
總統的選票

黃敏晃

1. 選票知多少

今年我國第一次直選總統, 由於中共的

飛彈干擾, 選情非常緊張, 選前我們家裡也有

熱烈的討論。 連還沒有投票權的女兒和以前

選舉時很冷漠的老婆都很關心: 「到底誰能選

上?」 更不用說剛有投票權的兒子了: 「到底

誰能選上?」

女兒發言澄清兒子的問題: 「你是問全

國有投票權的人數是多少? 還是這次到底會

有多少人投票?」 老婆呼應著說: 「對, 對, 這

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當然是後面的問題才

重要, 對不對?」 兒子有點不耐煩。 我趕緊出

來打圓場:「後面的問題和前面的問題, 應該有

關係才對。」 兒子問:「怎麼說呢?」

「這次到底會有多少人投票? 一定得等

到選舉結束後才會清楚。 我們要在選舉前回

答這個問題, 只能預估。這裡預估需要的資訊

有兩個, 即全國有選票的人數, 另一個是預估

這次的投票率。」

老婆說:「全國的選舉人票的總數, 內政

部的戶政單位一定事先會統計出來的。 不過,

好像到目前為止還沒在報章雜誌上看到。」 女

兒說:「應該已知的資訊都還是個未知, 怎麼

辦?」 我說:「這個資訊也可以用其他已知資訊

估計呀。」 兒子問:「怎麼估?」

我說:「我們全國約有2100萬人口, 這是

大家都知道的。 假設這些人都是1歲到70歲,

而且是平均分佈, 那麼每個歲數的人數就是

約30萬。 20歲以上的人就有投票權, 所以約

有30萬 ×50 = 1500 萬人有投票權。」

女兒問:「這樣算出來的數目準確嗎?」 兒

子說:「當然不可能太準確的了。」 老婆說:「連

內政部戶政單位統出來的數據都不可能完全

準確。 問題是這樣估計合不合理?」 我說:「這

個估計方式把問題太過於理想化, 需要做調

整。」 女兒問:「怎麼調整?」

我說:「每年新出生的嬰兒, 這幾年好像

很穩定, 約每年35萬, 以前則逐年增加。 加

上年紀大的人有一部分已經過世, 所以1500

萬應該減去一些數目才好。 譬如說減個 50

萬, 我會認為1450萬是個合理的數目。」老婆

說:「這樣的數字看起來滿合理的。」 雖然我認

為還有一些理由可以說明, 為什麼這樣子推

算是合理的 (譬如說, 用另一種人口分布模式

做另一種預估, 來作為驗算)。 但我老婆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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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大的人口中心主任, 她表達了對合理性

的滿意, 受到兒女的尊重, 因此追問下去的課

題轉了個方向。

2. 投票率預估

兒子繼續問道:「就算 1450萬是個合理

的數目字好了, 怎樣算出這次會有多少人投

票? 」 女兒是個好聽眾, 她說:「老爸剛才

不是說, 我們還要預估這次的投票率嗎?」 兒

子說:「投票率怎麼個預估法呢?」 老婆說:「可

能要從前幾次選舉的投票率來做推估?」 女兒

問:「從前次選舉的投票率是多少? 我們又

怎樣從這些投票率來推估這次選舉的投票率

呢?」

投票行為是社會科學方面的課題, 這是

我老婆的研究領域。 我本來以為老婆會接嘴

說明, 但她以前對選舉的冷漠, 使她對國內選

情陌生, 因此不敢多說話。 家裡三個人都眼睛

看著我, 我只好接下去:「我國這幾年來的投票

率滿穩定的, 約在62%到68%之間。 這次由

於總統直選, 連媽媽都有興趣了, 看起來投票

率會創新高。」 女兒問:「那會高到多少呢?」

兒子說:「有沒有可能超過 80%?」 老婆

說:「不太可能啦, 自由國家的選舉, 投票率能

超過60%就難能可貴了。」 兒子問:「那些因素

會影響投票率呢?」 老婆說:「風和日麗時, 比

較多人願意去排隊投票, 下雨冷天時許多人

不想出門。 另外, 如選民很不滿意政府的行政

措施時, 也會有比較多的選民去投票,表達換

人做做看的心聲。」 兒子繼續問:「那這次呢?」

我說:「理論上說, 一個社會若很安定, 則

人民的投票行為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除非他

們覺得有需要用投票的行為, 傳遞很重要的

訊息。 總統直選是我國第一次, 以前不讓我

們老百姓直接票選, 所以這次有許多人會覺

得很新鮮, 下次總統選舉就不那麼新鮮了。

另一個影響這次投票率的大因素是中共的飛

彈, 許多人會覺得他們要破壞我們的選舉, 所

以我們一定要用選票來表達這次選舉的重要

性。」

女兒說:「老爸你說了一車子話, 我還是

沒聽到投票率會提昇到多高的估計。」 我說:

「女兒, 沒這麼容易估計的, 因為以前沒發生

過這種狀況, 舊經驗都不適用 . . .。」 兒子搶著

說:「可是, 我們還是要預估是不是? 如果要你

預估的話, 你說多少?」 我想了想說:「70%到

75%之間, 可能接近70%。」

兒子說: 「單純一點就算是 70% 好啦,

剛才我們說選民有 1450萬, 那麼 1450 ×

70% = 1015 萬票, 調整一下成整數就算

1000萬票了, 這樣是不是合理。」 老婆說:「應

該是合理的估計。」

3. 選票的分布

兒子問:「假設這次 1000萬人投票選總

統, 那麼這四組人馬, 各會得到多少票?」 我

說:「這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很難估算。」 老婆

說:「美國選舉有民意調查, 有時候很準, 但也

有大錯特錯的時候。」 女兒說:「好像看到不准

宣布民意調查結果的事情。」 老婆說:「我也看

到, 好像說是不准用民意調查結果, 做為影響

選情的宣傳。」

女兒說:「說的也是, 如果已經知道某一

組人馬篤定當選, 支持其他組的選民還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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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幹嘛?」 兒子說:「也不見得, 說不定支持被

認為會當選的那組選民, 反而覺得不用去投

票了呢?」 老婆說 「是呀! 人的行為本來就很

難預測。」 兒子說:「老爸, 你聽到外面的選舉

評估怎麼說?」

我說:「還不是道聽途說。」 兒子說:「連胡

說八道也是一種說法, 反正也沒有要求你做

學術性的說明, 你就轉述一下你聽到的說法

嘛。」 我說:「好吧! 最簡單的一種說法就是

4:3:2:1的票源分佈說。 意思是陳王那組得到

的票數若當作 1 份來看, 那林郝那組的票數

是約 2 份, 彭謝約 3 份而李連約 4 份。」 女兒

說:「照我們估計的1000萬票, 那不是剛好是

100萬, 200萬, 300萬和400萬嗎? 加起來

剛好是1000萬耶。」

兒子說: 「4:3:2:1 的連比和票數是不是

1000 萬無關。 只是總共有 1000 萬的時候,

比較好算。老爸, 有沒有任何理由說票源為什

麼這樣分布?」 我說:「當然有。 譬如說,陳王配

得到的是宗教票和一些賭爛票。 台灣信佛教

和道教的人很多, 陳王從環島一週後, 把這方

面的票源鞏固起來。 當然宗教方面的人也有

人認為宗教是不應該那麼積極涉入政治事務

的, 所以他們也只能得到一部分這方面的票

源。」

兒子問:「賭爛票不是以前一直都投給民

進黨和新黨嗎?」 我說:「沒錯, 賭爛票其實就

是不滿意國民黨的行政措施, 表達換人做做

看的票。 以前民進黨還是黨外的時候, 賭爛票

是黨外的票源。 現在民進黨是最大的反對黨,

變成有制度的組織, 他們的政策和表現也有

許多人不滿意。 例如許多外省籍的賭爛票都

到新黨去了。 但新黨的作為也有許多人不喜

歡。 陳王這組就接收這些對三黨都不滿意的

賭爛票。」

兒子說:「這些沒有解釋為什麼, 陳王可

得到的是1份 . . .。」 我插嘴說:「這種說法認為

陳王得到的票一定會最少, 所以把最少那組

當1份, 其他組的得票率, 當作這份的倍數來

說明, 會比較清楚。 當然, 倍數也可以是小數

倍。 例如這種說法的一種版本說, 林郝其實只

有1.5到2份之間的實力, 並不是一定要用2

份來描述。」 女兒說:「沒錯, 這樣說好像滿清

楚的。」

4. 西瓜偎大邊

兒子說:「老爸, 為什麼林郝只有1.5到2

份的實力?」 我說:「因為這組裡的鐵票是新黨

的票, 而新黨的票, 按照上次選票的情形看,

大概接近120萬。 其中有一部分會被陳王拉

走, 剩下的大概是100萬上下。 其他的票就是

林洋港的票了, 林是南投縣長出身的, 他弟弟

現在是南投縣長, 這裡有一些票。 另外, 林當

過台灣省主席, 和某些縣市國民黨的縣黨部

主委, 有一些固定的支持者, 這樣估計大概有

50萬到80萬票的實力。」

兒子說:「‘這樣加起來就是150萬到200

萬票之間了。」 我進一步說:「當然, 林的這

些票不見得可靠。 因為這些票原本都是國民

黨的票, 這種票會不會投給林郝和國民黨的

組織運作方式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票都

有投機性質, 有西瓜偎大邊的效應。」 老婆

問:「等一下, 我已經聽過好多次了, 一直沒弄

清楚。 什麼叫西瓜偎大邊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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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當一個團體要分成兩部分, 每個

人都要靠一邊站, 你自己若沒有立場, 本來

站那邊都行, 但你不願意站在輸的那邊。 所

以等到情勢比較明朗的時候, 才去站到比較

多人的那邊。 這種心態叫做西瓜偎大邊。」 兒

子說:「你的意思是, 若李連的勝勢明確, 這些

票都會跑回去李連那組?」 我說:「就是這個意

思。」 兒子說:「那林郝的票會不會掉到150萬

以下?」 我說:「說林郝配有 1.5 份到 2 份的實

力, 意思是認為他們的票不至於掉到150萬以

下。」

兒子說:「那彭謝的3份呢?」 我說:「民進

黨上次立委選舉的得選率高達33%, 但這次

總統選舉, 一方面彭明敏和李登輝背景很相

近, 許多選民也覺得他們對台灣要獨立當家

做主人的述求, 一樣在盡心力, 只是一個明白

地說, 另一個只做不明說而已。 加上中共的飛

彈和文宣, 都針對李登輝攻擊, 使許多原來會

投給民進黨的游離選票倒向李連配。 尤其是

南部, 三月初我到屏東、 高雄和台南時, 和

一些朋友談話, 覺得這種趨勢很明顯。」 兒子

說:「所以估計彭謝不可能得到33%或更多的

票, 反而會降到30%。」 我說:「可能更低。」

老婆說:「很有趣。 那麼李連配呢? 照

4:3:2:1的說法, 他們得票不可能過半數囉。」

我說:「很難說, 他們正在努力求過半。 國民黨

上次立委選舉得票率是46%左右, 被林郝配

和陳王配拉走一些,這就是李連會得4份的說

法。 但以目前看來, 他們的得票率可能超過

46%, 原因是相當部分的民進黨會倒過來, 加

上游離票的凝集, 另外則要靠國民黨的組織

戰了。」

女兒說:「說了老半天, 李連配得票能不

能過半呢? 還是不能回答。」 老婆說:「這本

來就不可能事先弄清楚的。 不過, 今天晚上講

這些話, 老爸用一些單純的數學來說明, 我好

像對選情比較清楚些。」 兒子和女兒都表示同

意:「用數學說明選情, 果然有些好處。」

5. 無奈的結語

數學的功能在幫助人思考和溝通, 本文

的目的在借助討論選情的背景, 來呈現這兩

種功能。這些討論是實際發生的, 我和我的家

人都覺得數學在這種討論中對溝通概念非常

有幫助。 最令我們感嘆的是數學裡的單純估

計, 非常有效率。 根據這次總統大選的次日,

即民85年3月24日中央日報的報導:

1. 全國的合格選民約有1430萬人, 我們估

計1450萬人。

2. 投票人數約為 1076萬人, 投票率高達

76.04%。這裡我們的估計誤差的原因, 在

於我沒有使用到過去的正確資訊: 在我的

印象中, 過去台灣的投票率都在60%到

70%之間, 但後來我查的結果是在去年台

灣省長, 台北和高雄兩市市長第一次開放

民選那次, 投票率也高達76.06%。 即使

如此, 1000萬和1076萬的估計還算是很

好的 (通常20%的誤差內都算是好的)。

3. 在四組人馬的得票方面:陳王得107萬票,

約佔10%, 林郝得票約160萬,約佔15%,

這兩組的估計都很準; 彭謝得約227萬票,

約佔21%, 可見源流失嚴重, 這些票都跑

到李連那組去了, 李連得票約581萬, 約

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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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生學習數學的最大疑惑之一是,

學了數學到底有什麼用? 數學課內的題目,

要嘛是與生活情境無關 (context free), 即

使勉強湊上一些情境也非常不自然, 看得出

來是數學老師, 或是寫數學課本的那些數學

家製造出來的“人造題”。

長久下來, 學生都認為“數學”, 只不過

是一批人製造出來的一種特定的考試遊戲而

已, 並沒有實質的意義。 這樣的心態並不健

康, 而要消除這種想法的最佳方式, 莫過於舉

許多和生活相關的數學應用之案例。 如此才

能使中小學生感到, 數學其實是為了解決生

活中問題而發展出來的學問。

當然, 這樣的案例並不好找。 所以筆

者自從翻譯一篇“數學應用–直接引用的文字

題”, 刊登於 「數學傳播」 第十卷第三期 (民

國75年9月) 之後, 也沒能收集到足夠的例

子, 來寫一篇和這方面有關的文章。

這次應成功中學的邀請去為他們的校慶

做一場數學的專題演講。 由於他們希望演講

的內容要通俗一點, 希望學生看到數學在生

活上的應用, 因此開頭定的題目是“生活中的

數學”。 想借此機會逼自己把生活中使用數學

的經驗加以反省檢視, 整理成一篇文章。 在我

原先的構想當中, 本文的材料是其中的第一

節。 但是寫出來的結果, 這部分已經太長了,

可以單獨成一篇短文, 加上不是很有空無法

在時間的限制下 (即到成功中學演講之前) 寫

完全文, 所以無奈地把這部分獨立出來, 寫成

這篇粗陋的文章, 請讀者不吝批評指教。

—本文作者任教於台大數學系, 並主持教育

部的小學數學課程研發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