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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架構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理論架構 

壹、 民主理論與政治支持 

現今台灣民主化的主要課題，並不在於去除威權體制及其餘緒（legacies），

或是建立新的民主政體，而在於如何使民主的發展能更順利的運行，換言之，有

關民主鞏固層面的思考與落實，就成了當務之急。學界有關民主鞏固的討論相當

豐碩，本研究試圖從政治支持的角度切入，分析台灣民眾在政治支持上的態度，

並希望進一步討論台灣民主鞏固的未來可能的發展與變化。 

Linz 與 Stepan 針對「民主轉型的完成」提出見解，他們認為需要：（一）政

治程序產生的民選政府已獲得足夠的同意；（二）政府因自由與普遍的選舉而獲

得權力；（三）政府事實上有權威制訂政策；（四）新民主政體的行政、立法與司

法權力依法不需與其他團體分享(Linz and Stepan 1996b, 3)。這個看法，實際上就

是對民主鞏固的意涵做了最初步、最小限度的條件規範，也就是從權力獲取以及

權威施行的角度來界定民主政治的運作條件。 

但 Sorensen 則認為民主鞏固的最後一個階段是民主制度與習慣均已根深蒂

固於政治文化的過程。不僅是政治領袖，還有廣大多數的政治行為者與人民，均

將民主政治的實行視為常態(Sorensen 1993, 46)。這層意義除了著重在避免新興民

主國家在民主化路途上可能會遇到的挑戰之外，例如威權或是共產極權力量的逆

襲，更重要的意義則是強調民主鞏固的內化力量，唯有建立對民主政治的共識信

念，民主體制的運作方可長可久。 

Schedler 在探討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化歷程與民主鞏固的意義時，就曾提出

威權政體、選舉式的民主、自由式的民主與先進的民主四種層次的分類方式，而

民主鞏固所追求乃是達成「先進民主」的積極目標，並且要防止國家倒退或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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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威權政體」的消極目標。他並表示五種民主鞏固的概念為：（一）防止民主

崩潰；（二）防止民主腐蝕；（三）完成民主；（四）深化民主；（五）組織民主。

而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意指民主政治的品質如何從「選舉式的民主」

與「自由式的民主」提昇到「先進的民主」之水準(Schedler 1998)。然而，即便

Schedler 從積極與消極兩個方向討論民主鞏固，其最終所指向民主鞏固的，還是

在於深化過程當中大眾與菁英對待民主的觀點與態度，如果能夠順利建立起對制

度的信心、對政治菁英的信任，以及對於民主政府作為統治權力更替的唯一手

段，那麼民主所遭遇到的威脅才會逐漸減小。 

 

那麼要如何將上述的概念具體化測量出來呢？Gunther, Diamandouros and 

Puhle(1995)便從政權轉移、經濟表現以及社會團體的活動等幾個面向，提出檢測

南歐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鞏固的指標，並和拉丁美洲、東歐、東亞等新興民主國家

進行比較。然而，O'Donnell(1996a)卻認為若以上述指標評斷，拉丁美洲有許多

國家歷經和平的政權轉移，國內沒有反體系的政黨，但同時又處在高度通貨膨脹

的經濟壓力下，受否意味著拉丁美洲更符合上述條件，民主鞏固應該更加順利？

然而正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因此 O'Donnell 質疑這些標準很難一體適用，強調各

國地域性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與非正式規範，對於民主鞏固可能造成不

等的影響。這也同時突顯了民主鞏固在測量上所遇到的難題。 

因此，這使我們回到了 Linz 與 Stepan 對民主鞏固所提出的概念架構(Linz and 

Stepan 1996a, 1996b)。他們認為基本上一個鞏固的民主政治，至少必須「僅有一

套公開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own）的政治狀態。而且，在行為上，一個

民主政體沒有明顯的民族、社會、經濟、政治與制度性的行為者，試圖用相當資

源去顛覆政府，或是創設非民主的政體來達成特定目標。而在態度上，一個民主

政體中大多數民意，即使因主要經濟問題而對執政者產生強烈不滿時，也能抱持

一種「民主規則與制度是解決公眾問題最適當之手段」的信念。最後，在憲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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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方與民間各種勢力，皆習慣於用符合民主的法律制度與程序來解決衝突，當

三個條件都符合時，我們才能說這個民主政體達到鞏固的狀態。 

透過對民主鞏固文獻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影響鞏固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大眾

對於民主信念的支持，是否能持續進而深化，將會關係到民主鞏固的過程與結果

(Linz and Stepan l996a, Diamond 1999)。然而，過去對於民主鞏固的測量由於範圍

廣泛，面向分歧，雖然多數研究都指向將「民主視為最好的政府體制」的信念作

為衡量對民主支持的最適指標(Chu, Diamond and Shin 2001, Shin and Chu 

2003)，不過同時也對現任者評價、對民主政治滿意度評價都進行了分析，而且

各別對於民主鞏固都有影響，以致於難窺全貌。 

鑑於此，我們需要一套針對民眾對民主態度的分析概念。由於民眾對民主的

信念是決定民主存續的重要關鍵，那麼，尤其在新興民主國家中，當民眾面對民

主所帶來的政治變化後，有沒有足夠的容量同時也接受民主所帶來的痛苦？這包

括國家經濟表現的衰退，包括對政治領袖的不滿，甚至我們在許多拉丁美洲國家

會見到的軍事政權復辟等等，凡此，可能是民主的危機，但只要有對於民主發展

的足夠支持，未嘗不是轉機。所以要理解民眾對民主政治的態度，我們可以從民

眾對於民主支持以及對於政府支持的角度來分析，當民眾在主觀上能夠區分兩者

的分別，那麼在面對政治環境的惡劣表現以及面對民主體系的價值挑戰時，他們

也就能做出明智的抉擇；相對的，當民眾對於政府表現的不滿已經蔓延到對於民

主體制、民主價值的理想時，民主的崩解也就不足為奇。 

因此，本研究擬從「政治支持」的觀點出發，針對民眾對於政治對象的支持

態度進行分析，理論上來看，民眾對於支持對象上態度的差異，將可使我們理解

民主概念在大眾心目中的圖像。如前一章所述，西方政治學者對於「支持」的研

究，無論是從理論上的鋪陳(Easton 1975, 1979)，或是在經驗研究上的努力(Norris 

1999b, Dalton 2006)等等，皆提供我們一個對於民主發展上不同的思考途徑。更

確切一點的表示，由於政治支持具有「廣泛性支持」以及「特殊性支持」的兩種

性質，因此運用在民主發展的相關研究上，「廣泛性支持」就表示民眾對於民主



 32

體制（Democracy）以及民主價值的支持成份；而「特殊性支持」則投射在民眾

對於執政政府、政府體制以及對政治環境的評價上，兩種支持對於任何一個政治

體系的存續而言都不可或缺，即便在民主政體底下，也並不是只要民眾具有廣泛

性支持就可以維持政體穩定，同樣也需要大眾對政府的信任，才能使廣泛性支持

得以發揮「緩衝」的功能。但是，當一個社會若有太多的人是既不具有對權威當

局的特殊性支持，又對民主體制的正當性感到懷疑，那麼這個社會要維持穩定的

民主運作，就顯得相當吃力。所以，從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的角度出發，我

們可以將台灣民眾區分為四個不同的類型，如表 2-1： 

 

 

表 2-1 分別將民眾的政治支持區分為四個不同的類型。理論上而言，對於民

主發展最具有正面幫助的類型應該是 Hh 型，即政治支持的層面普遍較高，對於

現行體制的反動較不劇烈；相對的，四個類型中對於民主發展有最大危機的是

Ll 型民眾，因為無論是對現行的執政政府、運作機制，或是對於抽象的民主價

值、民主信念，他們都持有較低的評價，所以對於民主的發展是最不具信心的一

群人；至於 Hl 型與 Lh 型兩類民眾則是介於上述兩者之間，其中，由於 Hl 型民

眾對於廣泛性支持有較高的支持態度，因此雖然他們對於權威當局或典則機構的

表現不甚滿意，他們對於民主的支持理論上應該會較 Lh 型的民眾穩定。本研究

希望藉由兩種不同屬性的支持概念所建立的新分類，我們可以重新檢視台灣民眾

在民主態度上的情況，並且提供另一個觀察台灣民眾的面向。 

這個思考將使我們回到 Almond 與 Verba(1989)對於公民文化的看法，他們將

公民文化依照認知取向、情感取向與評價取向的方向，針對不同的政治對象進行

表 2-1：政治支持的類型  

 特殊性支持高（h） 特殊性支持低（l） 

廣泛性支持高（H） （Hh 型）高—高 （Hl 型）高—低 

廣泛性支持低（L） （Lh 型）低—高 （Ll 型）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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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從而將政治文化區分為村民型、臣屬型與參與型，為政治文化的分析提供

了具體的概念，此外，政治文化並非單獨出現，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應該是互相

呼應的，參與型的政治文化所對應的就是民主的政治結構。由於本研究針對政治

支持的分析乃是從支持的兩種屬性為出發點，若從公民文化的觀點來看，即是探

討參與型公民文化下，大眾對政治結構的態度，因此，本研究試圖藉公民文化的

分析概念，針對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進行分類，以進一步探討不同類型政治支持

的民眾，在民主社會下的行為表現。在概念化上，就是希望能同時考慮廣泛性支

持與特殊性支持的地位，釐清不同支持類型的台灣民眾具有什麼人口特徵的差

異，或是會出現什麼值得觀察的行為。 

另外，針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台灣民主基金會的研究報告（2005）中則

是提出另一個分類的觀點，他們以為，一國的民主運作與民主產出兩者息息相

關，同時民主運作又會受到民眾的民主價值影響，因此，若以這三者為主軸建立

民主指標，將提供我們一個評估民主的新方向，而上述三個指標依其平均分數的

高低，每個指標可區分正、負，因此共可分為八個類型，從民主深化至民主倒退，

可將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加以類型化。 

然而上述的分類方式其本質上仍是承襲自政治文化與民主政治發展的脈絡

而來。但是如果我們從「支持」的觀點來看待民主發展的問題，民眾的民主信念

（廣泛性支持）與民眾對權威當局的評價（特殊性支持），這兩者間的一致性程

度對於民主發展也可視為另一個重要的指標。一方面由於民眾對民主運作、民主

產出以及民主價值的感受比較難以從民主理論的連結上著手，再方面以政治支持

的觀點來看，由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所組成的支持類型，也能有效的判別台

灣民眾對於「民主」與「民主政府」的態度，因此提供另一個對於民主及民主治

理的思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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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治支持的測量與分析 

除了對政治支持做類型學上的討論以外，本研究首先要處理的是台灣民眾在

廣泛性與特殊性支持上的組成要素，以及兩者間有沒有區別的問題。由於政治支

持包含的範圍相當的廣泛，因此本研究從文獻資料中，蒐集部份相關內容，建構

「政治支持」的操作性意涵，並以實證資料作為本研究對政治支持的分析基礎。

在政治支持的構成要素中，承前一章對於政治支持的討論，本研究主要將之區分

為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上，前者主要指涉對於共同體、典則價值的態度，後

者則指向對於典則表現、典則機構以及權威當局的滿意度評價(Norris 1999b, 

Dalton 2004)。 

首先針對廣泛性支持的測量部份，雖然在相關文獻當中，廣泛性支持在理論

上即包含了對於政治共同體的情感成份，然而，台灣過去對於共同體認同的研究

相當稀少，除了因為在經驗調查測量上的困難之外，台灣特殊的歷史因素，使得

共同體認同與國家認同也不容易為大眾區分，這也是筆者在進行資料分析時所遭

遇的困難，因此，此處所指的「廣泛性支持」，主要集中在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

價值態度，包括對民主典則價值的評價以及對民眾民主價值的衡量上。在分析變

數的操作化部份，則是以民眾對民主適合台灣與否的態度作為民眾對民主典則價

值評價的依據，而以多個指標結合整理為民眾的民主價值程度，至於具體的操作

化方式，則詳述於本章第三節。 

針對廣泛性支持的測量卻排除了對「政治共同體」的部份，僅探討民眾對民

主價值與民主典則的看法，主要因為對政治共同體的情感測量，在操作化上較為

不易準確捉摸到其意涵，另一方面則是學界較常使用的問題「你對你的國家感到

有多光榮？」(Dalton 2004)，囿於筆者資料收集的限制，並沒有出現在預定使用

的調查研究中有關，然而，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正因台灣民眾對於台灣與中國的

國家認同問題，往往和民眾對台灣本身的認同與情感難以劃分，勉強以相似的問

題權代廣泛性支持，反可能因此而失真，另外，本研究意欲從民主鞏固的出發點



 35

來看政治支持的態度，上述限制反而使本研究將廣泛性支持鎖定在測量民眾對民

主體制的信念以及民主價值的面向上，勢將更能貼近民主鞏固理論中，有關「大

眾民主信念的養成有助於民主滋養」的討論，而從貼合民主政府的角度來看待廣

泛性支持。 

其次，就特殊性支持的測量部份，則以體系成員對於「典則價值」、「典則機

構」以及「權威當局」之評價作為特殊性支持的評價標的。首先在典則價值的部

份，由於本研究之焦點著重在台灣民主化之後的政治發展，因此亦將典則價值的

內涵設定在民主化政體之運作對台灣民眾所發生的影響。換言之，「典則價值」

之測量在於瞭解台灣民眾對民主運作的評價，以及對民主政府運行民主制度後的

感受。 

特殊性的第二部份指涉的內容是對「典則機構」的支持，在這部份的測量，

主要是試圖瞭解台灣民眾對政府體制內機構的表現，這些機構能不能帶給體系成

員穩定信任的感受，對於民主體系的存續與否有重要的影響。而支撐體系的典則

機構，以當今民主國家的角度觀之，主要著重在行政、立法、司法體系的運作是

否正常化，是否能獲得體系成員的信任，使政治爭議能透過典則機構獲得制度管

道的抒發並尋求解決之道；除了對制度機構的信任程度外，體系成員對於制度機

構成員的信任程度，也往往會影響到體系成員對機構本身的感受，例如承辦業務

的公務人員公正與否，或是政治競爭場域的主要行動者（政黨）的表現，對體系

成員而言，也是決定其對典則機構看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本研究中針對「典

則機構」的測量，主要便著重在對中央政府、國會、法院、政黨與公務人員，請

民眾同時評價重要的制度機構，以及其中的主要行動者。 

特殊性支持的最後一個層次，則是指涉體系成員對「權威當局」的看法。

Dalton(1999)在這個層次主要以對政治人物混合的情感為主要評價的內容，包括

對特定政治人物的感受、政黨認同等等。不過，一方面由於台灣的政治人物長期

以來不同陣營政治屬性的立場太過鮮明，針對政治人物的評價無可避免陷入二分

法，反而難以凸顯民眾對於民主政府的整體支持與否，另一方面，由於 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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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度在中央政府層級出現政黨輪替的現象，本研究希望瞭解在台灣完成政黨

輪替後，民眾對於新政府表現的評價，會不會影響到他們對民主政府的支持，這

才有助於我們從民主政府之表現的角度來理解體系成員對權威當局的感受，因此

本研究便以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作為對特殊性支持中「權威當局」的評價感受。 

 

在分別定義兩種支持屬性的測量與意涵後，進一步要分辨的是，特殊性支持

與廣泛性支持在哪些層面上具有差別呢？本研究接下來即針對兩種支持屬性進

行分析。本研究主要將焦點集中影響台灣發展的重要議題上，同時參考

Dalton(2004)對西方國家政治支持與政治發展的分析模式，分別就（1）經濟表現、

（2）社會分歧與（3）社會資本等三個主題，比較兩種屬性政治支持的差異。首

先，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表現，往往會使民眾感受直接深刻。以政治支持而言，民

眾對經濟表現的評估即是對於政府表現最直接的回應。經濟表現理論除了展現在

總體層面外（例如總體的經濟成長率表現），個體層次的回應對於政治支持的影

響更為有力。Listhaug(1995)針對北歐國家的政治信任感進行分析，他認為若民

眾對經濟表現持負面評價時，政治信任感會較低，若具有較正面的經濟表現評

價，信任感會比較高，其研究結果也發現不同國家在個體層面的經濟表現評價

上，的確與信任感有關聯性。而 Dalton(2004)也依循這個分析模式，將個體層面

的經濟表現評價納入分析架構中，以政治支持的角度來看，經濟表現評價比較屬

於對「特殊性支持」的評價，並從主觀（對政府過去經濟的表現）與客觀（民眾

的收入）兩方面著手，前者是民眾情感上的感受，更貼近特殊性支持的層面，而

後者則試圖理解收入差距造成的經濟不平等，會不會影響著民眾對政治支持的態

度。雖然他的跨國研究中發現主觀的評價與政治支持（尤其是特殊性支持）較有

關聯性，但是其分析模式著實值得參考，因此我們認為主觀上對經濟表現評價樂

觀者，以及客觀上實質收入較豐厚者的特殊性支持會比較高。 

另外與特殊性支持可能有關聯的是政治上意識型態的差距，這是因為民眾對

政策偏好和政府實際施政的結果，往往會有落差，因此民眾在意識型態的差距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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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對其政治支持產生影響。Dalton(2004, 66)研究的對象為西方主要工業國

家，因此他以左派右派的意識型態作為衡量標準之一，並假設意識型態較兩極的

民眾比較容易表現出對較低層次的政治支持。實證上雖然會因為跨國研究下，各

國執政黨的屬性不同的影響（例如有的國家屬於中間性的政黨，有的則是左翼或

右翼政黨），而使意識型態與權威當局、典則機構之間的關聯性不夠明顯，但是

其共通性則是較為兩極的民眾對於共同體的態度都是相當薄弱的，這相當於從反

面提出解釋，並說明了共同體支持在政治文化上的特殊性。 

而在台灣，由於左派右派的意識型態分野很難釐清，但是在政治上卻呈現藍

綠對決的氣勢，因此，本研究以為民眾在政治上傾向泛藍或泛綠的態度，與政治

支持之間具有一定程度的關聯性，由於中央的執政政府為民進黨，所以傾向泛綠

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態度會比泛藍民眾的態度正面，因此本研究便以藍綠傾向

取代重要的意識型態分歧。 

 

其他主要的社會分歧還有統獨立場與中國人、台灣人認同的族群意識等。盛

杏湲、陳義彥（2003）分析台灣主要的社會分歧與政黨競爭的動態過程，分別以

改革╱安定議題、獨立╱統一議題、社會福利議題、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等四個

主要的議題，檢驗台灣政黨對於社會分歧的感受度，他們認為，省籍差異在統獨

立場上，以及在面對改革與安定的立場都有所不同，因此仍是目前社會主要的分

歧所在，而民眾的民主價值觀則具有重要的影響力。因此，筆者認為統獨立場與

族群意識，一方面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可以作為我們判斷政治支持是否有差異的

標準之一，另一方面，這兩個議題都是屬於心理上的認同因素，較不易變動，因

此與心理層面的廣泛性支持有較明顯的關聯性。 

除了前述幾類的社會分歧之外，價值變遷則被學者視為是另一種新的政治分

歧。Inglehart(1990)認為大眾已經從過去重視物質生活的價值觀，逐步演進到重

視諸如環保等等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m）。而且由於政府疲於應

付大眾對後物質主義的要求，因此後物質主義者便透過不同的政治途徑或政黨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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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民主政府，他們經常會對當代的代議式民主提出批評，同時似乎也與代議民

主下的政黨體系相互對立，由於後物質主義的蔓延，Dalton(2000)發現後物質主

義者對政府機構的信心較低，尤其對表現在權威或是秩序的機構上，像是軍隊或

警察，這說明了隨著價值型態的轉變，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看法也隨之轉變，不

見得會持續的對權威當局投以支持，可能會隨著新的價值態度，而對既有體系提

出要求，繼而批判。鑑於台灣現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相關研究的論述，本

研究也將試圖探討台灣民眾在後物質主義上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係。 

 

此外，由於政治支持的衰減可能和社會上普遍蔓延的疏離感有相當的的關

係。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理論則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地理上或政治上

的動員都越加不易，一方面使過去賦有維繫個人和社會團體之間紐帶功能的機制

消失，另一方面，連帶也使民眾政治參與，學習民主運作規則的管道頓時減少許

多，因而造成政治參與、人際互信以及政治信任的下降，對民主帶來負面的影響

(Putnam 2000)。社會資本理論提供一個觀察人際互動與民主發展的思考方向，

Putnam(1993)透過對義大利的研究發現在相同的制度結構下，保有公民參與傳統

的社區會比沒有公民參與的社區有更完善的制度表現。他認為是因為水平式的

（即擁有相同地位與資源的人們的互動）遠較垂直式的（即透過階層式的社會關

係將地位較低的人們聯結在一起的方式）對於建立成功的制度表現起著更大的作

用。這個觀點與 Tocqueville(1960)有著截然不同的看法，他認為垂直式的層級組

織像是教會，對於穩定社會價值有重要的作用，但 Putnam(1993)認為水平式的聯

結透過螺旋上升的方式將可以得到更多的信任。 

無論是哪個觀點，其實都在強調人際互信的建立將可以滋養民主規則的運

作，以及對政治信任的發展有積極正面的幫助(Dalton 2004, 70)。由於隨著時代

進步，社會資本的衰減，對失去參與民主運作規則場域的體系成員來說，可能因

此而造成他們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下降，進而影響到政治支持的層面，連帶的

使他們對於體系不信任，不認為民主價值與民主規則有多重要，而對廣泛性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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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沒有信心；此外，社會資本的衰減，也可能影響到民眾特殊性層面支持的表現，

由於對人際互信基礎的日益薄弱，疏離感因而增強，他們對權威當局的政治表現

顯得不聞不問，體系要獲取成員的特殊性支持變得困難重重。因此，本研究亦將

民眾間相互信賴與互助的情形納入分析，以了解社會資本因素如何影響民眾的政

治支持。 

此外，社會資本的成形，與民眾對傳播媒體的接觸，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尤其隨著電視媒體的發展，透過即時性的新聞報導以及長期反覆的播送，民眾對

於政治情勢的瞭解往往受限於電視媒體的資訊來源，換句話說，民眾接受電視媒

體傳播訊息的次數與時間長短，都有可能加強他們的信念，也可能影響他們對政

治的信任。由於一般來說電視媒體大多將報導的焦點集中在醜聞或是八卦消息

上，再加上政論節目的風行，這些討論或多或少都會影響閱聽人對於新聞訊息的

判斷，從而對政治支持產生影響。 

由於電視媒體依循市場競爭的生存模式，促使電視媒體對於對醜聞與八卦報

導的日益增加，因而使大眾對政治事務的瞭解愈趨於表面化，兼且國會議員將這

些事件加以渲染作為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一方面擴大事件的政治效果，但另一

方面同時也促成部份民眾對政治的消極，進而遁入犬儒主義（cynicism），這些

都會使媒體更傾向報導衝突、錯誤以及社會上不尋常的事件，卻忽略了政治活動

中正面積極的部份，造成民眾政治支持的下降(Dalton 2004, 72)。 

不過，媒體作為公共服務的一環，他們扮演著資訊流通與傳遞的功能，也可

能在民主國家中成為促進民主過程發展的重要力量。隨著媒介的多元化與接觸頻

率的增加，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接受資訊的重要來源，因此使用媒體越頻繁的民

眾，他們的政治興趣、政治知識或許都會隨之提高，進而影響著對於民主政體的

支持情形。前述看似矛盾的兩個看法，反映出媒體效果在研究上的兩難，媒體對

大眾轉變政治態度的功能上，可能是起因，也可能是結果。但不可諱言的，媒體

發展對於民眾的政治認知與態度，起著重要的影響，而令人難以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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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本研究將先透過對政治支持的概念進行測量，把特殊性支持與廣

泛性支持區分開來，並且透過上述的重要分歧與議題，進一步討論台灣民眾在政

治支持上所呈現的情形，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不僅在理論意涵上有所不同，

反應在實證資料上，對台灣民眾而言，這兩個層面的支持態度所代表的內容的確

有其各自的意涵。亦即，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是兩種不一樣的支持屬性。 

透過支持屬性所造成的差異，筆者進一步藉由這個差異來觀察台灣民眾的變

化分佈，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構成了四個不同面向的政治支持類型，經由四個支

持類型則反映了民眾對於民主的態度，不同社會人口特徵的民眾是構成不同支持

類型的結構因素，性別、年齡、教育、職業、省籍、政黨認同，將是決定民眾往

不同類型聚集的重要成因，除此之外，社會上政治疏離感（political alienation）

的效應，則對政治支持有重要的影響，是這四個類型差異的關鍵影響因素。透過

上述的分析過程，我們從政治支持的理論意涵進行區別，並在實證資料中尋求台

灣民眾區分的可能成因，而不同面向的支持類型，代表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看法的

不同樣態，在台灣未來民主政治的發展上，這四個類型民眾的分佈相當程度影響

了未來民主的鞏固進程。自下節起，將就研究設計與測量方式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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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政治支持」作為主要的分析概念，將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面

向，依照 Easton(1979)對「支持」的看法，區分為「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

持」兩種屬性。「特殊性支持」以對於政策輸出或是現任執政者的評價，以及對

於機構信任的評價為主，「廣泛性支持」則泛指情感面的聯結，包含對於政府表

現、政府體制，以及深層民主價值的信念。在分析上，除了兩種支持屬性以外，

同時也將 Easton 所提的三種不同政治對象加以考慮；並且將 Dalton(1999)在表

1-2 裡的兩種支持屬性與三種支持對象加以整合，提供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如下圖

2-1： 

 

 
圖 2-1：政治支持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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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1 所示，我們把政治支持，依照支持的特性，區分為廣泛性的支持以

及特殊性的支持，而從過去的研究以及文獻的討論中發現，支持的屬性與支持的

對象有相當密切的關係(Easton 1975)，所以我們把支持的屬性對應到相互配合的

支持對象上，針對廣泛性支持，主要對應於民眾對「政治共同體」與「典則價值」

的感受；而特殊性支持則是反映民眾對「典則表現」、「典則機構」、「權威當局」

的評價以及信任程度。 

對於可能影響民眾在政治支持上差異的解釋因素，首先是隨著不同的社會人

口背景而有差異，例如民眾在性別、年齡、省籍、教育程度以及政黨偏好上的差

異，有可能會影響民眾對民主體制的認知與支持程度。因為不同年齡層與教育程

度的民眾，對於政治事務的認知會受到時代差異的影響，不同時代的人看法不見

得會相同，支持的對象也有變化，此外，不同世代對於民主的態度不盡相同（游

清鑫、蕭怡靖  2005），所以本研究將以世代的方式加以處理，以呈現跨世代的

差異。政黨偏好對於政治支持的影響，則主要集中在對執政黨的態度上，理論上

而言，政黨認同就是一種對權威當局的情感性的傾向(Dalton 1999, 58)，因此較

偏好執政黨的民眾對於當權者的態度也會比較友善。本研究以為，上述這些社會

人口因素對民眾的政治支持態度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除了上述的影響因素外，本研究首先檢驗民眾在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上，與

重要的社會議題之間有沒有關聯性，以及兩種支持屬性的區別之處。這可以讓我

們更瞭解不同理論面向對於民眾在兩種支持屬性歧異的解釋，而助於我們認清台

灣民眾在政治支持上的圖像。民眾對經濟表現的評價，直接反映出他們對於國家

發展的期望與感受，無論是主觀的經濟評價，或是客觀上的收入程度，都可以用

來衡量民眾對國家政經發展的感受，因此最適合拿來作為衡量特殊性支持的指標

工具之一。另一方面，藍綠政治立場的態度，也可能與民眾對於支持對象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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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係，意識型態上越是傾向泛綠認同的民眾，他們對於執政當局的態度越友

善，特殊性支持的傾向越是明顯。 

此外，由於台灣主要的社會分歧為民眾在統獨立場與族群意識的認同差異

上，筆者以為，由於支持台灣獨立以及台灣人的認同感，不僅與執政當局長期的

政治訴求相符，因此與特殊性支持相互聯結，越具有這方面傾向的民眾，特殊型

支持的表現越高；而且，在理論意涵上，這兩方面的民眾除了具有在地本土的民

族自決成份外，同時也隱含著擺脫中國，獨立發展的政經態度，因此在政治支持

上，也會比較偏向於追求民主價值與民主體制的廣泛性支持高的方向。 

另外，後物質主義的討論，提供我們對政治支持的另類思考。由於後物質主

義者擺脫過去只重視物質生活的態度，因此會比較傾向於價值層面的態度，例如

環保、人權等等，因此本研究以為表現在政治支持上，後物質主義的態度與民主

價值等廣泛性支持有較強烈的關聯性。至於社會資本的理論論述，則是著重在民

主運作的過程中，中介的社會團體扮演著重要的人際互動與民主養成的功能，因

此，筆者以為，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具有信心的民眾，他們對於民主體制

同樣也比較具有正面的態度。最後，與社會資本息息相關的是民眾對於傳播媒體

的接觸頻率對於政治支持所造成的效果，由於媒體傾向報導負面新聞以提昇收視

率，因此接觸媒體頻率越頻繁的民眾，對於政府體制的負面觀感也越強，因此對

屬於權威當局的特殊性支持也會比較低。 

 

另外，與政治支持一體兩面的態度，則是選民的疏離感（political alienation）。

Easton(1975, 455)指出支持的另一種反面態度，就是疏離感。雖然 Finifter(1972, 

189-212)將疏離感區分為無力感（powerless）、失序感（normlessness）、無意義感

（meaninglessness）、孤立感（isolation）。不過， Easton 並不認為民眾具有低度

的廣泛性支持就表示他具有政治疏離感，這是因為上述的每個分類並不能完全代

表廣泛性支持的負面意涵，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為「疏離感應該保留下來作為廣

泛性支持的主要潛在的決定要素」(Easton 1975, 456)。這是因為他認為只要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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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疏離感的某些部份，就表示他同時也有了對政治對象的負面感受，兩者之

間可能有關聯，或相互強化，但兩者間也絕不相同。 

因此，本研究亦將對政治上感受較為疏離厭煩的態度獨立出來，一部份是因

為 Easton(1975)認為疏離感與政治支持（尤其是廣泛性支持），具有一定程度的

關聯性，另外則是由於對政治感到厭煩的態度很可能是穩定的一種態度(Gunther 

2006)，而無論對支持採取的是顯性的行為面觀點，或是隱性的態度面看法，這

群對政治感到厭煩的態度，都有可能對我們測量政治支持上產生某些影響，因此

為了釐清政治支持所代表的意涵，針對這群低度穩定的態度，實有必要將之納入

政治支持的分析當中。 

 

政治支持屬性上的不同，代表著民眾具有不同層次的支持信念，對於民主體

制也會有不同的觀點。因此本研究對於政治支持的操作化分析，就從兩種屬性加

以界定，分別選取四個次指標（典則價值、典則表現、典則機構、權威當局），

每個次指標再以適當的測量工具表示。所以，就政治支持而言，廣泛性支持為民

眾對「典則價值」的態度，即表現在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信念與民主價值的態度。

廣泛性支持可作為我們看待台灣民主鞏固相當重要的一個信念。而特殊性支持則

是民眾對於政府各方面表現（government performance）的評價，包含了「典則表

現」，即對政府總體的表現評價，例如：對民主政治的實行滿意度、對於政治、

經濟表現的感受等，以及對政府的總體評價，這部份可以說是民眾對於過去幾年

來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回顧；而「典則機構」則是民眾對於體制內政府各類機構

的信心評量（例如：法院、國會等），如果民主鞏固的重要條件是無論大眾或菁

英都必須將民主制度視為唯一的遊戲規則，那麼，大眾必須能夠相信遊戲規則是

公平的，對規則有一定的信心，大家才願意服從這套制度規則，民主運作才有其

合理存在的空間。特殊性支持最後一項指標則是大眾對「權威當局」的信心，由

於任何制度都無法避免政治行為者介入的影響，大眾對於體制、機構的信心，有

可能因為對政治行為者的不信任而崩解，但是同樣也有可能因為對政治行動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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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支持與盲從，使民主變成民粹（張佑宗  2000, 167）。因此，對於權威當局

的評價是直接反應在對執政者表現的最佳依據。 

在分析策略上，首先將針對上述指標的測量工具，進行因素分析（explanatory 

factor analysis）萃取出政治支持的兩種屬性。Dalton(2004)運用 World Value Survey

針對七個西方工業化國家所做的政治支持研究，也是採用相同的分析策略，這是

因為，在理論上有不同屬性的政治支持，是否能被體系成員區辨，進而反映在民

意調查上，是政治支持在實證研究上最大的挑戰。由於不同屬性的政治支持其理

論意涵各有差異，體系成員是否能夠區別其差異，因素分析是一個相當好用的統

計分析工具，其結果可使研究者便於解讀實證資料，以發現政治支持的屬性差

異。區辨出不同屬性的政治支持後，再將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與相關的理論途徑

進行進一步的分析，以釐清兩種支持屬性的特徵及其差異。繼而將兩種屬性的政

治支持區分為四個類型，用以討論不同的政治支持類型，各有哪些的人口特徵與

心理態度，以及不同類型與民主發展的關係，最後則是與民主鞏固理論進行對話。 

 

透過上述的討論，筆者假設： 

1.對經濟評價較樂觀的民眾以及政治意識型態傾向泛綠陣營者，其特殊性支

持會越強，但接觸媒體頻率越高者，對於特殊性支持則越弱；而統獨立場上偏向

獨立、族群意識上偏向台灣人認同、後物質主義者，以及人際互信程度較高的民

眾，其廣泛性支持越強。 

2.民眾的政治支持類型，會受其政黨立場、年齡、教育程度與省籍差異以及

政治疏離感的影響。偏向執政黨、年長者、教育程度較低與本省籍民眾，特殊性

支持會比較高；而年輕世代、高教育程度者比較傾向廣泛性支持的類型。 

3.整體而言，政治支持程度的類型中，廣泛性支持成份越高，越有利於民主

鞏固。 

下節，將針對上述理論與假設進行資料來源以及變數建構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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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來源與測量 

在資料的使用與變數操作上面，本研究擬運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EDS 2003」（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03）的面訪資料進行

分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乃國內長期執行的政治性議題面訪調查計

畫，其訪問執行有穩定的品質，而 TEDS 2003 的計畫主題，則鎖定在民主化研

究上，本研究前述的相關概念，在該份問卷上皆有適宜的測量工具，同時調查時

間正屆 2004 年總統選舉前，一方面民眾對民主與政黨的看法可以較不受選舉操

作等短期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民進黨自 2000 年政黨輪替取得政權後，2004

年的選舉亟欲獲取連任，對民眾而言其施政表現與看待民主的關係亦十分值得關

注，因此本研究便以這次調查作為研究分析的資料來源，其問卷內容請見附錄二。 

TEDS 2003 為全國性的政治議題調查，主要由國科會補助的專案研究計畫，

TEDS 2003 在研究主題上即以台灣的民主化發展為主軸，針對民主正當性、民主

價值取向以及民主參與等面向，進行問卷設計與討論。在資料處理上，由於為承

續過去的研究，此次調查除了全台灣民眾的獨立樣本外，同時進行 TEDS 2001

的追蹤樣本訪問（rotating panel study），然而，本研究的研究資料則僅以 2003 年

的獨立樣本為分析對象，一方面由於單一的抽樣架構才適合作為推論的基礎，對

於我們瞭解台灣民眾對民主的看法才能有進一步的認識，另一方面，在 TEDS 

2003 中出現的若干題目，並沒有出現在前幾次問卷中，勉強比較也難於達到研

究目的。而獨立樣本的資料中，總共成功訪問 1164 位民眾，並依性別、年齡、

教育程度、地理區域進行加權，加權後樣本代表性與母體一致，此即為本研究的

研究資料1（朱雲漢等  2004）。本節將分別就本研究中重要分析變數的測量方式

闡述說明之，各分析變數詳細的操作化內容請參見附錄二與附錄三。 

                                                 
1 筆者感謝執行單位台大政治系與中正大學民調中心在資料蒐集上的辛勞，同時感謝 TEDS 規劃

推動委員會與政大選研中心在資料釋出上所提供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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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政治支持的測量問題 

一、廣泛性支持的測量 

在廣泛性的政治支持部份，主要是對典則價值的評價與民主價值的測量，即

測量民眾對於民主是否適合台灣的態度以及重要民主價值的看法，因此擬以： 

F32：如果 1 代表完全不適合，10 代表完全適合，在程度上，分數越小表示

越不適合，分數越大表示越適合。請問您覺得民主對台灣的適合程度是如何？ 

這主要是測量民眾是否把民主制度視為適合台灣的運作體系，一方面台灣是

由威權轉型民主的國家，所以對於民主政府的信念，可理解是否有「威權回潮」

的出現；另一方面，由理論上審視這組題目，則可表現台灣民眾把民主當作最適

合的政府體制的信心，正符合民眾對「民主典則價值」態度的評價。 

 

廣泛性支持的第二部份，則是著重在民主價值方面。國內對於民主價值實證

上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即是依據胡佛（1978）等發展出來一系列對於民主價值

的測量，其研究早期針對大學生開始，逐漸推行適用至一般民眾，因此本研究亦

從此一途徑著手設計民主價值的測量內容，並且從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觀這三

個面向探討台灣民眾的民主價值程度，具體的問題內容與選項分別如下： 

F8f：大家想法若不一致，社會就會混亂。    （想法一致） 

 F8g：一種觀念能否在社會上流傳，應由政府來決定。  （觀念流傳） 

 F8j：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 

  定與和諧。          （團體數目） 

 F8k：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政黨，就會影響政治安定。  （政黨數目） 

 F8m：法官再審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行政機關的意見。 （司法獨立） 

                                                 
2 F3 為 TEDS 2003 的問卷題號，以下各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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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n：政府如果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不可能有大作為了。（議會制衡） 

 （01）非常同意（02）同意（03）不同意（04）非常不同意 

盛治仁曾針對這一系列題目做過比較，他亦援用胡佛等人對自由、多元、制

衡等民主價值的概念，檢測 TEDS2001 的調查資料，他發現其中代表自由權的是

「想法一致」與「觀念流傳」，代表多元權的則是「團體數目」與「政黨數目」，

至於代表制衡權的則為「司法獨立」與「議會制衡」（盛治仁  2003），本研究亦

採用其看法。 

 

二、特殊性支持的測量 

而在特殊性支持的部份，首先是針對「典則表現」的測量方式，本研究以民

眾對民主政治的滿意度（F1）來代表，其題目敘述如下：  

F1：一般來說，您對民主在我國（台：國內）實施的情形滿意還是不滿意？ 

 （01）非常滿意（02）滿意（03）不滿意（04）非常不滿意 

過去十餘年來台灣實行民主政治，民眾對於民主運作的結果，有褒有貶，因

此民眾對於民主運作的滿意程度自可視為其對民主制度運作結果的評價依據，而

且，王靖興、孫天龍（2005）提到，針對民主運作的滿意度評價，實證上往往與

民眾對民選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難以區隔，因此較不適宜作為價值層次的測量題

目，因此，本研究傾向將民眾對「民主運作的滿意度」評價，置於特殊性支持的

層次，也就是在探討民眾對民主化後的政府體制，改以民主的方式來運行國家機

器，經過這幾年的表現，大家心中會對民主政府的表現給予何種評價，亦即符合

特殊性支持中的「典則價值」的概念。 

 

特殊性支持的第二部份，是民眾對「典則機構」的信心部份，主要測量民眾

對於體制內機構表現情況的信心，其問卷與選項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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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下面列出一些機構名稱（法院、中央政府、政黨、立法院、公務人員），

請問您對這些機構信任的程度怎樣？您是非常信任，還算信任，不太信任，還是

非常不信任？ 

 （01）非常信任（02）還算信任（03）不太信任（04）非常不信任 

機構信心的部份，本研究以上述五個機構作為判斷指標，剔除地方政府以及

媒體的機構評價，主要因為本研究希望測量總體層面的信心指標，因此對於地方

層級暫不考慮，此外，民眾對於媒體的信心，與民眾對於政府機關的信心比較基

礎略有不同，所以雖然媒體代表的言論自由程度，可以衡量一國民主發展的狀

況，但本研究以民眾對於政府機關的支持作為特殊性支持的來源之一，因此仍暫

不選用民眾對媒體的信心作為政治支持的判斷指標，換言之，本研究以民眾對於

主要政治機構（法院、中央政府、政黨、立法院、公務人員）的表現評價，作為

機構信心的指標。 

 

特殊性支持最後的部份是針對權威當局的評估，對於執政政府施政表現的評

價面向相當多，主要從政治與經濟兩方面著手，本研究中分別以對經濟的評估

（B2），以及對於政治情形的感受（F4）為主，其問卷內容與選項設計分別如下： 

B2：請問您對台灣目前的經濟狀況滿意還是不滿意？ 

 F4：請問您對陳水扁領導的政府的整體表現滿意還是不滿意？ 

 （01）非常滿意（02）滿意（03）不滿意（04）非常不滿意 

這兩題都是對執政者施政的評價，可以反映出民眾對於執政政府的看法，包

括總體的經濟層面表現，以及對於總統及其團隊的整體評價，這兩個面向的題

目，構成了民眾對於權威當局表現的具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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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社會分歧、價值變遷與社會資本的測量問題 

包括經濟評估、統獨立場、族群意識、後物質主義以及社會資本、媒體效果

這幾個方面是本研究觀察政治支持之屬性差異的重要依據。在經濟評估上，是以

受訪民眾自身對於經濟的感受為主，又可區分為主觀態度與客觀條件兩部份，由

於國家的經濟發展表現屬於執政者的施政績效部份，因此個體層次對經濟表現的

看法，更能凸顯出為政者施政績效帶給民眾的直接感受，以此作為評估標準，將

有助於我們瞭解民眾對施政表現的看法。 

在經濟評估客觀條件的部份將以全家每個月總收入作為衡量標準，由每月

23999 元一直到每月 13 萬元以上。而在主觀態度上則是以民眾對家中的經濟狀

況來表示： 

B4：請問您對您家裏現在的經濟狀況滿意還是不滿意？ 

 （01）非常滿意（02）滿意（03）不滿意（04）非常不滿意 

而其餘的社會分歧還有大眾在意識型態、統獨立場、族群意識、後物質主義

態度以及媒體宣傳效果上的差別，以下分別敘述其測量題目。在政治意識型態上

的測量問題是： 

H4：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泛綠」陣營的，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泛

藍」陣營的。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偏向「泛綠」陣營，還是「泛藍」陣營？ 

 （01）強烈偏向「泛綠」陣營（02）普通偏向「泛綠」陣營（03）中立不偏 

 （04）普通偏向「泛藍」陣營（05）強烈偏向「泛藍」陣營（06）不認同這

種分法 

統獨立場的測量問題則是： 

Ｋ4：國內對於台灣前途（統獨）問題有很多爭論，有人認為未來「台灣獨

立」比較好﹔也有些人認為未來「兩岸統一」比較好﹔也有人認為「兩岸維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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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也就是不統不獨）比較好。請問您的意見是怎樣？ 

 （01） 台灣獨立 （02） 兩岸統一 （03） 維持現狀（不統不獨） 

對於回答獨立（01）或統一（02）的民眾，都續問是否很堅持獨立（或統一），

也就是要探詢受訪者支持的強弱程度，而對於回答維持現狀的民眾，則續問當現

狀無法維持時，會選擇獨立或是統一，以進一步釐清他們在統獨立場的支持方向。 

族群意識的測量問題是： 

Ｋ1：請問您覺得您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還是說「是中國人也是台

灣人」？ 

 （01）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02）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03）都是 

針對回答「都是（03）」的民眾，會繼續追問他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

國人」或是「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透過追問的方式可進一步抓出受訪者在族

群認同上的心理態度。 

後物質主義的測量問題是： 

M1：如果必須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做一選擇時，您覺得環境保護比較

（台：卡）重要，還是經濟發展比較重要？ 

 （01）環境保護遠比經濟發展重要（02）環境保護比較重要 

 （03）經濟發展比較重要（04）經濟發展遠比環境保護重要 

人際互信的測量問題是： 

D3：有人說：「大部分的人都是可以信任的」，也有人說「與人來往小心為妙」。

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說法？ 

 （01）大部分的人都是可以信任的（02）與人來往最好小心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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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上，針對無反應的民眾（看情形、很難說與不知道），會繼續追問

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種說法，因此便於研究者將民眾對於人際信任的強弱度進行

排序。 

最後，則是媒體報導內容對於大眾的影響部分，也就是對媒體效果的測量。

由於媒體對大眾產生的效果比較難以衡量，因此有一種比較間接的觀點認為，要

測量媒體內容對大眾意見的影響，可以透過測量大眾對媒體的接觸頻率與政治支

持態度之間的關係來釐清，因為媒體所報導的消息會在社會上形成一套制式的說

法或觀點，意見領袖可能從媒體的說法中找到一些線索形成他的意見，然後再透

過其他的傳播媒介傳播給較少使用媒體的人，因此對於媒體使用頻率的差異，可

能也造成了媒體影響效果的差別(Dalton 2000, 73)。因此，本研究將民眾使用電

視媒體的頻率界定為電視媒體的傳播效果： 

A1： 請問您是否經常閱讀、收聽或收看政治方面的新聞？ 

 （01）每天都有（02）一星期好幾次（03）一星期一兩次（04）很少 

 （05）幾乎從不 

從不閱聽傳媒新聞的民眾表示使用頻率為 0，每天使用表示頻率為 7，因此

民眾接受媒體傳播的頻率可界定為 0-7 的數量指標，接觸頻率越高，表示媒體對

大眾的傳播效果就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