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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學界針對第三波民主化的動力，探討新興民主國家歷經轉型（transition）、

持續（endurance）直至鞏固（consolidation）的過程所可能面臨的機遇及挑戰，

在研究數量上相當可觀。台灣從黨國一體的威權時代逐漸落實至主權在民的民主

政治已經二十年有餘，然而，當台灣逐步邁向民主鞏固時，國內許多對政治現狀

的批評與反彈，適時提供了學術界另一個思考民主的方向。因為一個社會為求民

主能穩定發展，必須要凝聚相當程度的民主品質，以利其存續(Dahl 1998)，故本

研究從民主鞏固的角度出發，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與政府表現的評

價，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有無負面的效應？並運用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

的概念進行分析，希冀從個體的角度來看待台灣面對民主化時的機變與挑戰。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果援用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浪潮的界定，始自 1974 年葡萄牙的政

治變革，的確對當代的國際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在這波民主化浪潮的衝擊之

下，東南歐、亞、非與拉丁美洲的國家紛紛轉投民主陣營，揚棄共產或威權獨裁

政權，台灣同樣也在這波民主化的潮流中，由威權體制轉向民主政治的運作。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的台灣民主化，無論依照 Schumpter(1976)對民主程序

性的定義，或是 Diamond(1999)所謂「選舉式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來

檢驗台灣的民主運作，在形式上，台灣都已經被視為一個新興的民主國家（羅俐

雯  2003；朱雲漢  2004） 

然而，新興民主國家面臨更進一步的挑戰，便是如何使國家持續穩定的維持

民主政治運作，朝向鞏固民主體制的方向前進。因為不同國家，有其個別歷史文

化因素的差異，面臨的挑戰各有不同，因此學者間對新興國家如何邁向民主鞏固

的條件與原則，也各自提出不同的觀察。由於造成民主轉型的原因，不必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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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民主鞏固的原因，有關於民主鞏固的理論探討，主要可從政治制度化、總體

經濟成就因素、以及公民的民主文化三個不同的面向來討論。 

形式上，一國僅有程序性的定期選舉，只能被視為是民主最起碼的標準(Kar1 

and Schmitter 1991; Valenzuela 1992) 。 Huntington(1991) 提 出 雙 流 轉 測 驗

（two-turnover test），認為在轉型期首次取得政權的政黨若能歷經對手獲勝，又

再次和平的取得政權，這個民主國家方為鞏固。然而若更進一步由制度化的角度

來理解民主鞏固的意涵時，民主鞏固的內容不單單是兩次和平轉移政權的過程而

已，所謂制度化，一個簡單的意涵是「組織取得穩定與價值的過程」(Huntington 

1991)，以此意涵看待民主鞏固下的制度化時，則此種組織上的制度化，不應侷

限於定期的選舉機制，更擴及了憲政制度的配套，政黨體系的運作以及司法機

構、軍隊的組成方式等等的配合，其目的在使民主作為決定政治權力的唯一準

則，並且受到各方面政治行動者（political actor）的尊重與安排。Linz(1990)更以

「民主鞏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須被視為是唯一權力遊戲的規則」，來總結制度化的

權力更替對於民主鞏固的重要性。 

但 Przeworski 等(1996)進一步點明，民主建制被制度化程度越高，民主存續

可能性越大的推論，還必須將對於民主存續具有重大影響力的變數納入，這個推

論才較為合理，因此，若僅用「制度化」的政治建制這個標準來評斷新興民主國

家邁入鞏固與否，可能落入「已鞏固的」民主國家與「高度制度化」的民主國家，

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現實，因而缺乏更為精鍊的證據。因此他們認為，除了制度

化的規範以外，市場經濟對新興國家所帶來的效應也不可忽視。Przeworski 等人

(1996)利用各國經濟發展的程度，來說明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這些研究雖不必

然是決定論的關係論述，但是強調民主的存續需要一定的生長環境，同時將國家

的制度差異納入分析中，他們認為當國家的經濟表現越好，民主越有可能存活，

而較為貧窮且同時又是總統制的國家，生存的比例是最低的。 

相較於制度設計和經濟表現，強調民主文化的論點則指出，對於民主國家更

深遠的影響因素，可能不僅僅是制度的型塑或是經濟環境的滋養，更重要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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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更在於該國民主文化的養成。Dahl(1998)分析有利於民主的基礎性條件時就

指出，人民具備對民主的信念與政治文化，乃是造就民主的關鍵條件之一。

O’Donnell(1998)提出新興民主化國家需要民主原則、自由主義、共和主義三種理

念，才能邁向民主鞏固。Linz 與 Stephan(1996)更具體的提出一個已鞏固的民主

政治在行為上（behaviorally）、態度上（attitudinally）與憲法上（constitutionally）

都必須相信並遵守民主體制的制度規則。游清鑫（1997）認為民主鞏固其意義不

在制度維持不變，只有制度的形式並不足以穩固民主的發展，「還要有一套民主

政治典則（regimes）的實踐」（游清鑫  1997, 69），無論政治典則的形式是正式

或非正式的，其目的乃是要規範政治菁英與一般人民的行為符合民主的框架。這

些都是說明民主鞏固並不是只有形式上達到選舉式民主的要求，或是政治經濟結

構因素就能夠解釋的，民主文化與素養的支撐，對於好不容易建立起來的民主政

體，顯得格外的珍貴。 

台灣自從解嚴以及開放黨禁之後，反對黨正式投入選舉，一直到公元 2000

年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正式取得執政權以來，民主之路可謂篳路籃縷步步艱辛，

隨著現階段的台灣已經發展出制度化的選舉，而且經濟發展也達到一定的程度，

我們對於台灣民主的觀察，就更關心於公民民主文化的培養與表現。尤其，當公

元兩千年台灣首次出現政黨輪替之後，民主的發展已經達到關鍵階段，在政黨輪

替的主軸之下，台灣民眾對於民主理念的信仰似應水到渠成，而對民主的實踐內

涵也應達到一定的水平。 

然而，自政黨輪替以來，台灣的政經體系即面臨一連串的挑戰。朱雲漢（2004）

提到兩千年大選後台灣過去既有的支配性政黨體系瓦解，從而引發「治理」的挑

戰，同時面臨經濟衰退，因此台灣民眾在「民主優越性」信念以及對民主實施情

況的滿意度呈現衰退的跡象，與東亞各國的比較也呈現偏低的情形，因此出現了

民主體制正當性基礎鬆動的現象。而 2004 年選舉後，面對軍購公投的爭議，以

及投票日前槍擊案事件的餘波盪漾，以至選後在野陣營對選舉結果的抗爭，台灣

社會普遍出現互不信任的氣氛，民主鞏固並未如預期的輕鬆（游清鑫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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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是民主道路上的一次顛簸（bump）」（Cooper 2004，轉引自蔡佳泓  

2004）。這些，說明了台灣在邁向民主鞏固的路途上，並不如想像中的順遂。 

 

雖然民主從來就不會是一條坦蕩無礙的道路，但是，當危機出現時，我們應

該深思的是台灣的民主發展還欠缺了什麼？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在擔憂什

麼？我們已經將民主制度作為權力更替的遊戲規則，但我們有沒有把民主規範深

入大家的意識底層呢？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在於大眾能不能真正的相信民主制

度？能不能忠實的支持民主體制？尤其，當國家的領導者終於經由人民直接選舉

產生，但大眾對於政府效能與權威的評價卻同時又持續低落的時候，台灣民眾對

於民主制度的信心是否依舊堅強，是否願意像過去支持反對黨成為執政黨所付出

的熱情一樣看待民主機制？民主不只帶來等待了 50 年的政黨輪替，不只帶來定

期的、可預期的權力替換，民主同時帶來許多必要之惡，因為民主的發展，社會

變得多元化，街頭抗爭比過去多太多，社會治安令人難以放心，而貧富差距也比

過去給人的感受更加直接，再加上我們有一套仍然在變動中的憲政體系。因此，

台灣已經具有了形式上的民主運作，但是我們的民眾，真正願意有「民主制度是

最適合我們的政治體制」這樣的信念嗎？真的願意容忍這些必要之惡以支持我們

得來不易的民主成果嗎？ 

 

正因如此，本研究的動機即希望從微觀的角度出發，從探索民眾對台灣民主

政治的感受開始，進一步把分析的焦點集中在民眾對於「支持」（support）概念

的態度，從支持的角度出發，釐清台灣民眾對政治現實與民主理念的差距，並從

政治支持的角度來觀察台灣民眾的分布情形。 

支持（support）對 Easton(1979)而言，是維繫政治體系的兩個輸入（input）

來源其中之一，由於支持可以作為穩定政治體系的重要心理根據，同時對第三波

民主化國家而言，區辨民眾支持的對象，可能更有利於我們探索民眾對民主運作

的各項態度與評價。尤其，以台灣為例，面對近年來政府表現不佳的批評與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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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浪此起彼落，對於制度變遷與國家發展的爭議也時有所聞，民眾此時表現出

來對「民主」的態度（無論是支持或是反對），同時也隱含著對於政府表現的評

價，而且，這些評價與民主規則之間，除了表述性的研究之外，透過「支持」的

分析概念，我們可以更清楚的離析出民眾的不同政治態度，因為對於民主信念的

支持，在理論上應該和對於政府效能的評價相互脫勾，對前者的支持才真正是民

主往前發展的重要心理元素。 

此外，從台灣過去對於民主信念和民主化、民主鞏固的研究中發現，有許多

關於政治信任、民主體制正當性與民主政治之間關聯性的研究，這些研究雖皆從

個體的角度出發對台灣民眾的民主態度進行分析，但都欠缺整合性的理論概念；

其中某些研究偏重民眾對民主體制正當性評價的探討（Shin and Chu 2003; 張佑

宗  2000；朱雲漢  2004），有些則著重於政治信任感對民主價值影響的討論（盛

治仁  2003；陳陸輝  2003），另外有些研究則是分析民眾對民主實行滿意度評

價的差異（鍾敏玲、蔡奇霖  2005；王靖興、孫天龍  2005；蔡佳泓、黃冠達  

2004）。然而，民主鞏固與政治信任感、民主政治的優越性等等都有概念上的關

聯性，如何在理論上將這些概念相互聯結，提出整合性的理論解釋，是個值得努

力的方向。而過去研究所累積的豐沛成果，正足以支持筆者從理論上思考這些聯

結的可能性，也正提供我們更全面的角度去檢視「政治支持」在經驗政治研究上

所需要的努力與不足。 

因此，本研究以為，運用民眾對「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態度的評價，

一方面可以從概念上區辨民眾對「民主體制優越性評價」與民眾對「政府施政表

現評價」之間的不同，另一方面也可將政治信任對民主體制的影響從理論上納入

分析，以便於我們描繪出台灣民眾心中的民主政治圖像，並進一步探究政治支持

對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與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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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檢閱 

壹、 政治支持：Easton觀點 

支持（support），從字面意義而言，一般多指行為上（behavior）而非態度上

（attitudes）的狀態。然而，在社會科學的領域中，支持可能不單只有行為上的

意涵，因為行動舉止可能往往是底層意識的反應，因此，如果從態度面來理解支

持，其實也就是人對於事物評價的具體表現，由這個角度來看「支持」的概念，

其實就反映出人對於事物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偏好或厭惡的程度，而且，他可以

從行為上或態度上表現出來，讓對方了解他的感受(Easton 1975, 436)。 

我們可以從系統論的角度來更清楚地理解支持的概念，Easton(1979)在「政

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中論述行為學派在政治學中可以努力的方向，他從系統

（system）的角度出發，將政治生活視為一個運作體系，並認為系統的運作是有

其邏輯與軌跡可循的，Easton 將政治系統視為循環的過程，提出「輸入 系統

輸出」的運作方式，來解釋政治生活的運行；而其中「輸入」乃是藉由系統成員

的需求（demand）與支持（support）以維持系統運作，同時透過系統的「輸出」

提供反饋（feedback）過程，回頭給予系統壓力，迫使系統進行修正，這是系統

論對待政治生活的的基本處理模式。從系統論的角度而言，我們不難發現，支持

是維持穩定的重要動力來源，而且也是對政治體系決策的重要解釋性變數。所以

Easton 直接對支持做了如下的描述性定義：「在 A 以 B 的名義從事活動，或者 A

對 B 表示贊同的時候，我們就說 A 支持 B」(Easton 1979, 182)。並且他也將支持

的性質區別的很清楚，若是以行動（action）來支持即為顯性支持（overt support），

若以態度（attitudes）或情緒來支持，即為隱性支持（covert support）。前者指個

人以外在活動倡導某些目標、思想、制度、行為或者個人，比如公開演講、投票

給某人、或是納稅給政府等等，顯性支持不一定帶有目的性，比如說納稅，行為

者可能與體系敵對但他卻仍會納稅，在旁人看來他給予體系顯性的支持，但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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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見得有意識願意繳稅。而隱性支持意指支持的行為可能不是可觀察到的外在

行為，而是一種內心的狀態，例如，對某政黨的忠誠、對國家的愛國心等等，這

部分往往是難以測量，卻又是任何體系維持基本運作的重要部分。此外，在政治

體系內，支持有可能會增加但也可能衰退，若支持衰退的程度太過嚴重就可能會

危及體系的存續，因此體系存有相當程度的隱性支持作為緩衝，是有其必要性的

(Easton 1979, 183-185)。 

 

除了顯性與隱性的支持差異之外，如果從「支持對象」的不同，則可以區分

為三個不同的支持對象：共同體（community）、典則（regime）、權威當局

（authority）。不同的支持對象，對於體系所提供的支持屬性也不盡相同。以共

同體（community）而言，Easton 對共同體採取社會學的觀察角度，由於政治系

統是由其中的政治成員所組成，而且系統會變遷，存在多個相異的政治目標，成

員也可能來自不同群體，所以系統成員必須互相聯繫取得信任，以維持系統的目

標，也維繫成員對系統的支持。因此政治共同體的概念，指的是政治系統下的一

個層面，由參與政治勞動分工下的人群團體所構成的聯結。Easton 著重的並非在

其結構或形式，而在於成員間相互的聯結（attachment），聯結可能緊密也可能鬆

散，重要的是，把共同體作為支持的對象之一，就是基於對共同體依賴性所凝聚

的情感力量，這個可能是總體意識的集合，也可能是人際之間的互相認同等所產

生的，如果共同體成員彼此之間缺乏情感鏈結，共同體意識無法出現或隨著時間

加深，那麼體系存續也將難以為繼，因此，政治共同體的意識實為表達支持的最

重要手段(Easton 1979, 197-218)。 

支持的第二個對象，是為典則（regime）。系統成員若僅具有共同體的情感，

卻沒有對某種典則提供支持，那麼系統在運作上，必然面臨規範的失序，造成徒

有感性的根基卻失去運作的憑依。為了使輸出能對系統成員具有約束力，成員需

要一套能被接受的基本程序以及規則，換句話說，典則就是所有系統中對於政治

活動的一系列制約，因此對於典則的支持，Easton 分成三個內涵：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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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規範與程序（norms and procedure）、機構（institution）。原則意指

政治系統運作的基礎原則，可能是民主政治、威權政治或是其他的政治運作模

式，成員必須對體系的運作價值具有共識，否則體系將因為懸而未決所產生的變

化，而持續加深政治上的分裂。典則的第二個部份是對體系規範與程序的支持，

簡單的說就是遊戲規則。如果體系對輸入到輸出所產生的結果，沒有清楚明確的

程序或規範，那麼體系成員對結果的爭執將難以停止，因此，具有明確的操作化

規則，提供了體系最低限度的穩定。最後一個典則支持的內涵，是支持必須及於

典則機構，系統成員必須願意承認機構的合法性，並且也願意接受機構所做出的

決策，才能賦予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這些機構包括國會、軍隊、法院、

政黨等等(Easton 1979, 221-245)。 

支持第三個對象是權威當局（authority）：也就是那些握有政治權威職位的

個人，像是首相、總統、立法委員等等，廣義來說，也包括政治菁英，無論是執

政或是在野。對這些特定對象的支持，無疑的是政治過程中的重要部分，以 Easton

的角度來說，他認為體系可以透過匯聚各式各樣的需求（demand）來產生政策，

以維持日常的政治生活，但是只有這樣還不足以讓成員願意支持政治共同體

（political community）和政治典則（political regime），唯有對權威當局的支持，

可以讓透過需求所形成的政策過程獲得體系成員的信任，使成員願意接受政治菁

英的輸出，也正是因為這份信任，才能使成員對政治共同體和政治典則的支持得

以源遠流長(Easton 1979, 249-258)。 

Easton 除了區分為顯性與隱性及三種不同的支持對象以外，對支持的看法他

認為還有另一層意義。他從系統整體的角度來看，針對支持在面臨壓力時所產生

的反應，又可將之區分為特定的支持（specific support）與廣泛的支持（diffuse 

support）。由於任何政治體系中都有成員對權威當局的表現感到不滿，對政策產

出的結果感到灰心，或是對於現在所處的政治生活感到失望，進而試圖更替當權

者，有的政治社會因而發生政治變遷，例如革命；但有的政治社會卻仍能維持對

典則的信心，沒有出現劇烈的社會變遷。然而，我們卻難以預測成員對政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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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對權威當局的不滿與緊張會做出什麼回應，這兩者的互動最後又會出現什麼政

治結果？這主要是因為成員對於體系的評價，有的是源於對權威當局施政措施的

感受，也就是對執政者的反彈；有的評價卻是一直延伸，直指體系的核心。不過

我們同時也可以發現，體系成員自會形成一個界限或是範圍，用以區別「不滿意」

感受的層次，究竟是屬於對執政者政績不滿但卻能不危及對機構的信任，或者是

屬於可以將這些不滿與對共同體的支持視為不同的意涵，再據此來產生不同的行

動，或者不滿意的情緒會直接威脅到體系最核心的價值與生存等等。因此，Easton

以特定的支持和廣泛的支持作為解決此問題的一個方法，這個觀察也許仍然不能

預測實際的政治結果，但是透過這個區別，我們將可以更清楚地分辨大眾對於「支

持」在概念上的差異(Easton 1975, 436-437)。 

有時候，系統成員從其自身利益的角度出發，針對自己的需求而對體系提出

特定的要求，並且期望從輸出裡獲得針對特定需求所衍生的報酬時，就是系統成

員對體系所提供的特殊支持。由於特殊支持是對權威當局輸出的回應而衍生的支

持，因此它有個重要的假定，就是成員必須一方面要能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另一

方面，同時要能判斷權威當局對要求所做出的回應是否符合需求，因此 Easton

認為特殊的支持有兩個來源：首先是成員可能會進行理性的計算，判斷他的需求

是不是在權威當局的政策裡獲得滿足，如果有，成員就可能擴大他對執政者的支

持。其次，成員也許不見得針對特定的輸出進行評價，而是針對政府的整體表現，

不同的執政者、不同的行事風格，甚至成員所感受到當下的社會狀況，都會成為

他們整體評價的內容。因此，簡言之，特定的支持具有幾個特點：1.它直接導向

權威當局或是權威機構；2.它預設成員有足夠的政治意識，可以判斷他們對滿意

或不滿意的感受，與權威當局的作為之間有多大的關聯性，無論這些作為是某個

特定的政策結果，或者僅只是成員對權威當局或社會整體的印象(Easton 1975, 

43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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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廣泛的支持，Easton 認為它是「一種正面態度或善意的儲存，有助於成

員接受或容忍不為成員認可的輸出，或是被成員視為有損其要求的輸出結果」

(Easton 1975, 444)。由於它是一個支持的儲存，所以從均衡的角度來看，當輸出

不能與輸入保持平衡時，體系內存有的廣泛支持便能適時地弭平體系出現的危

機。我們也可以把廣泛的支持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或情感上的象徵性支持，它可能

因為成員對權威當局、典則或政治共同體的過度依附或忠誠而逐漸加深，當然也

可能因為輸出結果與政府的表現或升或降，然而，正因其情感聯繫的功能，廣泛

的支持因此構成了比較牢固的政治情感，並且不會因為輸出一時未達到成員的預

期而輕易地消失。 

Easton 歸納出三個廣泛支持的特性。首先，它比特殊的支持更加堅固，形成

與解體的時間也更為長久。因為廣泛的支持代表體系成員對政治對象的情感聯

結，所以當它衰退時很難被強化，同樣的，當它已經很堅固時也並不容易被消蝕。

更重要的，廣泛的支持基本上是獨立於成員對政策輸出或短期政府表現的評價之

外的，舉例而言，成員並不會因為對國會議員感到不滿意，而劇烈到要求變動憲

政體制，因此它較特殊的支持更為堅固。但是這並非意味著廣泛的支持不會流

失，隨著對政府表現不滿日益加深，廣泛支持的基礎會逐漸遭到侵蝕；另一方面，

如果體系成員的期望突然的受挫，而危及他們對體系的基本忠誠時，廣泛的支持

也可能會急速的下降。廣泛支持的第二個特質在於，相較於特殊的支持主要是針

對執政者的作為，而廣泛的支持主要則是奠基於對典則（regime）與政治共同體

（political community）的情感。最後一個特質是指廣泛支持的來源，一方面源自

於童年至成人時期的社會化過程，另外一方面，個人自身的經驗對於廣泛支持的

成形也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這可以讓廣泛的支持自執政者對於成員所進行

的社會化過程獨立出來，避免廣泛的支持落於對權威當局的特殊支持，同時可使

成員從自己對政治對象（political object）的目標或表現的體驗當中，發展出對政

治對象的理性判斷，因此才能保持廣泛支持的獨立性(Easton 1975, 44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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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特殊的支持主要指的是對於權威當局的表現或成員對輸出的評

價，而廣泛的支持則會因為政治對象的不同而有不同的意涵，兩者看似有相互交

疊的部份，所以對廣泛的支持做進一步的區分，不僅有利於理論探討之外，對於

經驗上的研究也有助於釐清兩者關係的作用。例如，如果廣泛支持的對象是權威

當局或政治典則，那麼表現出來的就是對上述政治對象的信任（trust）；如果對

象是針對政治共同體，那麼廣泛支持表現出來的就會是我群意識（we-feeling）、

集體共識（consciousness）或是群體認同（group identification）。由於 Easton 更

關心廣泛支持在經驗上的意涵和特殊支持會有何不同，也就是在權威當局與政治

典則當中所表現出來的形式有何差異，所以，他認為廣泛的支持會以兩種型態出

現在上述兩個政治對象中，即信任感（trust）與合法性（legitimacy）(Easton 1975, 

447)。 

對權威當局來說，如果沒有信任感作為廣泛支持的來源，那就只能靠高壓統

治遂行其政治目的，但是通常沒有任何政權可以藉此模式而長久生存，因此體系

具備成員對政治對象的信任感和合法性是維持穩定的重要基礎。但是 Easton 也

承認，信任感在經驗意義上，很多時候難以和特殊的支持區分開來，除了因為廣

泛的支持可能源自於執政者所提供的社會化過程以外，即便是由個人經驗所出發

的支持傾向，也可能混雜在特殊的支持裡，因為我們可以從成員對於政策或是對

於權威當局整體表現的滿意或不滿意反應，感受到特殊的支持，具體來說，像是

成員的投票行為、對特殊政策表達同意或反對的立場、對不同的公職對象表達讚

揚或是責備、順從或是反對特定的法律等，這些都是特殊支持的表現，換句話說，

特殊支持的喪失，就是對於現任者（incumbents）表現的負面評價。但是以政治

信任感（political trust）作為廣泛支持的一個重要部分，卻很難排除上述特殊支

持在「信任感」上的意涵，例如，對於執政者施政作為的評價，無可避免的會污

染到對整體政治對象的信任感，Easton 特別指出對典則或對權威當局的信任，經

驗上往往難以和特殊支持有明確的區分。但 Easton 也強調，在經驗上難以區分

兩者的差異，並不等同於在概念上要否定兩者之間的區別(Easton 1975, 450)，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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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上來看，由於廣泛支持和特殊支持性質上本就相異，民眾的政治信任感在概

念上的意義，自然就和民眾對執政者表現的評價有所不同，更不應混為一談。 

因為上述的原因，他提出另一個廣泛支持的出現型態：合法性（legitimacy）。

成員的合法性情感，是一種對機構認同的情感，是一種善意的儲存，它的功用在

於一旦機構出現了成員不滿意的政策結果時，過去儲存的善意能適時的抵擋成員

對典則或權威當局的不滿。而合法性情感的來源，他以為會從三個不同的方向出

現，即意識型態（ideology）、社會結構（structure）、個人特質（personal qualities）。

無論是哪一個來源，無論是表現在典則或是權威當局下，Easton 都強調他們共同

的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s），這個原則直指所有信念的核心，用以解釋合法性

存在的理由，因為體系需要足夠的道德成分使成員願意接納典則或權威當局的統

治，願意維持政治的穩定(Easton 1975, 452)。 

綜上所述，Easton 從政治系統論的觀點解釋輸入項對於系統的重要性，並提

出對於政治支持的分析。特殊的支持主要是對政治對象施政表現的評價，而廣泛

的支持則反映成員更一般性、情感性的傾向。由於兩種支持類型的不同，前者表

現出來的就是對於執政者的表現評價，後者則作為一種深層政治情感的儲存以便

抵抗政治壓力的來臨。 

如果我們把政治典則界定在我們最關心的民主政治體系，那麼，Easton 有關

政治支持的理論就可以適度的運用在與民主鞏固有關的實證研究上。理論上來

說，一般人應該可以區分對於現任執政者的表現，和對於政治典則與政治共同體

的情感兩者之間有什麼不同，而民主體系的優點在於現任的執政者並非是永遠的

執政者，民主體系提供了權力更替的正常管道，對於現任者不滿意的表現，可以

反映在下次選舉上，可以反映在對公職的權力更替上，然而，前述許多針對第三

波民主化國家的實證研究顯示，當前民主的危機之一，就是對於特殊支持的衰

減，似乎蔓延到對於廣泛支持的消蝕，本研究接下來將就政治支持的實證研究以

及與民主的關係進行相關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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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治支持的經驗研究 

學術界針對政治支持在概念上的重新檢視，主要起因於對民主危機的討論

上，例如 Crozier、Huntington 與 Watanuki 等人(1975)，針對西歐、美國、日本等

地區的民主發展狀況，提及先進的工業化國家在回應社會需求時能力的不足，同

時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則強化了對政府的批評，政府最終疲於應付利益團體的需

求以及以議題導向為主的政治生態，而形成「超載」（overloaded）的情形；於此

同時，民眾對政府信任感下滑，政黨的群眾基礎衰退，造成政府活動膨脹但政府

權威同時下滑，形成民主的混亂。由於民主國家在政府治理上遭遇挑戰，令人開

始懷疑民主政體是否能夠存續。然而，研究者也進一步指出，民眾對民主的負面

評價是否危及深層的民主體制核心，造成民主信念的削弱？亦或只是對民主治理

的不滿意？都還需要更多的證據加以說明。正因如此，政治支持與民主信念兩者

的實質意涵與相互關係才重受關注。 

有關於政治支持的討論，Norris 等人將 Easton 的理論應用在相關的經驗研究

上。Norris(1999a)認為，面對民主危機的挑戰，需要建立一種關鍵選民（critical 

citizens）培養對民主體系的支持，他從 Easton 的政治支持，具體的把不同的政

治對象以及政治支持的類型加以綜合，得出如表 1-1 的政治支持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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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政治支持的概念架構 

廣泛的支持   
支持的對象 支持傾向的概略敘述 

政治共同體 
（political community） 

高層次的支持 

典則價值 
（regime principle） 

高層次的支持 

典則表現 
（regime performance） 

滿意度隨著典則的實際表現而變化 

典則機構 
（regime institution） 

對於政府機構衰退中的信心； 
新興民主國家中屬較低層次的支持 

政治行動者 
（political actors） 

對政治人物有混合的信任傾向 

 
特殊的支持   
註：資料來源引自 Norris(1999a, 10) 

 

上表 1-1 把特殊的支持至廣泛的支持視為一個連續性的狀態，由於大眾不能

選擇承認體系的某個部份並反對其他部分，成員又並非對每個部份都感到滿意，

但是儘管如此，大眾卻仍然可以對不同層次的政治表現進行不同的評價，這也就

是表 1-1 所呈現的情況。民眾對於政治共同體的支持屬於比較高層次、較深層、

情感性的支持傾向，比較偏向廣泛性的支持，雖然共同體的範圍可大可小，但具

體來說，主要是針對社群、國家榮譽或是國家認同的測量，這種支持較不易變動。 

「典則價值」是針對政治系統而言。無論是民主體制或威權政治同樣都面對

治理的挑戰，但是大眾對於體制的信念是維持該政治體系的重要關鍵。以民主體

制而言，典則價值可說是判斷「什麼是理想的民主政體？」的標準，不同的理論

家雖然有不同的判斷標準，但大致而言，人身自由、政治平等、政治參與、法治、

寬容等等，可說是被用來檢驗的標準，這類型的政治支持也屬於較基本的支持態

度，不易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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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則表現」意指體系成員對於政治體系在實然面上運作的評價，但是這類

的支持實際上很難被清楚的測量。以民主體制為例，我們可能詢問大眾有關「您

對民主政治的滿意程度？」，來測量民主政治在實然面的表現，並藉以對照民主

政治在「理想上」的評價(Klingemann and Fuchs 1995)。然而，因為這類的問題

雖試圖測量民主的實際表現情形，但往往難以和大眾對現任者的評價脫鉤，因而

混淆了概念上的分別，儘管如此，「典則表現」主要是體系成員針對民主體制運

作上的滿意度評價，雖然可能會隨著執政者的不同而有滿意度的變化，但基本上

仍是針對民主政治的實然面進行評價。 

對「典則機構」的支持，主要是體系成員對於政府、國會、行政體系、司法、

官僚、政黨、軍隊等等的態度，是一種整體性的評量，例如對總統的評價並不是

指對現任總統的評價，而是對總統職位的一般性感受。這類支持也有測量界線模

糊的問題存在，也就是對於該職位的評價可能會受到現任者的表現而影響，但在

概念上，對典則機構的支持是一種公眾的（public）態度，對於機構單位的整體

信心，而有別於大眾對特定對象的看法。最後是針對權威當局（現任者）或是主

要政治人物表現的評價，是最接近特殊支持的分類，主要是測量對於政治人物的

信任程度或是政治人物表現的滿意度。 

Dalton(1999)同樣運用政治支持的分析概念，但是他把大眾對於支持的「情

感面向」與「工具評價」區分開來，以便於更清楚的應用在實證研究上，表 1-2

呈現 Dalton 對政治支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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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政治支持的層次 

分析層次 
情感性傾向 
（Affective orientations）

工具性評價 
（Instrumental evaluation）

政治共同體 
（political community） 

國家光榮 
國家認同 

這是最適宜居住的國家 

典則價值 
（regime principle） 

民主價值 民主是最好的政府體制 

典則表現 
（regime performance） 

參與規範 
政治權利 

對權利的評價 
對民主過程的滿意度 

典則機構 
（regime institution） 

對機構的期待性 
對政黨的支持 
對輸出的期待性 

對表現的評價 
對機構的信任程度 
對政黨體系的信任程度 

權威當局 
（authorities） 

對政治領袖的情感 
政黨認同 

對政治人物的評價 

註：資料來源引自 Dalton(1999, 58) 

 
 

Dalton(1999)在 Easton 的基礎上，進一步區辨政治支持的意義，他認為，民

主的政治體系必須時時保持公民支持政治體系的動能，既然政府不可能時時刻刻

滿足所有大眾對政策的期望，那麼，這個動能不應該受到短期政策失靈的影響，

直接衝擊民眾對於典則（regime）或政治共同體（community）的廣泛性支持。

換句話說，在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內，如果特殊的支持乃是用來偵測出某段時間

大眾對政府表現的不滿的話，那麼體系就有必要事先儲存一些廣泛性支持，並且

讓廣泛性的支持，單獨存在於這些即時性的政策效果之外，用以維持體系的穩

定。所以，他在表 1-2 裡，將廣泛性支持對應到一系列價值的情感層面（affective 

orientations），而特殊性支持則對應於針對政治現象做出判斷的工具性評價

（instrumental evaluation），而結合兩者觀點，則可以讓我們更熟悉大眾對政治體

系的看法，並可以提供政治支持在實證研究上對應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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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ton(1999)利用經驗資料檢視政治支持的變化，他收集長期趨勢的資料，

並進行跨國比較，他發現，以情感溫度計測量民眾對現任者的信心，比較不同國

家，各國歷年的趨勢後發現，對現任者的信心會受短期政策影響的變化；對權威

當局的信任，除了荷蘭以外，對先進工業化國家（澳洲、比利時、加拿大等 14

國）跨國且跨時性的比較顯示，大眾對政治人物的信任在各國都有普遍下降的趨

勢；在政黨認同方面，由於政黨認同被界定為情感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政

治人物的不信任，是否會蔓延到情感層面，而影響到廣泛性的支持，結果發現，

針對 19 個國家所蒐集的資料，各國民眾對政黨的認同也在衰退中，顯示大眾對

實際的政治出現了情感上的鬆脫；而比較 1981 年－1984 年與 1990 年－1991 年，

兩次多國民眾對於機構信心的評價，發現各國也都有下滑的趨勢。 

有關民眾對政治典則的表現上，Dalton 以對民主政治運作的滿意度1來當作

測量工具。然而，這個問題的缺點是「滿意度」可能包含受訪者對其他因素的考

量，例如對現任者的態度可能就會干擾受訪者的判斷；另一方面，「滿意度」反

而可能貼切的表達出民主政治的動態狀況，正因為對現任者不滿，透過定期選舉

的機制來更換執政者，這層意義下，就呈現了對民主政治過程的滿意評價。儘管

這個問題可能有上述互相衝突的意涵，但是由於對歐洲的研究呈現出平穩的趨

勢，可見其仍適宜作為測量政治典則表現的工具(Fuchs, Guidorossi and Palle 1995, 

Klingemann 1999)。 

至於對民主價值的支持，在他的研究中雖然因為資料限制而沒有長期的比

較，但是在先進工業化國家中，仍可以發現這一直呈現正面穩定的趨勢，至少超

過 3/4 的民眾認為民主對他們而言是最好的政府體制2，而贊成以革命作為社會

變遷手段的民眾比例也相當低。因此，從先進工業化國家的例子中發現，大多數

國家的人民對於該國執政者的表現感到不滿意，對於典則機構的信心持續下降，

                                                 
1該題敘述為：「整體而言，請問您對你們國家民主政治實行的情況，整體來說，覺得是非常滿意、

有點滿意、不太滿意，還是非常不滿意？」。 
2該題敘述為：在下面三個說法中，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1)不管什麼情況，民主政治都是最

好的體制(2)在有些情況下，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3)對我而言，任何一種政治體制都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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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依然保持「民主是最好的政府體制」的信念，由此可見，理論上成員對

特殊支持的感受，與對廣泛支持的評價，是不同層次，不同內涵的支持範疇，而

對後者的支持心態，則提供了民主政體較為穩固的心理基礎。 

Dalton(2004, 21-52)持續運用政治支持這個概念，以長期的資料進行分析。

首先針對政治人物信任的評價，他透過多筆不同資料詢問美國民眾對於政治人物

的信任分數，大多數的美國人逐漸不相信領導他們的政治人物，同時，跨國的比

較呈現出先進工業化國家也具有這個現象。在政黨認同部分，其衰退的傾向依

舊；再來，對於政府整體的信任，他以民眾對「政府是為大財團爭取少數利益或

是爭取大眾利益」的態度來判斷其表現，發現自 70 年代至 90 年代，民眾認為政

府偏向財團的比例逐漸升高，德國在 90 年代是 70 年代的兩倍高，可見民眾對政

府整體的表現不滿意，美國的趨勢也是如此；至於對典則機構的評價上，如前面

研究顯示，60 年代美國民眾的信心最高，70 年代急速滑落，至 2000 年大約只有

一成民眾對國會和行政體系有信心。 

有關民眾對政治典則的表現評估，Dalton 沿用對民主政治運作的滿意度來當

作測量工具。針對西歐國家長期（1973-1999 年）的研究結果則呈現出穩定平坦

的趨勢，較不易變動屬於較為穩定的支持型態。而在典則價值的部份，仍沿用「民

主是最好的政府體制」信念作為測量工具，結果也顯示沒有明顯的衰退，表示對

於民主體制的支持在這些先進工業化國家的民眾心中已經有相當的共識。 

上述研究主要是把政治支持的概念，透過實證資料的結合，讓我們更了解政

治支持在不同國家之間的變化，而 Gunther(2005)等人則是利用政治支持的概念，

發展出另一套對應的觀念，並將研究焦點集中在第三波民主化後的國家，像是東

南歐、拉丁美洲等國家。和西方民主國家比起來，這些新進的民主國家，一方面

由於各國背景的不同，很難將民主鞏固視為理所當然，另一方面，雖然這些國家

的政權具有民意的合法性，但這僅表示他們的行為符合規則，但對於民主是否在

民眾心目中具有共識？是否會受到民眾對政治過程的不滿或疏離感而遭到損

害？則仍是一個尚待檢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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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Gunther 等人(2005)乃針對第三波民主化後的幾個國家的民主表現，

及其公民的民主態度，還有影響這些態度的中介（調節）過程之間的關聯性進行

相關的研究。Gunther 等人認為，這些國家的民眾會出現三種可能的態度傾向，

分別是對民主的支持（democratic support）、對政治的不滿（political discontent），

以及政治上的厭煩感（political disaffection）。而且，與這些態度有關的政治行為，

會透過一些中介途徑反映在政治行為上。首先，他們認為，民眾對民主的支持態

度，屬於公民的一種信念。公民願意相信民主政治以及代議的民主機構是政府的

最適架構，這個信念是對於典範合法性（regime legitimacy）的最主要的核心，

而且這個核心相當的穩定，並不會受到像是對現任政府的滿意度，或是公民黨派

立場的差異等因素的影響，這部份即為 Easton 所提的廣泛性支持(Gunther, 

Montero and Torcel 2005, 3)。 

公民的第二種態度表現在對政治的不滿（political discontent）上，這部份乃

是植基於民眾對於政治領導者每天的行為，與政府機構的操作與過程的看法，也

就是民眾對於典則（regime）或權威當局（authority）表現的評價。這部份的評

價會隨著時間以及現任政府的表現、社會或經濟的情況，或是主要政治機構的表

現而波動，因此是 Easton 所提及的特殊性支持(Gunther, Montero and Torcel 2005, 

3)。 

公民的最後一種態度，則是政治上的厭煩感（political disaffection）。厭煩感

是「主觀的無力感、犬儒主義、對政治過程、政客及民主機制缺乏信心，但並沒

有對政治典範產生質疑」。政治上的厭煩感，是一種對基本成份不信任的反射，

以及對於政治生活及其機構和民主代議機制等等的懷疑觀點。所以 Gunther 等人

認為，政治厭煩其實也是相當穩定的一種公民態度(Gunther, Montero and Torcel 

2005, 3)。 

因此 Gunther 等人就從 Easton 的概念出發，將上述三個態度聯結。在測量指

標的部份，「民主支持」區分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體制」的信念以及對「民主

與威權的態度」兩部分；對「政治不滿意」則用「對民主政治表現滿意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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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情況滿意度」、「經濟表現滿意度」來衡量；在「政治厭煩」方面，則以「政治

的複雜度」、「政府關不關心我」、「個人對政府的影響力」三方面表示（詳細的測

量方式請見附錄一）(Gunther, Montero and Torcel 2005, 4-5)。其研究結果發現，

首先，如果缺少對民主的根本性支持，會與反體系政黨的選票有強烈關聯性，所

以，會缺少對民主的根本性支持，可能是在轉型到民主的過程中，對特定政黨、

菁英或其組織的支持所造成的，而這種態度將會吸引選民投向反體系的政黨。其

次，對政治上的不滿，與反對執政者或執政聯盟的選票有強烈關聯性，此外，這

種態度一方面可能導致選票投向反對黨，同時另一方面，這些人也可能更傾向於

批評留在執政政府內的在野黨官員。第三，政治上的厭煩，是疏離感的一種類型，

主要指對於政治過程不主動的涉入，但仍不清楚是行為上的不作為造成了厭煩

感，還是厭煩感導致了政治面的邊緣化(Gunther, Montero and Torcel 2005)。整體

而言，Gunther 等人從政治支持的角度出發，強調政治過程中傳播途徑差異對於

行為的影響，從他們對新興民主化國家民眾的政治支持比較研究可發現，主要仍

是將支持區分兩個部份：廣泛性支持—對民主的支持，以及，特殊性支持—對政

治上的不滿。這個分析概念與 Dalton 等人的研究相近，而且針對不同國家研究

所得的結果也相當近似。 

與台灣民主鞏固有關的實證研究裡，直接應用政治支持分析概念的研究較

少，但是與政治支持相關的研究則累積了相當豐沛的成果。例如對民眾政治信任

感的研究，陳陸輝（2002）分析四次不同時點的面訪資料，發現台灣民眾的政治

信任感自 1992 年起逐年下滑，至 2001 年立委選後的調查，因為政黨輪替的關係

才回升，針對政治信任感的定義，他運用民眾對政府官員的六個信任態度題目組

成量表，較偏向 Easton(1975)的特殊性支持概念，而影響政治信任感的因素，他

以為與民眾的政黨認同、政治世代、教育程度以及統獨立場有關，而從對投票行

為的影響中也發現，選民的政治信任感越高，越傾向支持執政黨，這個發現更加

深了政治信任感與特殊性支持的理論連結。陳陸輝（2003）在後續的研究中，除

了上述因素外，他發現民眾政治信任感與民眾「對過去經濟表現的評價」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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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評價」有明顯的關係，認為過去經濟表現不佳的人，政治信任感也較低；

而對執政黨評價越高，其政治信任感分數也越高，進一步驗證了 Easton 對於特

殊性支持的論述。此外，政治信任感也影響到民眾對於民主政治表現的評估，政

治信任感越高對於民主政治的實施評價也越高，顯然對於特殊性支持的評價會反

映到對於典則表現（regime performance）的層次。而盛治仁（2003）對於政治信

任感測量工具的檢定，則說明了台灣有關政治信任感的測量主要反應的是黨派立

場而非完全中立的價值，更間接證明了政治信任感在政治支持理論中屬於特殊性

支持的範疇。 

另一類與政治支持有關的民主態度研究，則是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相關評

價。如前所述，對民主政治的運作評價，在 Easton 的政治支持分析中，屬於典

則表現（regime performance）的支持層次，介於廣泛支持與特殊支持之間。台灣

在這方面的相關討論，除了前述政治信任感較高者對於民主政治的滿意度也較高

的研究外，大致上皆認為對現任者的滿意度越高、對經濟表現的滿意度越高、越

晚近的政治世代、有較高的政治知識、以及傾向支持執政黨的民眾，他們對於民

主政治在台灣的滿意度評價也相對較高（陳陸輝  2003；蔡佳泓、黃冠達  2004；

鐘敏玲、蔡奇霖  2005；王靖興、孫天龍  2005）。由於對民主政治表現評價較

高的因素，皆與民眾對執政者的表現評價有關，所以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於民主

政治滿意度的感受和民眾對現任者的施政表現之間難脫關聯，因此這部份的評價

也可說是比較傾向於特殊性支持的層面。 

然而，與廣泛性支持的相關研究上，最重要的當屬與民主價值有關的研究。

國內有關民主價值的實證研究首以胡佛等人（1978）提出權力的五個價值面向（平

等、參政、個人自由、社會自由、制衡）作為實證研究的開端。徐火炎（1992）

則在探討民主轉型初期，政黨重組的變化中指出，選民民主價值取向的轉變是誘

發政黨重組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民眾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因而轉變了民眾對

於政黨偏好的支持傾向，從而改變了選民的投票行為。此處民主價值所依循的界

定，即指涉民主社會中應具有的自由權、多元觀以及制衡感，他進一步發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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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與教育程度的因素是在解嚴前後，對於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都一直具有顯著

作用的因素，男性、高教育程度以及非國民黨籍民眾，具有較為強烈的民主價值

取向。盛治仁（2003）整理過去相關的民主價值以及政治信任感的問題，意圖釐

清政黨輪替前後民眾在回答問題時，是對真正抽象的、概念層次的民主價值有反

應，或者只是單純的對於政黨好惡的情緒反應而已，其研究發現，受訪者相關政

治態度的前後變化，某種程度上反應的是黨派立場而非完全中立的價值。作者排

除了是問卷設計效度不佳的問題，並從資料顯示，民眾在民主價值上的回答，可

能並非全是理論上的民主態度，相當程度僅反映出當時的政治現況與受訪者本身

的黨派立場，因此，他以為我們必須重新檢視民主理論在實證研究上的運用，尤

其是針對民主價值以及政治信任感的態度。 

除了民主價值，張佑宗與鄭嘉君（2005）則嘗試從民主品質的角度出發，試

圖藉由民主政府治理之下，民眾對政府、機構等的感受來評估台灣未來民主的可

能走向，他們建立民主價值、民主品質以及政治信任的指標，除了對上述指標的

人口特徵加以描述外，還進一步提出以「民主欲求度」、「民主適合度」為對象的

模型，作為解釋台灣未來民主發展的思考之一。此外，游清鑫、蕭怡靖（2005）

則另外從「世代」的觀點來看待政治變遷，比較「民主世代」與「威權世代」對

於三項主要政治分歧（政黨認同、統獨立場、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跨年度趨

勢，以及兩個世代對於「民主滿意度」與「民主信念支持」的差異，研究結果顯

示，三個主要的政治分歧隨著世代交替將逐漸趨於平緩，而由於「民主世代」對

於民主信念支持的程度顯然較「威權世代」堅固，將會有助於台灣未來民主鞏固

的發展。這些研究同樣都是運用調查資料，間接地以民眾在「支持」態度上的分

歧，加以分析民主未來的發展方向。 

此外，在廣泛性支持與民主鞏固的相關研究上，張佑宗（1999）對民主鞏固

的研究，分別從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的差異，即微觀（micro）與巨視（macro）

的觀點，以及從分析面向（dimension of analysis）的差異，即需求面（demand side）

與供給面（supply side）所帶動總體政治變遷的效果，提出四類民主鞏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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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其中，他以政治文化途徑作為解釋台灣民主鞏固的理論模式，他認為社會

大眾的民主意識是促成民主鞏固的內在動力，並且以「民主正當性」的概念來衡

量台灣民眾在民主意識的程度。他把「民主正當性」區分為「本質性的民主正當

性」與「工具性的民主正當性」，前者即在探詢民眾對於民主與威權體制的信念，

後者則是測量民眾對於政府的功效意識3。「本質性的民主正當性」與年齡、教育

程度以及民眾對總體經濟狀況的評價有關聯性，而「工具性的民主正當性」則普

遍偏低，此外，這兩個概念間呈現「有較高的工具性民主正當性者，也有較高的

本質性民主正當性」（張佑宗  1999, 72）的關係。他進一步檢驗影響兩個民主正

當性的社會人口因素，發現台灣在本質性的民主正當性上，與西方國家的憲政主

義思潮傳統略有不同，台灣主要是奠基於「民進黨認同者」對於民主改革的期望，

從而反映到本質性的民主正當性上（張佑宗  1999, 161）。 

Chu, Diamond and Shin(2001)，將台灣與韓國和其他南歐國家相比，在「相

較於威權體制，民主體制是不是最好的政府體制」的態度上，認為民主體制是比

較好的政府制度，兩國都只有略高於 50%的比例，明顯低於許多南歐國家，他們

認為要達到民主鞏固的階段，至少要有 70%以上的民眾認為民主是最好的制度，

而至多不能超過 15%的民眾認為威權也是可選擇的選項，這個社會才能聲稱已進

入民主鞏固的階段。如果從對民主政治的滿意度來看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的支持情

況，台灣民眾的滿意度與其他國家相比來的比較高，然而，作者也提及，絕大部

分的民主國家，都是對民主政治的滿意度要低於對「民主是最好的政府體制」的

信念，台灣正好呈現相反的趨勢；不過，台灣民眾對於典則機構的信心，由最低

的國會（42%）到最高的軍隊（53%），差異不大且趨勢平均，不似韓國差距較

大。上述這些指標說明臺韓兩國在邁向民主鞏固的進程上各有其特殊性，但也顯

示了，民眾對民主支持有穩定的信念、具有一定程度的民主滿意度、具有對政治

機構的整體信心，這些因素對民主鞏固而言具有正面的助益。此外，兩國民眾對

                                                 
3工具性民主正當性由下列三個題目的同意程度組成，分別是：「像我這樣的人根本不可能影響政

府決策」、「政府官員根本不在乎像我這樣人的看法」、「候選人口口聲聲為民服務，其實都是為自

己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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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主支持的部份，同樣都不受到其對經濟表現評價因素的影響，這也說明了民

主支持應有獨立於對社會現狀評價之外的「廣泛性支持」意涵。 

Shin and Chu(2003)在另一篇比較臺韓兩國民主品質的文章中提到，民主國

家並不能只有選舉式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如何從形式上邁向自由主義

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更是新興民主國家應面對的課題，因此，他們在

自由主義式民主的基礎上，試圖比較台灣與南韓兩個自由民主國家政府的表現，

及兩國在邁向自由民主國家當中對於建立完整功能性政府的進展各是如何。首先

是政體的民主表現品質（quality of a regime’s democratic performance）的問題，

可以用大眾對民主實行的滿意度與對「民主是最好的政府體制」之態度來分類；

其次是從選舉式民主的角度來看民主政體的表現，由於台灣與韓國皆有總統選

舉，所以可以用總統選舉時，落選者的支持群眾與當選者的支持群眾，對於此次

選舉公平性以及對選舉結果滿意度的感受來比較；最後，則是以自由主義式民主

的觀點進行分析，作者認為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國家應具備五個條件，除了政治自

由與公民平等的指標可作為判斷民主品質的標準外，還需檢證領導人對大眾負責

任的情形、國家的法治狀況，以及政治領袖和政府公職對大眾回應性的表現，因

而可以在各方面比較臺韓兩國的差異。然而，在新興民主國家中，因為民眾對於

民主的滿意度評價，其實與民眾對執政黨的好惡，有相當強的關聯性，所以在三

個指標中，雖然在概念上屬不同層級，但實際上卻可能測量的是相似的概念。 

Chang, Chu and Huang(2006)則運用針對東亞民主價值的調查來比較東亞各

國的差異。首先從民眾對民主支持的方面來看，他們針對民主支持提出五個面

向：在「民主欲求度」、「民主需要度」方面，台灣民眾的態度雖然不低（72％與

59％），但仍遠低於其他東亞國家（香港、南韓、日本、泰國、菲律賓、與蒙古）；

而在「民主功效性」上，雖然各國的表現都低於前兩項，但正足以反應東亞民眾

將民主視為理想上可欲的，而非將之視為實然面上必要的政治制度；至於「將民

主政府體制視為最優先」的表現，與「民主相較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兩項上，

東亞國家普遍低落，不僅落後於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甚至和拉丁美洲國家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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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相異無幾；而五項測量的綜合指標上，七國中平均分數最高為泰國，最低為

台灣；五項測量皆為最高分時的比例最高的國家為日本，但也僅有 18％的民眾

在五個測量項目上都持最高的評價，足見東亞國家對於民主的支持仍有進步的空

間。在另外一方面，民眾對於「去威權化」的態度可以視為對民主信念的反面思

考，因此，作者也針對民眾對「去威權化」的態度建立四個面向，從「強人領導」、

「軍隊統治」、「一黨獨大」、「專業官僚統治」四個面向看來，台灣民眾與東亞各

國相較之下，對於「威權時代」較不戀棧。綜合正反面民主支持的態度，作者們

進一步建立對民主態度的指標，結果發現東亞七國裡，除日本、南韓以外，東亞

的新興民主政體還需要時間建立更穩固的民主信念，而台灣民眾則呈現「民主支

持有待加強，對威權遺緒未多眷戀」的態度，在邁向民主鞏固上還需要許多的努

力。 

透過上述的文獻討論，我們發現，影響民主制度在一個社會的存續，無論是

「民主價值」、「民主支持」或是「民主正當性」的概念，都直指廣泛性支持的價

值內涵。而影響民主政府治理運作順暢與否的內在因素，則是大眾對於政府表現

的評價，這部份包括了對現任者的好惡、對於典則機構的信心、甚至擴及對典則

制度的滿意度感受。因此，無論我們是希望進一步深化台灣的民主發展，或是開

始覺得台灣的民主政治運作似乎有後退的跡象，試圖理解台灣民眾心中對於「支

持民主的信念有多強」這個想法，成為我們分析的重要起點，藉由釐清台灣民眾

政治支持與民主的概念，我們得以對未來台灣的民主發展有不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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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章節安排，除第一章為緒論部份外，再分為四個章節，共五章。第

二章將就理論架構進行討論，從民主化與政治支持的關係出發，討論政治支持如

何運用在民眾民主信念的態度研究上，學界有許多相關領域的研究與政治民主化

有密切的關係，例如民眾在人口組成的差異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民主的態度，不同

的性別、年齡、省籍，或是教育程度與職業上的差別，都有可能影響民眾對於民

主的態度；另外，造成台灣社會分歧的基準點，諸如對經濟狀況的評價，族群、

統獨、藍綠意識型態與後物質主義態度等的社會分歧，以及人際互信與媒體傳播

效果等社會資本的差異，也會造成民眾對民主看法的不同，由於本研究以民眾對

政治支持的看法為出發點，因此如何釐清台灣民眾對政治支持的看法並將之與民

主化進行聯結，則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是以第二章主要在討論本研究的研究設

計，並介紹分析架構、資料性質與變數的測量方式，以建立起本研究之基礎。 

第三章則先進行政治支持的實證資料分析，由於政治支持在理論意涵上可區

分為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因此如何透過經驗資料來獲得證實，則為本研究

的第一要務。針對調查資料的結果，本研究運用因素分析的方式試圖將台灣民眾

對於政治支持的看法區辨為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兩個不同的支持屬性；而爲

了理解兩種支持屬性對台灣民眾的差別，因此本研究從政治社會學上不同的理論

面向著手，討論台灣民眾在對經濟狀況評估，族群、統獨、藍綠意識型態與後物

質主義態度等主要社會分歧，人際互信與媒體傳播效果等社會資本的面向上，對

於兩種支持屬性上的差異，藉以說明政治支持不僅在理論上可區分為兩個不同的

屬性，同時對於台灣民眾而言，亦可由實證資料獲得證實。 

政治支持除了兩個屬性的差異以外，政治支持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要如何評

估，則是本研究的下一個努力方向。為了進一步討論這個主題，本研究將兩種政

治支持屬性組合為四個支持類型，這四個支持類型可以用來分析民主社會中大眾

對共同體、典則與執政當局的支持態度，從而理解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社會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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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因此，本研究第四章便是針對兩種政治支持屬性所組成的支持類型進行分

析，兩種支持屬性可以區分為四個支持類型，四個類型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主要

取決於支持屬性的分別，因此我們可以將之區分為「穩定型」、「支持型」、「順從

型」與「疏離型」四類。 

在第四章中，首先探討四個類型與主要的社會人口特徵之間的關聯性，透過

關聯性分析，將使我們得到對於四個支持類型的初步認識，更能釐清台灣民眾與

四個支持類型之間的關係。另外，從理論上而言，對政權的支持與否與大眾對政

權的疏離感是一體兩面的，因此，本研究有必要將支持類型與台灣民眾對政權的

政治疏離感進行討論，因此再進一步加入政治疏離感的因素投入模型分析，討論

各社會人口特徵與政治疏離感對四個支持類型的影響大小，讓我們更加瞭解這四

個類型所具有的特色。 

最後，第五章則為本研究之結論，將就政治支持的分析做總體性的回顧與討

論，除了整理台灣民眾對於政治支持的態度，以及四個政治支持的分類特色以

外，另外本研究也對於政治支持概念與民主化研究的關係，以及這個概念對於台

灣民主發展的影響，提出一些觀點進行討論。最後。則是指出本研究限制之處與

後繼之研究足以突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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