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的目的在於探討經濟因素對各國民主化歷程的影響。民主化的理論已指

出，全球共有三波民主化過程，現代化理論則論斷經濟發展有助於一國的民主歷

程，唯受影響面相究竟為何，則有不同的見解。因此本章將分別探討經濟因素對

於各國民主政體的「建立」、「持續」與「程度提升」等三個民主化面相的不同影

響；除了分析經濟發展對全球民主化歷程的影響外，並將比較不同政治特徵的國

家，其民主化過程受經濟因素影響的異同。 

 此外，本章並將介紹個案分析，除探討伊斯蘭國家的民主化歷程及其與經濟

因素的關係，並將介紹土耳其作為民主經驗最長久、民主程度亦最高的伊斯蘭國

家，其民主政體的建立、存續與民主程度的提升與經濟因素之間有何關連，及其

獨有的時空因素。 

 

 

第一節 研究架構 

 

Przeworski曾指出，目前關於經濟發展與民主的研究，在方法論上可以分為

鉅觀導向（macro-oriented）與微觀導向（micro-oriented）兩種方式，兩種研究導

向的著重點不同，所使用的研究語言亦不相同（Przeworski, 1986: 47）。依照他的

分類，鉅觀導向的研究著重對客觀狀態的分析，目的在於尋找民主政體建立或存

續或民主程度提昇的各種形式（pattern），因此視各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各個面相，

皆為該國長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至於另一類微觀導向的研究則反其道而行，

著重政治行為者及其策略，強調利益、機會與選擇的問題，認為政治行為者的行

動策略係鑲嵌（embedded）於特定歷史情境之下的，而不企求尋求有關民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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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現象的通則。 

Przeworksi的分類係根據研究者的研究策略而來，而若就研究方法而進行分

類，則一般可以區分為實證研究法（empirical study）與質化研究法（qualitative 

study）兩種。 

實證研究法通常被視為較能發現自變數與應變數之間的因果邏輯關係，也就

是較具「科學性」。應用於現代化理論的相關研究時，實證研究法的主要目的是

找出所有國家在理論關係之下的平均值，並據此建立一個總體的模型；其優點在

於排除個別國家的獨特性，因此可以尋得共通的規則。但其缺點亦在於此。由於

將所有國家共同計算，因此可能使得單一國家的發展資料，受到其他國家的資料

所「污染」，使得各國發展過程中的歧異點難以被察覺（郭承天，民 86: 19）。同

時實證研究法所採用的變數多為總體結構性之變數，亦難以描繪民主化過程的動

態層面，既無法分析政治行動者，也無法分析策略互動，以致於實證研究法之結

論，往往難以適用於個別國家的發展歷程，甚至可能會與個案研究的結論相反，

而使得實證研究之效力受到挑戰。就現代化理論的研究而言，實證研究多數使用

1980 年代以前的資料，這使得過去的實證研究結果能否適用於現今新興民主國

家之民主化歷程，尚有待檢視。 

有鑑於量化研究法儘管能建立一個全面性的模型，然而考量到世界各國的民主

化歷程多所不同，因此若以該模型檢驗特定的國家時，往往會發現模型與實際情況

多有差異，這點往往使得量化研究的效度受到批評（郭承天，民 86: 19）。 

事實上，依據 Huntington的統計，常被列舉有助於民主或民主建立的變項即高

達二十八項，其中除了高水準的總體經濟富裕、平等的所得或財富分配等經濟因素

外，更包括歷史的、文化的、社會的與政治的等各類變項。基於相關理論的多樣性

和各國發展經驗的歧異，使得 Huntington做出以下的結論：「沒有任何單一的因素，

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不可或缺的，也沒有任何單一的因素足以解釋在所有國

家、或是在一個國家中的民主發展，且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都是各種原因配合的結

果」（Huntington, 民 83 年，第二章）。這表示，要充分解釋民主化的歷程，就不能

忽視國際、社會、經濟、文化及最直接的政治因素，對於民主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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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一章的圖一可以看出，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的關聯大致可以分為認為經

濟發展有助於民主、認為經濟發展有害於民主、認為民主有利於經濟發展，以及

認為民主有害於經濟發展等四類；其中的第一類即通稱的「現代化理論」。而現

代化理論的論點又可以分為內生說和外生說兩類，內生說認為經濟發展將導致威

權轉型與民主建立；而外生說則認為經濟發展並不能造成民主建立，但有助於已

建立的民主政體之存續。本研究由於研究興趣與能力所限，將把研究重點集中於

第一類認為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的觀點，亦即現代化理論；同時將採取實證研究

法，以釐清經濟發展對民主過程是否有影響，及所影響的面相究竟為何。 

過往有關現代化理論的研究結果，皆一致論定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化的歷

程；然則就研究方法而言，實證研究法（empirical studies）與質性研究法

（quantitative studies）的應用始終爭議不斷。 

實證研究法所建立的量化模型雖有利於理解概念化的民主發展狀況，然則在

論及個別國家的民主發展時，考量到個別國家的獨特性，模型與事實不符的情形

往往一再發生。為了解決這個窘境，本文除了就經濟因素對民主化的影響進行量

化分析之外，並將同時選取一特定國家進行個案分析，將各項非經濟性因素納入

研究範圍中。 

就理論而言，完整的檢驗假設與模型應當要包含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發展

等各方面的變數，但本研究因能力與資料所限，在量化研究的部分將只考慮經濟發

展對民主的影響，其餘變數則留待最後個案研究部分再予以處理。 

基於研究興趣，本文將以伊斯蘭教國家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除了探討經濟因

素是否確實如同現代化理論及量化模型所預測的，對該國民主發展有極大影響，並

進一步探究，影響該國民主發展的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為何。 

因此，本文完整的研究過程可以說是包含了量化與質化兩部分，所探討的變項

則涵括經濟、政治、社會與宗教文化等。 

綜上所述，本文研究架構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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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本文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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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對數處理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2. 前一年之民主經驗 
3. 政治特徵（行政職位的徵募方式、對行政權的

限制、政治競爭） 
 

 

 

 

 

應變數： 
1. 所有國家民主政體之建立、發展與存續 
2. 第二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體之建立、發展與存

續 
3.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體之建立、發展與存

續 
4. 伊斯蘭教國家民主政體之建立、發展與存續 
應變數： 
 個案伊斯蘭國家之民主政治實際發展歷程 

自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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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量化研究假設 

 

本文根據現代化理論的概念與假設，試圖利用最新的資料庫，以量化統計方

法建立模型，以探究經濟發展狀況對於一個威權國家建立民主政體、已建立之民

主政體存續及各國民主程度提昇的影響；其後則再利用質化研究方法，分析個案

國家的實際現代化歷程，及其與模型之差異，並且試圖對此差異提出一合理的解

釋。 

在所採用的資料方面，過去關於經濟與民主相關性的實證研究頗多採用單一

時間點的資料進行分析（Bollen & Jackman, 1985; Lipset, Seong, and Torres, 

1993）。對此，Muller曾經正確地指出，考慮到民主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影響都具

有累積性，因此關於經濟與民主相關性的研究，無論其方法論的選擇為何，都必

須採用一貫時性的資料（longitudinal data）以進行分析（Muller, 1988: 50）。基於

上述的考量，本文在進行實證分析時，不論經濟或政治變項，都將選用再測樣本

資料（panel data），以避免重蹈Muller所警示的錯誤。 

就量化模型方面，本文將首先依據世界各國在民主發展上的不同特色，將之

區分為三個集群，各集群國家在政治上皆具有共同的特徵，以期更精密探究經濟

因素對不同政治特徵國家的不同影響。 

依據現代化理論的觀點，經濟是影響一個國家民主歷程的最重要變因，因為

好的經濟發展可以產生許多新興的獲利機會，用此彌補在民主過程中受到損失的

社會階級與個人，從而為民主政體的存續奠定良好的基礎（Lipset, 1959: 83-84）。

然則，單靠經濟因素並未能保證民主政體的建立，一個國家若要成功地由威權向

民主轉型，需要其他政治、文化、宗教、國際時空等相關環境因素的配合（Lipset, 

Seong & Torres, 1993: 156; 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 ch2）。 

為了避免因各國民主化歷程歧異而增加模型的變異，因此本文在進行實證研

究時，除了將運用全球資料建立一個總體模型外，同時將依據民主化的不同時

期，將全球各國區分為不同集群，以減少資料的變異程度，以分析經濟因素對於

不同時期的民主過程，各會產生何種不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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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ington分析全球的民主化歷程時指出，全球共發生過三波民主化，而導

致任何一波民主化的原因組合，皆不同於導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組合。第一

波民主化浪潮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發展、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及主要大

陸帝國的相繼解體。第二波民主化的主因為政治與軍事因素，在此期間建立民主

政體的國家大致可以分成被強加移植民主政治、因西方盟國贏得戰爭而向民主化

方向邁進，與趁殖民母國戰後元氣大傷時獨立的新興國家等三類型。至於第三波

民主化中，絕大多數國家皆因全面的經濟發展而奠定了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促

進了民主轉型。簡而言之，在一九七○與一九八○年代，「經濟發展為民主政治

奠定了基礎」而成為民主化的原動力（Huntington, 民 83 年，第二章）。 

然而，在漫長的全球民主政治發展的歷程中，伊斯蘭世界絕無疑問是極其獨

特的。客觀的事實是，大多數的伊斯蘭國家並未擁有民主政治，甚至許多伊斯蘭

國家即便其經濟發展已達相當高的程度，但其政體之集權程度卻從未有過任何鬆

動。因此，為了探討伊斯蘭國家的民主發展狀況是否符合現代化理論的觀點，本

文亦特別將設置一伊斯蘭國家模型，以了解經濟發展對伊斯蘭國家民主過程的影

響。 

本文據此建立四組假設如下：  

假設 A：經濟發展有助於所有國家之民主過程。 

假設 B：經濟發展有助於第二波民主化國家之民主過程。 

假設 C：經濟發展有助於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之過程。 

假設 D：經濟發展有助於伊斯蘭國家民主過程。 

假設 A係針對全球民主化過程提出一個概括性的假設，其目的為驗證現代

化理論對全球所有現存國家的效力大小。假設 A的起迄時間訂為第一波民主化

開始的 1828 年至 2000 年為止。但因資料限制，因此實際測試的起始時間自各國

獨立之年開始，或者自所使用的資料庫開始收列該國的資料起。 

 假設 B係針對第二波民主化國家所進行之探討。其個案國家共有包含緬甸、

巴西等五十一國。 

 假設 C係針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所進行之探討。其個案國家共有包含菲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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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秘魯等六十二國。 

 假設 C則係針對伊斯蘭國家所進行之探討，所選擇之分析國家係依據伊斯

蘭會議組織（The Orgaz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 OIC）的會員國名單而定。

伊斯蘭國家共包含沙烏地阿拉伯、埃及等五十七國。 

 需特別說明之處是，依據Huntington的論點，第二波民主化時期自 1943 年至

1962 年，1958至 1975 年為第二波民主化之回潮，而第三波民主化時期則自 1974

年迄今（Huntington, 民 83: 12-13）。由Huntington所列出的時間點可以發覺，第

二波民主化與第二波民主化之回潮、第二波民主化之回潮與第三波民主化的時

期，皆有部分重疊，這表示即使在第二波民主化回潮期間，事實上亦有部分國家

建立了民主政體1。由這些矛盾之處可以看出，各波民主化的時期與其回潮事實

上難以精確劃分；甚至就連Huntington自己也承認，要具體說明民主化與其回潮

的日期是一件頗為武斷的事情（Huntington, 民 83: 13）。 

因此，本文在參考Huntington的分析之後，為求研究過程順利，僅簡單地以

1974 年作為分界，將 1974 年之前建立民主政體的國家皆視為第二波民主化國

家，而將 1974 年起建立民主政體的國家視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而對於曾經歷

民主政體建立、崩潰、再建立過程的國家，則依其各次民主政體建立時間，分別

將其列於第二波或第三波民主國家名單中2。 

 上述第二波與第三波民主化所包含之國家，係依照 Huntington之說法。然其

所列舉之國家，尚包含第一波民主化中即完成民主化的國家，因此本文為控制研

究結果之精確，將排除第一波民主化國家，僅留下在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中建

立民主政體的國家。受限於資料庫所涵蓋的範圍不足，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國

家中，有部分因缺少資料不得不予排除。實際列入分析的國家名單見表二： 

 

 

 

                                                 
1 奈及利亞及南韓皆於第二波民主化回潮期間的 1960 年建立民主政體（Huntington, 民 83: 17）。 
2 南韓先於 1960 年建立民主政體，隨即於 1961 年因軍事政變而崩潰，到了 1987 年又再度建立

民主政體；因此南韓將同時名列第二波及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之名單。餘類推。 

 30



表二 理論與實際分析之國家列表 

 理論包含的國家3 實際分析的國家 

第 

二 

波 

民 

主 

化 

時 

期 

緬甸、斐濟、迦納、蓋亞那、印尼、

黎巴嫩、奈及利亞、玻利維亞、巴

西、厄瓜多、印度、南韓、巴基斯

坦、秘魯、菲律賓、土耳其、波札

那、甘比亞、以色列、牙買加、馬

來西亞、馬爾他、斯里蘭卡、千里

達、委內瑞拉、阿根廷、捷克斯洛

伐克、希臘、匈牙利、烏拉圭、奧

地利、比利時、哥倫比亞、丹麥、

法國、西德、義大利、日本、荷蘭、

挪威、智利、澳洲、加拿大、芬蘭、

冰島、愛爾蘭、紐西蘭、瑞典、瑞

士、英國、美國 

 斐濟、迦納、印尼、黎巴嫩、奈及利

亞、玻利維亞、巴西、厄瓜多、印度、

南韓、巴基斯坦、秘魯、菲律賓、土

耳其、波札那、甘比亞、以色列、牙

買加、馬來西亞、斯里蘭卡、委內瑞

拉、阿根廷、希臘、匈牙利、烏拉圭、

奧地利、比利時、哥倫比亞、丹麥、

法國、西德、義大利、日本、荷蘭、

挪威、智利、澳大利亞、芬蘭、冰島、

加拿大、愛爾蘭、紐西蘭、瑞典、瑞

士、英國、美國、蓋亞那 

第 

三 

波 

民 

主 

化 

時 

期 

蘇丹、蘇利南、保加利亞、薩爾瓦

多、瓜地馬拉、海地、宏都拉斯、

外蒙古、納米比亞、尼加拉瓜、巴

拿馬、羅馬尼亞、塞內加爾、奈及

利亞、玻利維亞、巴西、厄瓜多、

印度、南韓、巴基斯坦、秘魯、菲

律賓、土耳其、波札那、甘比亞、

以色列、牙買加、馬來西亞、馬爾

他、斯里蘭卡、千里達、委內瑞拉、

東德、波蘭、葡萄牙、西班牙、阿

根廷、捷克斯洛伐克、希臘、匈牙

利、烏拉圭、奧地利、比利時、哥

 奈及利亞、玻利維亞、巴西、厄瓜多、

印度、南韓、巴基斯坦、秘魯、菲律

賓、土耳其、波札那、甘比亞、以色

列、牙買加、馬來西亞、斯里蘭卡、

委內瑞拉、阿拫廷、希臘、匈牙利、

烏拉圭、奧地利、比利時、哥倫比亞、

丹麥、法國、西德、義大利、日本、

荷蘭、挪威、智利、澳大利亞、加拿

大、芬蘭、冰島、愛爾蘭、紐西蘭、

瑞典、瑞士、英國、美國、蘇丹、蒙

古、保加利亞、薩爾瓦多、瓜地馬拉、

海地、宏都拉斯、尼加拉瓜、巴拿馬、

                                                 
3 本表中，各國的中文名稱依據外交部之正式譯名，參見

http://www.mofa.gov.tw/mofa91/web/application.php?oid=web_relation_map。而伊斯蘭國家名單係

依據 2003 年十二月之OIC正式會員名單，參見http://www.oic-o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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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比亞、丹麥、法國、西德、義大

利、日本、荷蘭、挪威、智利、澳

洲、加拿大、芬蘭、冰島、愛爾蘭、

紐西蘭、瑞典、瑞士、英國、美國

羅馬尼亞、塞內加爾、波蘭、葡萄牙、

西班牙 

伊 

斯 

蘭 

國 

家 

 

阿富汗、阿爾巴尼亞、阿爾及利

亞、亞塞拜然、Bahrain、孟加拉、

貝南、布吉納法索、喀麥隆、查德、

葛摩聯盟、吉布地、埃及、加彭、

甘比亞、幾內亞比索、幾內亞、圭

亞那、印尼、伊朗、伊拉克、約旦、

哈薩克、科威特、吉爾吉斯、黎巴

嫩、利比亞、馬來西亞、Maldives、

馬利、茅利塔尼亞、摩洛哥、莫三

比克、尼日、奈及利亞、阿曼、巴

基斯坦、巴勒斯坦、卡達、沙烏地

阿拉伯、塞內加爾、獅子山、索馬

利亞、蘇丹、蘇利南、敘利亞、塔

吉克、多哥、突尼西亞、土耳其、

土庫曼、烏干達、阿拉伯聯合大公

國、烏茲別克、葉門、象牙海岸 

 阿爾巴尼亞、阿爾及利亞、亞塞拜然、

孟加拉、貝南、布吉納法索、喀麥隆、

查德、葛摩聯盟、象牙海岸、埃及、

加彭、幾內亞、甘比亞、幾內亞比索、

圭亞那、印尼、伊朗、伊拉克、科威

特、摩洛哥、卡達、阿曼、沙烏地阿

拉伯、蘇丹、約旦、哈薩克斯坦、吉

爾吉斯、黎巴嫩、馬來西亞、馬利、

莫三比克、茅利塔尼亞、尼日、奈及

利亞、巴基斯坦、塞內加爾、獅子山、

敘利亞、塔吉克斯坦、突尼西亞、土

耳其、多哥、烏干達、烏茲別克、葉

門 

 

在應變數方面，由於現代化理論雖一致肯定經濟發展有助於一國的民主政

治，然對受影響面相為何，則有不同的見解。簡而言之，早期的研究認為經濟發

展有助於民主政體之建立；後期的研究則否定此說，轉而認為經濟發展係有助於

已建立之民主政體的存續；此外，亦有學者認為經濟發展係有助於一國民主程度

的提昇。 

因此本文將依據可能受經濟發展因素影響的各種民主面相，分別建立探討經

濟發展對一國民主建立、民主持續與民主程度的影響為何。故此，上述 A、B、

C、D四組假設中，各假設又細分為三個子假設 1、2及 3，子假設 1的應變項為

民主政體的「建立」，子假設 2的應變項為已建立之民主政體的「存續」，子假設

 32



3的應變項則為民主「程度的提昇」。 

本文所提出之完整假設如下： 

假設 A：經濟因素有助於所有國家之民主過程。 

A1. 經濟因素有助於所有國家之民主政體的建立。 

A2. 經濟因素有助於所有國家已建立之民主政體的存續。 

A3. 經濟因素有助於所有國家民主程度的提昇。 

假設 B：經濟因素有助於第二波民主化國家之民主過程。 

B1. 經濟因素有助於第二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體的建立。 

B2. 經濟因素有助於已建立之第二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體的存續。 

B3. 經濟因素有助於第二波民主化國家民主程度的提昇。 

假設 C：經濟因素有助於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之民主過程。 

C1. 經濟因素有助於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體的建立。 

C2. 經濟因素有助於已建立之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民主政體的存續。 

C3. 經濟因素有助於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民主程度的提昇。 

假設 D：經濟因素有助於伊斯蘭國家之民主過程過程。 

D1. 經濟因素有助於伊斯蘭國家民主政體的建立。 

D2. 經濟因素有助於已建立之伊斯蘭國家民主政體的存續。 

D3. 經濟因素有助於伊斯蘭國家民主程度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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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簡介 

  

一、資料庫簡介 

本文所利用的經濟資料庫為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所建

立的World Vision資料庫之第六版（以下簡稱為 PWT6.1），其中所收錄的總體經

濟資料自 1940 年至 2000 年。 

而政治資料庫則採用 Gurr等人所建立的 Polity資料庫之第四版（以下簡稱

為 PolityⅣ）。PolityⅣ中之各國政體相關資料收錄期間自 1828 年或該國獨立之年

起，迄於 2000 年。由於 PolityⅣ係於 2002 年三月底始正式開放供研究者下載使

用，因此本文將是台灣第一個採用這套資料的研究。 

(一)PolityⅣ簡介 

本文的政體指標採用的是 Gurr等人所建立的 Polity資料庫第四版（以下簡

稱 PolityⅣ），其中收集了全球 177個政體，自 1828 年至 2000 年為止，有關其

政體型態的各項得分資料。由於該資料庫中視各政體皆為威權與民主的混合體，

因此對各政體皆有民主評分與威權評分，兩者的總和則為該資料庫對該政體民主

程度的綜合評分。 

PolityⅣ對各國民主程度的評分，係依據西方的文化中所認定之民主的三要

素，將民主區分「參與的競爭性」、「行政職位徵募的原則」，及「對行政權的限

制」等，並就各國在此各個面相的表現加以逐年評分；而其得分的加總，即為該

國該年所獲得之民主分數。民主分數在 PolityⅣ中，總計被區分為 0-10的十一個

等第，其民主程度隨分數之增加而遞增。 

至於威權（autocracy）在西方政治論域（discourse）中的意義，則意指缺少

規則化（regulation）的政治競爭，亦缺乏政治自由的概念。依循此一概念脈絡，

「威權」變項在 PolityⅣ中的操作型定義，係指其極端地限制或壓制競爭性的政

治參與，且其行政首長乃是透過非規則化的過程由政治精英中選任，而其行政權

力只受到極少的制度限制。PolityⅣ據此為各國的威權表現加以逐年評分，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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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之加總，即為該國該年所獲得之權威分數。威權分數同樣被區分為 0至 10

的十一個等第（Gurr, Jaggers & Moore, 1990）。 

在此需特別注意的是，PolityⅣ資料庫中認為，每一個政體都同時具備民主

與威權的成分，而政體之間的差異則由其成份的混合比例來決定。依照此一原

則，在本資料庫中，僅有共產主義國家是完全威權的政體，然而共產國家在產生

其黨第一書記（party first secretary）時，仍具有相對的開放性，因此其威權分數

為 9，並獲得 1的民主分數。至於完全民主的國家，其威權數值為 0，民主數值

為 10。 

為表示各國政體民主程度的綜合評分，在 PolityⅣ中並將上述民主與威權兩

變數另行合併為一新變數（POLITY2）。此一新變數係表示各國民主程度，計算

方式為各國每年的民主分數減去威權分數，其數值範圍自-10（民主 0分，而威

權 10分）至 10（民主 10分，而威權 0分），其中「-10」代表非常威權（strongly 

autocratic），「10」代表非常民主（strongly democratic），民主程度係隨數值增加

而相應提高。 

(二)PWT6.1簡介 

本文所採用的經濟指標來自於美國賓州大學所建立的World Vision 6.1（簡稱

PWT 6.1），其中資料包含世界各國的各項經濟統計數據。其資料來源分為兩大部

分，絕大多數國家之經濟數據統計自世界銀行（World Bank）的世界發展指標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而 30個石油輸出國之經濟數據則整理自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統計資料。PWT6.1之資料始於 1950 年，迄於 2000 年。 

需注意的是，由於 OECD迄 2003 年十二月止，尚未釋出自 1990 年至 2000

年的完整經濟統計資料，導致 PWT6.1在部分中東產油國家（如伊拉克、沙烏地

阿拉伯、阿曼、卡達）之經濟資料方面，產生完全空白的現象。然而，若是任由

此一部分資料空白，勢將影響本文對於伊斯蘭國家的分析；因此，為了彌補該項

缺失，本文改以 PWT6.1之前一版資料 PWT5.6之資料取代。因此，此類中東產

油國家納入分析的資料年份實際始於 1940 年，迄於 1989或 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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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變數之界定 

 就民主的界定而言，方法論上常被提出的問題之一即是民主或不民主究竟應

被當作二分變項（dichotomous）或是一個連續的變項。前者的優點較為簡單明

瞭，研究者亦可以輕易地判別民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各項表現的差異；而後者的

優點是足以分辨各民主國家間的差異，反之亦可用於辨別非民主國家之威權政體

的差異。無論將民主視為是連續變項或二分變項各有其優點，而依據 Huntington

的看法，只要所採行的標準單一且明確，兩種方法皆可由研究者依其需求而自由

選定，並不致於影響研究的可信度（Huntington, 民 83: 9）。 

本文依據過往相關研究成果，共將對三個應變項進行檢驗，分別為民主政體

之「建立」、已建立民主政體之「存續」，以及各國之民主「程度的提昇」。最後

一個應變項，因 PolityⅣ中所列之變數 POLITY2本身即為資料庫對各國民主程

度的綜合評價，因此將直接使用此一變數而不再重新編碼。至於前兩個應變項，

則由於 PolityⅣ中並無關於各國政體型態的直接資料，因此本文將依據 POLITY2

的資料重新編碼為一新變項「REGIME」，以茲代表各國的政體型態。 

在本文的研究中，關於民主政體「建立」與已建立之民主政體「存續」等兩

個應變項，所關心的焦點為探討在何種經濟條件下，原先的威權政體將會轉而建

立民主政體；以及在已經建立民主政體的國家中，在何種經濟條件下，其民主政

體將得以「存續」。因此，本文對於新變項 REGIME將採用二分變項，亦即將政

體類型單純區分為民主與威權兩種，並分別給予「1」和「0」的編碼。 

由於 REGIME係以 PolityⅣ資料庫中的 POLITY2變數為基礎重新編碼而

成，然而 POLITY2為一連續變項（-10至 10）資料，若要將連續變項重新編碼

為二分變項，則重新編碼的標準便極為重要。本文為求精確起見，特地將變數

POLITY2的資料與 Huntington對於各國建立民主政體的年代進行比對，以了解

在 POLITY2中，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民主程度分界點何在。 

比對的結果（見附錄一）發現兩者的判斷幾乎完全吻合。在 Huntington視為

各國民主政體建立的年度中，各政體在變數 POLITY2中所獲得的民主分數亦多

半皆由負分變為正分（包含 0）；而在 Huntington視為各國民主政體崩潰的年度，

各政體在變數 POLITY2中所獲得的民主分數亦大半由正分（包含 0）變為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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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根據此一標準，將在變數 POLITY2中獲得 0至 10分的政體視為民主國

家，並於新變數 REGIME中編碼為「1」；而在 POLITY2中獲得-9至-1的政體則

視為威權政體，於新變數 REGIME中編碼為「0」。 

(一)應變項一：民主政體的「建立」 

依據現代化理論內生說的研究結果，民主政體係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最後階

段，而經濟為此一發展過程的動力。同時，經濟發展對民主政體「建立」的影響

具有「門檻」，也就是必須待經濟發展到較高的水準時，才會對民主政體的建立

產生作用；反之，較低度的經濟發展將不會對民主政體的建立產生作用

（Przeworski & Limongi, 1997: 163; Dahl:民 78: 第五章）。本文的假設之一即企圖

據此檢證，經濟因素是否確實有助於民主政體的建立（即假設 A1、B1、C1、D1），

而所關注的焦點則在於，是否真如現代化理論內生說所預期的，民主政體將會在

經濟發展的較高階段獲得建立。 

此一應變項的採用標準，係將各國在變數 REGIME中，其編碼首次由 0轉

變為 1的年度，視之為民主政體的建立年度。在實際操作研究的過程中，則將擷

取各國的民主政體建立年度，作為分析的樣本。 

 (二)應變項二：民主政體的「存續」  

依據現代化理論外生說的研究成果，經濟發展程度未必會影響民主政體是否

「建立」，但卻能夠確保已建立民主政體之「存續」。換句話說，對於一個已建立

的民主政體而言，倘若該國經濟發展程度越高，則其民主政體存續的機會越高，

所能存續的年限也越長（Pourgerami, 1991; Przeworski & Limongi, 1997: 159）。因

此，本文的假設之二即企圖檢證，經濟因素是否確實有利於已建立之民主政體的

存續（即假設 A2、B2、C2、D2），而所關注的焦點則在於，是否真如現代化理

論外生說所預期的，已建立之民主政體將會在較高的經濟發展條件下，存活得較

久。 

本文將各國在變數 REGIME中編碼為 1的所有年度視之為各民主政體的存

續期間；而由於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是否較高的經濟發展可以讓民主政體存

續得較久，故本文在探討經濟因素對民主政體存續的影響時，實際採用的應變數

應視為民主政體的「存續年限」。因此，本文依據變數 REGIME的資料另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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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政體的存續年限，以此建構出一項新變數「DUR」，作為實際操作時採用

的應變數。 

(三)應變項三：民主「程度的提升」 

 在過去屬於現代化理論的諸多研究中，民主程度的提昇是較少被觸及的問

題；絕大多數的學者所關心的應變數為民主政體是否建立，以及已建立的民主政

體是否存續，並從而發展出現代化理論的內生說與外生說兩派論點。對此一問題

稍有觸及的是 Kurth與 Przeworski等人，兩者的研究成果雖都支持經濟發展將有

利於各國民主程度的提昇，但研究方法歧異甚大；因此可以說，就經濟發展是否

有利於各政體民主程度之提昇的問題上，過去的研究成果累積不多。而本文的假

設之三的目的即為此一問題增加研究經驗（即假設 A3、B3、C3、D3），而所關

注的焦點則在於，是否在經濟發展狀況較佳的政體中，其民主程度也會較高。  

在實際的操作上，本文將直接採用 PolityⅣ資料庫所提供的各國政體綜合評

分結果，以變數 POLITY2評估各國的民主程度，其中「-10」代表非常威權（strongly 

autocratic），「10」代表非常民主（strongly democratic），民主程度隨數值增加而

提高。以各該國開始登錄資料之年為起始年，資料結束的當年為結束年，用以驗

證經濟因素是否有助於民主程度的提升（即假設 A3、B3、C3、D3）。 

 

三、自變數之界定 

在現代化理論過往的研究成果中，無論是內生說或外生說的觀點，皆同意經

濟因素係影響一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而在眾多的經濟因素中，最常被

使用的莫過於一國的經濟發展程度；其中又以財富最為人所重視（Lipset, 1959; 

Diamond, 1992）。 

在關於「財富」的衡量方面，過去曾經使用過的變數相當多，包括人均收入、

國民生產毛額、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等，亦有人以概念相似的人均能源消費作為衡

量一國財富狀況的指標（Dahl, 民 78; Lipset, Seong & Torres, 1993; Jackman, 

1973），同樣都得到很好的測量效果。此外，無論是國民生產毛額、收入或能源

消費等，由於其原始資料（raw data）的數據差距（range）極大，很容易造成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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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析上的偏差，因此後來的學者多半傾向於將這些經濟資料先取其自然對數值

（natural log）後，再進行分析，其目的是縮小數據間的差距，以避免因國家間

財富差距過大所造成的計算困難（郭承天, 民 86: 78）。 

此外，經濟發展，尤其是財富，雖然是影響一國民主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但

不代表其他的因素就全無影響。就過往的研究成果而言，會影響一個國家民主發

展的非經濟因素，尚包含過去的民主經驗、該國的社會分歧程度、主要宗教結構

等等（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 122-128）。其中尤以過去的

民主經驗最常受到討論，例如 Huntington即強調，過去曾有過民主經驗的國家，

即使經歷過民主崩潰，在未來仍較從未有過民主經驗的國家，更容易重新享有民

主政治；究其原因則在於，對於一個曾享有民主經驗的國家而言，其人民多半已

對民主的規則有所體悟，也較能接受勝敗的結果，而不致動輒企圖推翻民主

（Hungtington, 民 86: 290-291）。 

(一)自變數一：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過往的研究成果認為，影響一國民主發展的最重要經濟因素為財富。而過去常

用以衡量財富狀況的指標，包括人均所得、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或人均能源消費量等。

然由於本文所使用的 PWT6.0資料庫中，並無上述幾項指標之資料，僅有與之相似

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資料，因此本文將以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做為

衡量一國財富狀況的標準。 

如前述的探討所言，由於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數值極大，為避免因數值過大或

各國之人均國內生產毛額數值過於懸殊，致影響統計結果，因此本文將 PWT6.0中，

代表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變數「RGDPL」取其自然對數值後，重新編碼產生一新變

數「LOG」，以此做為本文在實際操作時所使用的經濟自變數。 

此外，由於過往的諸多文獻皆指稱，經濟發展與一國民主政治（且不論其應變

項為何）之間的關係應為一曲線。因此，本文將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的自然對數值（即

變數 LOG），再取其平方值，以此重新編碼為一新變數「LOG2」，做為本文在實際

操作時所使用的第二個經濟自變數。另行編碼出變數 LOG2的目的在於，倘若測試

後發現 LOG2對於模型的影響力大於 LOG，則可清楚說明經濟發展與民主間的關係

確為一曲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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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數二：先前之民主經驗 

就可能影響一國民主發展的非經濟因素而言，過去曾經探討的變數甚多，包括

宗教、社會分歧、先前民主經驗等等。在這些變數中，一般認為以先前民主經驗的

影響力最大（Lipset, 民 76: 56-57; Huntington, 民 83: 290-291）。因此，為了控制各

民主國家先前的民主經驗對該國後續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本文將此一變數做為控

制變數，以便能更加釐清財富對於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 

本文所使用的前一年民主經驗之資料，係來自 PolityⅣ資料庫中的變數

POLITY2。該變數原即為資料庫對於各國政體民主程度的逐年評價，因此本文將變

數 POLITY2取其前一年的數值後，再重新編碼為一新變數「LAG」，以此作為本文

在實際操作模型時所使用的控制變數。 

(三)自變數三：各國政治過程之民主特徵 

就可能會影響一國民主發展的政治因素而言，過去曾經探索過的變數甚多，

其中就國內因素而言，包括了憲政體制（內閣制或總統制）、政黨體系等數類。

本文所使用的 PolityⅣ資料庫中，雖無這類關於體制的具體資料，但其依照「民

主」的內涵概念個別分析各政體的政治表現，反而可以更精確地表現各政體之間

細徵的差異。 

一般關於「民主」的定義，有規範性與程序性兩種，而其中程序性定義是目

前政治學界較普遍接受的方式，依據程序性的定義，民主係指「為達成政治決定

所做的一種制度安排，在此一制度安排中，個人係藉由激烈的競逐獲取人民手中

的選票而得到做決定的權力」（Schumpter, 1947: 400）；同時，「民主」應當包含

公平而自由的競爭、最大程度的政治參與以及對權力的限制具體的作為（Bollen, 

1980; Huntington, 民 83: 4-10; Dahl, 民 78: ch1）。 

而 PolityⅣ資料庫即依據如上對民主的定義，將「民主」區分為行政職務的

徵募方式（executive recruitment）、對行政權力的限制（Executive Constraints）以

及政治競爭（political competition）等三個面相（Jagger & Gurr, 1975: 150），並據

此評估各個政體的民主程度。在 PolityⅣ資料庫中，這三個民主面相分別以變數

「EXREC」、「EXCONST」及「POLCOMP」表示，依各政體之表現分別給予 1-10

的評分，評分越高者，表示其在該面相的表現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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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之選擇 

  

 在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研究領域中，無論是量化研究或質化研究方法所使用

之理論泰半皆為現代化理論，兩者在此差異不大（郭承天，民 86）；然則進行量

化的過程中，不可避免地會遺失許多難以量化的因素，因而即需要質化研究法對

此加以補充。 

 此外，當代的現代化理論已不再視經濟為影響一國民主化的唯一要素，轉而

承認經濟或許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因素，但其餘社會結構、文化傳統、政治領袖特

質等非經濟因素，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Przeworski, 1986: 48; Huntington，民

83）。而這類社會、文化、領袖等非經濟因素，則又難以採用量化的方式加以衡

量，以致於往往在量化研究中受到忽視。同時正如前章所述，量化研究雖可以發

現一普遍通則，但也易因此而犧牲個別國家發展歷程之特殊性，以致研究者難以

一窺各國經濟與民主發展過程的全貌。 

 本文即基於對量化研究法侷限的考量，因此將於量化模型之後選取個別國家

以進行質化途徑的個案分析。倘若質化分析與量化分析的結果相同，則不但表示

此兩種研究方法可為互補，且能更進一步強化現代化理論的應用效能。 

 就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研究結論而言，伊斯蘭世界無疑是極為有趣的例子。

眾所週知的事實是，絕大多數的伊斯蘭國家並不存在民主。許多伊斯蘭國家，即

使其經濟發展已達相當高的程度，但其政體之集權程度從未有過任何鬆動，更不

見任何可能朝民主轉型的機會，而部分伊斯蘭國家則雖然曾經建立民主政體，卻

未能持續；前者如同中東的產油國家，而後者則可以黎巴嫩做為例子（Huntington, 

民 83: 334-336）。 

因此，關於伊斯蘭世界是否能夠擁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系，及其與此一體

系能夠相容的程度，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基本上應包含兩個

主要的概念：第一，是否有足夠的實證資料顯示伊斯蘭國家在經濟發展的狀況

下，依然較難擁有民主？第二，若然如此，則伊斯蘭國家是否具備了特殊的宗教

文化特徵，從而妨礙了其民主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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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為伊斯蘭世界的一分子，土耳其卻是其中極為特殊的例子。 

首先，土耳其不但是伊斯蘭世界第一個建立的民主國家（1923 年），且除了

土耳其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回教國家長期地維持過完整的民主政治體制

（Ozbudun, 2000: 5）；事實上，自八○年代以來，穆斯林國家在自由（民主）方

面，就沒有長足的進步4，而土耳其是其中少數的例外（Abootalebi, 1995: 

507-508），土耳其近二十年來的平均民主表現，也是各主要伊斯蘭國家中最高

的。也因此，在爭議伊斯蘭與民主的相容性時，土耳其總是被拿出來作例子；這

是土耳其適宜作為分析個案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依據 Huntington的觀點，「早期民主經驗有助於穩定第三波民主化的

國家，越長、越近的民主經驗，幫助越大」（Huntington, 民 83: 291）。因此可以

假設，較長與較近的民主經驗會比相反的情形更有利於民主鞏固；就此而言，土

耳其的民主發展雖然有過三次的中斷，但其長期民主經驗仍然可以視為加速民主

鞏固的有利因素之一（Ozbudun, 2000: 5-6）。而土耳其民主崩潰的發生背景皆為

其經濟出現危機時，此一狀況明顯符合現代化理論的脈絡，亦即經濟發展有助於

民主政體的存續，當經濟表現不佳時，民主政體的存續也會出現危機（Przeworski, 

1996: 40-41），因而使得土耳其成為相當合適的分析個案。 

最後，正如同現代化理論所探討的，影響一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因素中，經濟

固為最重要的因素，但絕非「唯一」的因素（Lipset, Seong & Torres, 1993: 158）。

就近年來土耳其的民主政治發展可以看出，政治伊斯蘭（political Islam）運動的

興起，乃是引發土耳其軍方疑慮並進而干政的最重要因素；而政治伊斯蘭運動的

興起則又源自於經濟惡化，遂導致社會的中下階層轉而向宗教傳統尋求安慰

（Jenkins, 2003: 49），此一轉向則展現在伊斯蘭政黨勢力的大幅成長上。在經過

數十年的壓制後，土耳其的伊斯蘭勢力在近年又逐漸上升，對該國的民主體制已

形成壓力。因此，土耳其的民主政治是否能繼續維持下去，仍需視相關的經濟、

社會及文化因素而定；這是土耳其適於做為分析個案的第三個理由。 

 

                                                 
4 相關資料詳見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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