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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兩種性質的政治支持 

由於許多的研究發現，民眾無論在政治信任感（陳陸輝  2003），或是在民

眾對體制內政治機構的信任、對民主政治運作的滿意度，或是對於民主體制優越

性評價的態度，都有下降的趨勢（朱雲漢  2004）。而台灣和其他新興民主國家

比較起來，在這些方面的表現也並沒有比較突出，民眾對於民主發展的信心反而

不如許多鄰近的國家（Chu, Diamond and Shin 2001, Shin and Chu 2003, Chang, 

Chu and Huang 2006,朱雲漢  2004）。這些經驗證據顯示，由於對體制內政府的

表現、民主運作以及機構信心的懷疑，台灣的政治支持似乎面臨相當的危機。 

從這些潛藏的危機中，我們首要釐清的，是哪些民眾對民主的支持不夠強

烈？哪些民眾對政府的表現又不夠肯定？而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的界線又

應該如何區分？ 

而從另一方面來看，許多學者由不同的理論途徑對這個問題進行討論，像是

年輕世代、高教育程度所造成的差異、後物質主義帶來的影響，或是社會資本的

積累與人際互信的效應等等(Ingelhart 1990, Dalton 2000)。這些解釋我們都可以透

過對政治支持的分析獲得印證，以加深我們理解大眾心中的政治支持圖像，並延

伸到我們對民主過程的看法上。 

本章即針對政治支持的特性進行分析，由於政治支持依屬性可區分為特殊性

支持與廣泛性支持，本章便對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以 TEDS2003 的資料為例，

運用因素分析的方式探討政治支持的構成因子，並觀察重要的理論解釋與兩種支

持之間的關係，以初步釐清政治支持的輪廓。 

第一節 政治支持的不同面向 

民眾有沒有可能不信任總統，卻仍然尊重總統這個職位呢？在面對執政表現

不佳的民主政府時，能夠把對執政政府的表現與對民主體制的信念切割開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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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們在第一章裡的討論，大眾在「支持」的態度上能不能如同 Easton(1975; 

1979)所分析的區辨「特殊性」與「廣泛性」之間的差異呢？ 

因此，本節首先要處理的工作就是政治支持在不同層次上的理論區別，是否

能從經驗證據中反映出大眾的態度。本研究運用 TEDS2003 年的全國調查資料作

為分析的起點，由於此次調查主要將焦點集中在民主化以及民主態度的研究上，

有許多的題目都能貼合不同層次政治支持的理論概念，因此為本研究的主要資料

來源。 

因為必須先瞭解民眾是不是具有分辨政治支持不同層次差異的理論意涵，筆

者針對相關的政治支持問題，以因素分析（explanatory factor analysis）的方式進

行分析。因素分析之假設為一線性模型，其假設研究對象之間對於各種情境的反

應，可能存有一組共同的因素，而從我們觀察到的變數之間，可以藉由變數間所

具有的相關（correlation）來找到它們之間的共同變數。其目的也就是化繁為簡、

去蕪存菁，以利用少數的共同因素來解釋現象。在空間中，也就是以向量來表示

兩個變項間的關係，並經由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在多

元變項所組成的空間內，找出一根軸，即所有向量在此軸上投射的平方和必須達

於最大值，而後第二根軸與第一根軸成直交，而用同樣的方法可以繼續找到空間

中各組向量，也就是找出所能解釋最大部分變異量的組合。因此，在因素分析中，

我們需要注意因素共通值（communalities）的估計，而因素數目的決定，則端視

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與總解釋變異量而定（Kim and Mueller 1978, 黃光

國  1989）。 

 

針對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的測量指標，已如前章所述，而詳細的編碼過

程，請見附錄三，此處不再贅述。下表 3-1 所示為前述十五個變數投入因素分析，

所萃取轉軸後之新因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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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政治支持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成份因子 
 

變數名稱 

因子一 

民主價值 

因子二 

權威當局 

因子三 

典則機構 

國會與政黨 

因子四 

典則機構 

官僚與司法 

因子五 

民主政治 

民主適合度 .102 .170 -.009 .037 .734

想法一致 .688 .079 -.017 -.099 .005

觀念流傳 .278 -.318 -.365 .275 .015

團體數目 .763 -.004 -.070 .046 .082

政黨數目 .693 -.091 -.135 .064 .076

司法獨立 .363 -.032 -.362 .074 -.114

議會制衡 .522 -.276 .282 .019 -.082

民主滿意度 -.030 .033 .119 .074 .805

經濟滿意度 .016 .798 .020 .044 .005

政治滿意度 -.115 .802 .124 .010 .191

法院信任 -.034 -.025 .201 .687 .203

中央政府 

信任 
-.021 .509 .283 .478 .240

政黨信任 -.027 .218 .739 .087 -.003

立法院信任 .006 -.044 .772 .280 .112

公務人員 

信任 
.054 .073 -.007 .757 -.091

固有特徵值 

eigenvalue 
2.047 1.817 1.659 1.467 1.376

變異量（％） 13.648 12.116 11.062 9.780 9.177

註 1：表中數字為轉軸後各因子成份，以主成分分析法萃取，旋轉方法為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註 2：納入分析的觀察值共有 1043 個。因素分析所累積之總變異量為 55.783％。 
註 3：細格內深灰色網底表示該變數與某因子的關聯性較強，淺灰色網底則表示關聯性次強的變

  數。 
註 4：資料來源為 2003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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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1 裡，我們可以發現原來的十五個與政治支持相關的變數，最後被萃

取為五個主要的變數，五個新變數總共解釋了原先變數的 55.783％的變異量，表

現還不會太差。在第一個新因子的部份，它解釋了原變異量的 13.648％，是解釋

量最大的因子，其固有特徵值也最高為 2.047，從新因子成份可以發現，它和民

主價值的概念有較為明顯的關聯性，其中，與多元觀（團體數目、政黨數目）的

關聯分別為 0.763 與 0.693，與想法一致（自由觀）及議會制衡（制衡觀）的表

現也在 0.52 以上，因此，第一個因子可說與民主價值變數的關聯性最強，故命

名為「民主價值因子」。 

因子二所解釋原變異量為 12.116％，其固有特徵值亦達 1.817。由成份矩陣

可知，因子二與民眾對於經濟表現的滿意度，以及民眾對陳水扁政府施政的滿意

度有較強烈的關聯性，都在 0.79 以上，而且與中央政府的信心評價也有達到 0.5

的水準1，可見得這個因子比較偏向於民眾對權威當局（authority）的信任，因此

命名為「權威當局因子」。 

至於因子三與因子四，固有特徵值分別為 1.659 與 1.467，解釋原變數的變

異量亦分別達到 11.062％與 9.780％，而觀察兩個因子對原變數的表現上，也可

以發現因子三集中在民眾對國會與政黨表現的信任（其值為 0.772 與 0.739），因

子四集中在對公務人員與法院的信任（其值為 0.757 與 0.687），兩個因子都呈現

出對於典則機構（institution）的成份有較強烈的關聯性，因此本研究將之分別命

名為「典則機構ˍ國會與政黨因子」以及「典則機構ˍ官僚與司法因子」。 

因子五的固有特徵值 1.376，解釋原變異量之 9.177％，並與民主滿意度

（0.805）、民主適合度（0.734）有較明顯的關聯性，可見得與民主體制的因素有

較密切的關係，故本研究將之命名為「民主政治因子」。 

                                                 
1 針對權威當局（authority）的支持，與民眾對政治機構的感受在理論上原應較無關聯，然而，

由於此處係指民眾對「中央政府機構的信心」，因此相當程度仍是反應了民眾對於執政當局的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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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因素分析的結果來看，原先的十五個政治支持相關變數，被重新組成

為五個主要的因子，另以不同屬性的政治支持來思考，針對權威當局以及典則機

構之信任的相關因子，乃屬於特殊性支持的範圍，也就是因子二、因子三與因子

四是特殊性支持的新因子。而廣泛性支持的範圍則是民眾對於民主價值和民主政

治的態度，因子一與因子五顯然較貼合廣泛性支持的概念。是以，我們透過因素

分析的幫助，從資料上提供了我們對於政治支持實證上的理解。 

這個分析結果，也回應了 Dalton 針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支持的研究結果。

Dalton(2004)以 1995～1998 年的 World Value Survey 為資料來源，針對七個先進

工業國家進行政治支持的分析，透過因素分析呈現出典則機構（institution）、權

威當局（authority）、民主政治（democracy）以及共同體（community）四個因子，

同樣呈現出政治支持在概念上的兩個不同層次：當一個人對於當前的政治時局感

到不滿時，他可能會對維持體制運作的政治機構感到灰心，或是他會對民主體制

的信念感到懷疑，所以，當民眾思及「支持」感受時，並不是單純的僅以對當前

政治局勢的滿意或不滿意態度來回應，他們會將這些感受放在兩個層次的支持概

念下討論，顯然民眾心中對於特殊性與廣泛性支持的分別是有反應、能夠分辨的

(Dalton 2004,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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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支持的關聯性解釋 

如果政治支持透過能被區分為特殊性與廣泛性兩個屬性，那麼，理論上而

言，兩種屬性的支持在不同的理論層次上，所表現出來的趨勢應該不盡相同，或

是足資分辨的。 

本節將對政治支持的五個因子，做進一步的分析。如同第二章所提及，不同

的理論途徑對於民眾支持政府與否的態度皆有其解釋依據，本節就是希望從個體

的經濟評估、社會分歧、價值變遷以及社會資本的角度，討論政治支持與這些理

論途徑的關聯性，並進一步認識兩種屬性政治支持的差異之處。 

由於此處所使用的分析策略是相關分析（correlations），其目的主要是在於

探討這些政治社會學的理論解釋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聯性，因此並非探討兩者間

的因果關係，或預測未來可能的方向。舉例而言，如果理論上經濟收入與民眾的

態度之間的確存在著差異，可以用來解釋收入低的民眾與政治支持的低落之間的

關係，那麼，我們理應可以藉由民眾在收入的差異觀察到他們在兩種政治支持屬

性上的變化。 

在資料操作化的部份，本研究選用八個不同的變數與政治支持因子進行相關

分析（詳細的操作化處理請見附錄三）。「經濟表現評價」與「全家薪資」分別代

表民眾對於經濟發展評估的差異，主觀而言，若民眾對經濟表現評價越高表示其

對於經濟發展的評估較樂觀；在客觀上，若全家的收入越多則表示其經濟地位較

高，兩者反應的都是特殊性支持評價較高的方向。 

此外，意識型態的變數則以民眾在藍綠政治立場的態度表示，其中數值越大

表示民眾越傾向泛綠陣營。而在統獨立場上，則測量受訪者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

看法，數值越大表示民眾越傾向支持台灣獨立。至於族群認同的部份，則是測量

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的感受程度，數值越大表示民眾認為自己是

台灣人的程度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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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物質與後物質主義的傾向上，本研究以民眾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態

度作為衡量標準，越傾向把環境保護列為重要的發展事項的民眾，數值越高，代

表民眾越是具有後物質的傾向；在人際信任上，若民眾認為他與旁人互動之間信

任態度的數值越高，表示他認為「大部分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程度也越高。最後，

則是媒體效果帶來的影響，若民眾接觸電視媒體的頻率越高，表示他受到電視媒

體報導內容的影響也就越深。下表 3-2 為各變數與政治支持因子的相關分析結果。 

 

表 3-2：政治支持的相關分析 

成份因子 
 

變數名稱 

因子一 

民主價值 

因子二

權威當局

因子三

典則機構

國會與政黨

因子四 

典則機構 

官僚與司法 

因子五

民主政治

經濟表現評價 .060 .299(**) -.001 .131(**) .074(*)

（n=1013）      

全家薪資 .202(**) -.111(**) -.154(**) .139(**) .053

（n=895）      

意識型態 -.017 .444(**) -.109(**) -.064(*) .121(**)

（n=944）      

族群認同 -.047 .280(**) -.038 -.035 .071(*)

（n=1029）      

統獨立場 -.028 .395(**) -.022 -.009 .121(**)

（n=967）      

物質與後物質 .183(**) .030 -.149(**) .138(**) .013

（n=895）      

人際信任 .166(**) .013 -.068(*) .135(**) .088(*)

（n=971）      

媒體效果 .059 -.032 -.124(**) -.007 .050

（n=1040）      

註 1：表中數字為 Pearson 相關係數，括弧內 n 為個案數，灰色網底表示該因子為「廣泛性支持 
  因子」，其餘因子為「特殊性支持因子」。 
註 2：在雙尾檢定下，(**)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註 3：資料來源為 2003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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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顯示各變數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聯性。先就廣泛性支持而言，從相關

分析檢定的顯著水準來看，可發現「民主政治因子」與大多數變數皆有關聯性，

但相關係數絕對值則介於 0.071 至 0.121 之間，雖然與大部分變數都有關聯性，

但程度都相當微弱，這顯示出民主政治因子的廣泛性特質，雖與許多政治社會學

理論都有關聯性可是又難以單一的理論途徑加以詮釋。 

另一項廣泛性支持的成份是民主價值因子，全家平均薪資、後物質主義傾

向、人際信任這三個解釋途徑與民主價值間有正相關。由於本研究以自由觀、多

元觀、制衡觀衡量民主價值，我們可以發現，與抽象民主價值相關的變數，呈現

出物質生活較富裕、人際關係和諧以及傾向後物質主義的特性，這透露出民眾對

於自由多元等抽象的價值的態度（民主價值），和收入越高的族群以及，和同樣

較為抽象的價值態度（後物質主義和人際信任）比較有關係。 

 

而以特殊性支持來說，「權威當局因子」除了後物質傾向、人際信任與媒體

效果變數外，其餘都通過統計檢定，顯然屬於抽象價值層面的態度與特殊性支持

之間的關係並不直接，「權威當局因子」還是與民眾對執政當局政策態度或表現

有比較明顯的關係，這包括了民眾對經濟表現的評價、政治意識型態、族群認同

以及統獨立場差異等。表 3-2 顯示，意識型態越傾向泛綠陣營、傾向支持台灣獨

立以及偏向台灣人認同者，與「權威當局因子」的關聯性越強，這些政治態度一

直以來都是執政黨（民進黨）的重要訴求，因此「權威當局因子」可能與民眾對

執政黨的政治立場有密切關聯；另外，我們從民眾對經濟表現評價以及經濟地位

的等級，與權威當局表現之間的關聯性可知，三者表現出「經濟評價與權威當局

因子呈現正相關，經濟地位與權威當局因子呈現負相關」，這表示民眾對於權威

當局的支持，明顯的與他自身對於經濟發展表現的感受有強烈的關係，一方面對

家中經濟狀況越滿意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支持也越強，但是另一方面收入越高

的民眾卻越不支持權威當局，前者可說是符合對經濟評估的假設，即自身的經濟

狀況會投射到對總體的政府表現上，對個體的經濟狀況評估越樂觀，對於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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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價也越正面；至於後者的結果，則凸顯出對目前執政當局投以支持的民

眾，大多屬於經濟地位較弱勢的族群，社經地位較高的民眾對權威當局的支持程

度較低，顯然執政當局的主要政治訴求，對於社經地位較低的民眾比較有吸引力。 

特殊性支持另一個重要的成份是對於典則機構的信心。先就民眾對於國會和

政黨機構的支持而言，各變數與政治支持因子間均呈現負相關的趨勢，尤其在全

家薪資、後物質主義傾向、媒體傳播效果、政治意識型態與人際信任這五個變數

上負相關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民眾的全家薪資越高、越傾向後物質主義者、接觸

電視新聞媒體次數越頻繁、政治意識型態越傾向泛綠陣營者以及對人際之間的信

任程度越高者，對國會、政黨機構的支持度也就越低。 

至於另一項典則機構的支持，也就是對公務人員與司法機關的支持上，透過

相關分析可發現，在全家薪資、後物質主義傾向、人際信任以及對經濟表現評價

這四個變數上都呈現正相關，僅在藍綠政治意識型態上出現負相關，表示全家薪

資越高、具有後物質主義傾向者、對人際之間的信任程度越高者、對經濟表現評

價較佳者以及政治立場傾向泛藍者，對官僚與司法的信任也相對的比較高。 

從相關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民眾對兩種不同機構類型的評價，與各項解釋

變數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然呈現一致的趨勢。在全家薪資、後物質主義傾向、經濟

表現評價與人際信任上面，兩種典則機構呈現相反的趨勢，在意識型態與媒體效

果上則是趨勢一致。在民眾對典則機構因子有不一致看法的部份，可以發現全家

薪資越高、具有後物質主義傾向者、對人際之間的信任程度越高者，以及對經濟

表現評價較佳者，他們對於代表民意的機構如國會、政黨的支持程度，遠不如對

於維持國家運作之機構（官僚與司法）的支持程度。而在典則機構因子一致性的

趨勢上，以民眾的意識型態差異最為明顯，在意識型態上越傾向泛藍者，民眾對

於典則機構的支持也就越高（無論是國會、政黨，或官僚與司法機構），反之傾

向泛綠者則對政府機構信心普遍不足。另外，在媒體效果的部份，雖然關聯性分

析中僅有國會、政黨因子達到顯著性，但從兩者的趨勢可發現，接觸電視媒體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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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越高的民眾對於典則機構的支持就越低，顯見越常收看電視媒體的民眾，可能

受到負面新聞的影響，對於國家政府機構的支持度就越低。 

 

透過上述簡短的討論，雖然兩者之間僅能從相關分析中察知其關聯性，未能

證明因果關係，但我們卻發現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對於不同的政治社會學解

釋途徑的反應也不盡相同，因此可提供我們對兩種支持屬性的初步概念。然而，

我們必須要從每個解釋途徑對政治支持的觀點著手，才有利於我們更深入的理解

兩種政治支持的差異。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就相關分析的圖表，分別呈現政治

社會學解釋途徑與五個政治支持因子的個別關係，也就是把各個理論途徑對五個

政治支持因子的平均分數繪製成下圖 3-1～3-8，這些圖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不同

性質的支持，在這些解釋觀點上呈現甚麼趨勢與分佈，讓我們更清楚地認識兩種

屬性的政治支持。 

首先，以經濟表現的層面而言，圖 3-1 表示民眾對於經濟狀況評估的滿意度

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係。從先前的相關分析檢定我們發現對經濟狀況的滿意度和

廣泛性支持的民主政治因子有關係，和特殊性支持的權威當局因子以及官僚司法

機構因子有關係，但是從下圖 3-1 我們可以發現，經濟狀況滿意度在各因子上的

平均分數，呈現出相似的曲線，都隨著滿意度的增加而偏高。 

不過，不同的因子仍有不同的趨勢走向，以廣泛性支持因子而言，民主價值

與民主政治因子的趨勢就相當一致，十分平穩，都在平均數 0 的上下，震盪幅度

不大，趨勢較為平緩，難以看出經濟表現評價與廣泛性支持因子之間的關係，而

這個現象，正是回應了廣泛性支持的特性，其來源主要是奠基於對典則或共同體

的信念，而非對權威當局行為的評價。 

反過來看特殊性支持因子，權威當局因子與經濟表現的滿意度評價之間的關

係，可以發現兩者的震盪幅度最大，呈現出滿意度越高而權威當局因子分數也越

高的情形，這顯示出特殊性支持有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就是對執政政府的施政表

現，而且其受到滿意度的影響非常明顯。另外特殊性支持的範圍還有民眾對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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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信心，不過民眾在對經濟狀況評估與不同的典則機構信心之間，卻有著不

同的態度。從平均分數曲線來看，民眾對於經濟狀況評估越滿意，他們對「官僚

與司法機構」的信任分數越高，卻對「國會與政黨機構」的信任分數越低，顯然

民眾對於同樣屬於特殊性支持層面的政治機構，有截然不同的看法。對於經濟表

現比較滿意的民眾，他們對於國會與政黨的信任分數較低，顯然是無法容忍民主

化後的國會亂象與政黨惡鬥，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維持民主政治穩定運作的官

僚與司法體系仍然保持正面的信心，並提供了社會穩定的支持力量。比較值得討

論的是，當民眾對經濟狀況感到不滿意，卻對於「國會與政黨」機構的信任分數

比平均數高，這是否透露出對經濟狀況感到滿意與不滿意的民眾，他們之間對於

「典則機構」信心評價的標的對象，分別抱持著不同的觀點呢？若果真如此，就

表示了對於經濟狀況評估感到不滿意的民眾，他們看到的是國會與政黨的正面形

象，而感到滿意的民眾則是看到其負面的形象，這和民眾對於「官僚與司法」機

構的態度，呈現相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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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經濟狀況評估與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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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所代表的意義是經濟表現的另一層討論。也就是社會經濟的不平等差

距，會不會造成民眾對政治的反感或不滿意呢？其假設是，收入越不富裕的家

庭，對於造成他們處於較弱勢社會地位的既有政府，應該較不支持(Dalton 2006, 

64)。但從圖 3-2 中卻發現，就廣泛性支持而言，收入越高的家庭不僅與民主價

值因子呈正相關，而且收入越高的家庭在民主價值因子的平均分數上也最高，這

表示高收入者與高廣泛性支持的關聯性，會隨著經濟地位的提昇而增加；不過，

在特殊性支持卻呈現另一種圖像，高收入家庭卻與「權威當局因子」和「國會政

黨因子」呈現相反的關係，收入越高不見得對政府表現越感到滿意，在這兩個因

子上，其圖形的趨勢都是一路下滑，收入較低的家庭在這兩個因子的平均分數比

較高，隨著收入的增加，一路下降，這個結果和 Dalton 針對多國的研究並不一

致，然而 Dalton 也提及不同國家在這個測量上呈現的圖像也不盡相同(Dalton 

2006, 65)，是以筆者猜想，會造成這個現象的可能原因，或許是高收入家庭在面

對陳水扁執政的政府下，認為其表現不佳，或者可能是資產縮水，或者可能是現

在的財富程度不如自己過去的富裕，因此雖然相對的收入仍較一般家庭高，但是

實際上卻對政府效能感到不滿，從而對權威當局感到失望。所以，從薪資差距的

角度來看政治支持，我們發現，隨著收入的增加，民眾的「民主價值因子」平均

水準越高，但是對「權威當局因子」以及「國會、政黨因子」的平均水準卻下降，

顯然生活水準的提昇有助於廣泛性層面價值的培養，而且在台灣，社經地位較高

的民眾顯然對執政當局較為不滿。 

Dalton 認為經濟層面的客觀指標主要是指，經濟不平等的結果會對於民眾政

治態度產生影響，也就是經濟上弱勢者會產生對政治感到不信任的狀況，若果真

如此，那麼收入高與收入低的民眾，在態度上的分佈應該會有差異(Dalton 2006, 

65)。這個假設雖然和上述的研究發現並不一致，不過，從 Dalton 的討論來看，

可發現他對薪資指標的看法是將之視為線性關係，因此在不同國家中會有不同的

結果，有的國家並不顯著，甚至呈負向關係。若是如此，在圖 3-2 中，民眾對於

典則機構因子，以及民主政治因子的平均分數趨勢圖，顯然不是成線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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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的轉折點，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資料整理上過細的級距分類，另方面也間接說

明了經濟不平等對於政治態度的線性假設，實有討論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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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收入程度與政治支持 

 

意識型態與政治支持之間最重要的假設是，位於意識型態上較兩極的民眾，

與較低層次的支持比較具有關聯性。這是因為，從理性計算的角度來看，無論從

政策面上或是政治理念上，位於意識型態兩極的民眾所具有的態度比較堅定，也

比較難以改變(Downs 1957)。在圖 3-3 中，可發現藍綠意識型態的立場，與「權

威當局因子」之間的關係最為明顯，由於執政黨為民進黨政府，因此越偏向泛綠

的民眾，他們對權威當局因子的平均分數也就越高，反之，越偏向泛藍的民眾則

越低。 

這顯示政治立場的差異，清楚的反映在對權威當局的態度上，非執政黨陣營

的民眾比較不信任政府，所以對權威當局因子的平均分數就比較低，這與理論假

設相符，位於意識型態立場越為極端的民眾，其政治支持的對象就越清晰，也和

特殊性的支持越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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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與特殊性支持有關的因素是機構因子的差異，雖然在機構因素的分類

上，其平均分數的趨勢圖不若權威當局因子明顯，顯得較為平緩，集中在平均數

0 上下，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其趨勢有一反折點，落在傾向泛綠陣營的位置，顯示

出泛綠民眾對「國會、政黨因子」與「官僚、司法因子」看法的差異，前者趨勢

從傾向泛藍陣營的平均分數較高，一路下滑至傾向泛綠陣營時回升，後者則是趨

勢平滑，至傾向泛綠陣營時陡降，顯示出傾向泛綠的民眾，對於這些機構的看法

比較極端。略傾向泛綠者，他們對於國會與政黨因子的分數最低，而更傾向泛綠

的民眾平均分數卻回升至一般水準，由於整體的趨勢呈現下降，這裡可能顯示

出，同為泛綠陣營的民眾，他們看待國會與政黨的態度可能不一樣；同樣面對國

會中泛藍政黨居於多數的優勢，傾向泛藍者的平均分數都在 0 以上，但略偏向泛

綠者的態度卻比較激烈，他們對國會與政黨的表現十分失望，因此平均分數最

低，這相當的合理，但是更往泛綠移動，平均分數卻回升至比一般水準稍高，顯

然堅定的泛綠支持者，認定的「國會與政黨」的對象，和其他民眾不相同，他們

關注的可能是國會中泛綠政黨的表現，因此分數才會回升。 

在「官僚、司法因子」中也有相似的情形，其餘民眾在這個因子的分數表現

都在 0 的上下，但是堅定的泛綠民眾卻急降，顯然他們對於司法機關與行政官僚

的信任不高，這和全體民眾的態度也有差別。 

此外，以廣泛性支持而言，由表 3-2 可知，意識型態的差異並沒有明顯的區

別，僅和「民主政治因子」有關聯性，雖然有「越向泛綠分數越高」的趨勢，但

是平均分數的差異其實都在 0 上下。 

從「權威當局因子」與「國會、政黨」與「官僚、司法」因子的表現上，我

們都可以發現意識型態差異和特殊性支持的關係相當密切，位於意識型態兩極的

民眾對於特殊性支持政治對象的支持比較堅定，愛惡分明；但是意識型態差異的

因素和廣泛性支持的關係則不是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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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藍綠意識型態與政治支持 

 

在社會分歧上，台灣社會的一個主要議題即是「統一與獨立」的問題。圖

3-4 中，統獨問題則可看得出來與特殊性支持有明顯的關係。與意識型態相似，

政黨在重要的政策上具有的政治立場，往往是民眾依附的對象。以統獨立場而

言，由於台灣各政黨長期的論述結果，執政的民進黨與泛綠的台聯強烈主張台灣

獨立，相對的泛藍政黨則在維持現狀與統一之間，呈現另一個對比，所以反應在

支持態度上，可以發現統獨立場的態度與民眾對權威當局因子的分數呈現密切的

關係。越偏向獨立的民眾與對於權威當局評價越高的民眾，兩者間有密切的關

係，反之，越偏向統一的民眾則是與對權威當局評價低有密切的關係。這除了說

明上述統獨立場與政黨立場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以外，進一步表現出統獨立場看似

屬於「教條式」、「價值性」的國家定位問題，對台灣民眾而言，反倒是比較偏向

於特殊性支持的層面，這些歧異亦已為各政黨內化吸收，從而成為民眾對執政者

的評價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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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統獨立場與廣泛性支持層面的關係，表 3-2 顯示僅有「民主政治因子」

與統獨立場的相關係數通過統計檢定，傾向獨立者其民主政治因子的分數也較

高，不過，從趨勢圖 3-4 可發現，兩極的民眾在民主政治因子的平均分數都較高，

這顯示無論是堅定的偏向統一或是堅定支持台灣獨立的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追求

都是一樣的，並不會受到國家定位立場的差異而有所差別，對台灣而言，統獨立

場上意見分歧的鷹派，卻能共同享有對民主政體的渴求，不啻為台灣未來民主政

治發展的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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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統獨立場與政治支持 

 

另一個台灣社會重大的分歧則是民眾的族群認同傾向。在圖 3-5 裡我們可以

看到，族群意識與「權威當局因子」有正向的相關性，而且其趨勢在最後陡升，

也就是對自己是台灣人認同非常堅持的民眾，他們對權威當局信任的平均分數是

最高的，在 0 以上，而從「權威當局因子」的平均分數曲線可知，其他民眾的平

均分數都在 0 以下，更凸顯了台灣人認同者對於權威當局的積極支持。結合上述

有關統獨立場的表現，可說明了族群認同與統獨立場的議題在台灣社會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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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地位，由於民進黨長期緊抓「國家獨立、本土認同」的議題為訴求，民進

黨從在野至執政，等於推動台灣從威權時期過渡至民主化的階段，因此，這些訴

求不只在選舉時，可能同時也根深蒂固到民眾對於執政當局的信任上，才會呈現

出「越傾向台灣獨立、越偏向台灣人認同者，權威當局因子的分數表現也越高」

的情形，這可說是社會分歧與特殊性支持的重要關聯。 

同樣的，在族群認同上，表 3-2 顯示只有「民主政治因子」與之較有關聯，

傾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者，民主政治因子分數也較高，但是相關程度輕微，顯然

廣泛性支持層面與這個議題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的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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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族群認同與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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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Inglehart(1990)針對後物質主義的討論，則是指出大眾會隨著時代的演

進逐漸轉變價值態度，偏向後物質的價值，例如環境保護、生活方式或是消費權

利等等。而且基於民主政府可能會惰於回應這方面的議題，因此後物質主義者傾

向透過不同的政黨或是社會運動挑戰現有的民主政府。所以，後物質主義可能會

造成政治支持全面的衰退。不過，我們從表 3-2 與圖 3-6 可以發現，具有後物質

主義傾向的民眾（相較於經濟發展，比較傾向環境保護發展的民眾），與同樣屬

於抽象價值層面的「民主價值因子」有正相關，越偏向「環保比較重要」的民眾，

在民主價值平均分數上也越高，這似乎說明了對大眾而言，後物質主義價值與民

主價值在抽樣層面上有共同的交集，這個發現也與 Dalton 對於先進工業國家的

研究相符(Dalton 2006, 69)，一樣顯示出廣泛性支持的價值層面與後物質主義者

之間有相當的關係。 

此外，後物質主義和機構因子亦有關聯，我們可以發現具後物質主義傾向

者，的確與「國會、政黨機構因子」成負相關，而和「官僚、司法機構因子」成

正相關，表示越偏向「環保比較重要」的民眾，對於「國會、政黨機構因子」的

平均分數上就越低，但是對「官僚、司法機構因子」的平均分數上卻越高。這可

回應 Inglehart 的看法，可見得後物質主義者的確可能會在追求價值實現的部份，

認為既有的、已制度化的代議機構，並不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在施壓未果之下，

因而對民意機關（如國會、政黨）感到不滿；不過，具有後物質主義傾向的人，

會把支持反映在對政府的常任文官機構上（公務人員、司法機構），似乎也顯示

出台灣的後物質主義者仍然支持政府體系的運作，並期待透過行政官僚與司法體

系獲得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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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後物質主義傾向與政治支持 

 

再來是社會資本與人際信任的觀點。依照 Putnam(1993)對社會資本的討論，

主要可分兩個層次進行討論，首先是參與團體的數目多寡，參與團體數目較多可

視為民眾有較多的機會參與公共事務的討論，這部份有助於政治參與的形成。另

一方面的討論則著重於人際互動與人際互信的關係，由於民主程序重視的是妥協

與溝通，因此良好的人際互信基礎，將有助於民主程序的養成以及政治信任的提

昇。 

在圖 3-7 我們便要檢視人際互動對於政治支持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與廣

泛性支持有關的兩個因子，「民主價值」以及「民主政治」因子，都是隨著人際

信任程度的增加，其平均分數也隨之增加。這表示廣泛性層面的支持，與人際信

任有密切的關係，當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程度增加，彼此之間的互動越良

好，整個社會相互認同的程度也就越高，對於構築體系的廣泛性情感，也就越有

幫助。這個現象回應了社會資本的理論起源，無論是 Tocqueville(1960)觀察早期

美國的發展，認為美國的民主主要是利用了美國人的集體合作與相互信任，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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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1993)對義大利的觀察，都強調了人際互信的活化，滋養了民主程序的運

作以及政治信任的發展。 

Dalton(2004, 70-71)針對人際信任的問題，做了一些文獻的探討，他提到，

從社會資本理論來看，自願性的參與社會團體或組織，的確有助於社會資本與政

治信任的提昇，尤其是當這些團體組織屬於多元性質的、具民主規則的活動下，

因為參與活動這件事，與該活動的品質兩者同等重要。而人際互信，便可以增進

人群之間在民主運作下對政治事務的合作，從而提昇民眾對於社群的信任。由此

便可看出廣泛性層次的支持，與社會資本和人際互信之間，具有一定的關聯性。 

不過，從圖 3-7 的結果，我們發現台灣民眾在特殊性支持與人際互信的關係

上呈現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特殊性支持的典則機構因子，在人際互信程度的平

均分數上呈現下滑的趨勢，民眾對於「國會與政黨」的支持，隨著互信程度的提

高而下降，與其他因子的走勢大異其趣。這似乎說明了，有利於廣泛性支持基礎

的人際互信狀況，無法反應在對重要民意機關的支持上，在代議政治的運作下，

這可說是一個未來民主運作發展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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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社會資本與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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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從媒體效果與大眾接觸電視媒體的頻率來看不同屬性政治支持的差

異。媒體對民主過程所產生的影響，學界有很多不同的爭論，認為電視媒體對民

主過程發展有正面影響力量的觀點主要是由於，媒體其實可以對民主運作過程型

塑更良好的理解與支持，尤其在一個把電視媒體視為公共服務的民主國家當中，

更是如此。因為使用電視媒體的消費者與使用報紙的消費者不太一樣，報紙的報

導通常比較深入，是政治興趣比較濃厚的消費者會注意的媒體，而電視媒體則是

一般大眾主要的政治知識的來源，因此將把電視媒體視為公共服務一環的民主國

家中，電視媒體對民主運作的過程就具有比較正面的力量(Dalton 2004, 72)。 

不過，由於電視媒體同時也以揭露政治人物的醜聞、弊案為主要的報導題

材，而這些新聞題材往往被政治人物加以利用作為質詢攻訐的話題，因此使媒體

更傾向報導社會上的衝突面以製造話題，而且在商業運作的邏輯下，電視媒體報

導政治裡正面的消息並不能換來實質的收視率，因此電視媒體愈發傾向報導社會

上的負面題材，因此大眾對於民主運作下的現狀就愈加感到不滿，電視媒體受限

於商業運作下的報導內容，便對民主的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Dalton 2004, 72)。 

表 3-2 顯示媒體效果與政治支持之間的關係，主要在於「國會與政黨」的機

構因子上，由於將民眾接觸電視媒體的頻率視為媒體對大眾的傳播效果，因此由

圖 3-8 可以發現當民眾每週收看電視媒體的日數越多，民眾對「國會與政黨」的

信心分數就隨之下降，這說明了經由電視媒體的報導，負面的訊息經由反覆的播

送，使接受頻率越高的民眾，對於特殊性支持的評價就越低，特別是在國會與政

黨的部份，滑落的趨勢相當明顯；而另外兩種特殊性支持的面向，權威當局因子

及官僚與司法因子，也有隨著閱聽日數越多，支持因子的平均分數越低的趨勢，

可見電視媒體對政治面的負面報導，對於時常接觸電視媒體的民眾來說，的確會

產生影響，尤其是在特殊性支持的層面，會愈趨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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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媒體效果與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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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針對政治支持進行操作化的分析，首先依照政治支持的理論架構，分別

依「典則價值」、「典則表現」、「機構表現」與「權威當局」四個部份，針對 15

個相關變數進行因素分析（explanatory factor analysis），因素分析的結果解釋了

原變數的 55.783％的變異量，從萃取出的新因子中，選取因素的固有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 的新因子歸納為五個主要的成份，用以代表政治支持的意

涵。其中，代表特殊性支持的因子為「權威當局因子」、「國會與政黨因子」、「官

僚與司法因子」，而代表廣泛性支持的因子則是「民主價值因子」與「民主政治

因子」。 

為了瞭解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對於台灣民眾而言有沒有實質的差異，本研

究試圖從不同的政治社會學理論途徑，來詮釋五個因子在各方面的表現，以釐清

不同支持屬性的差異，因此針對民眾的「經濟狀況評估」、「全家收入狀況」、「藍

綠意識型態」、「統獨立場」、「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後物質主義傾向」、「人際

互信程度」以及「媒體效果」共八個變數，與五個政治支持因子進行相關分析。 

從關聯性的分析中發現，與兩個廣泛性支持因子都有關聯性的是「人際互信

程度」，顯示社會上人與人之間若能累積一定程度的互信基礎與社會資本，對於

體系裡廣泛性支持的養成具有正面的幫助。 

而同時與三個特殊性支持都有關聯性的則是「全家收入狀況」與「藍綠意識

型態」的因素，不過彼此的趨勢卻不盡相同。全家平均收入越高的民眾，對於「官

僚與司法機構」因子的信心就越高，而全家平均收入越低的民眾，則對「權威當

局」以及「國會與政黨機構」因子的信心越高；在藍綠意識型態方面，傾向泛綠

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因子的信心越高，而傾向泛藍的民眾則對於「國會與政

黨機構」以及「官僚與司法機構」因子的信心較高。 

個體的經濟評估是最能反映民眾對政府施政作為感受的解釋途徑之一。從其

平均分數可知，民眾對經濟狀況評估的滿意度越高，其「權威當局因子」分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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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但這個因素與廣泛性支持的因子，關聯性並不強烈，顯示個體的經濟評估

與特殊性支持的關係比較明顯。另外從家庭收入多寡來看，收入越高的家庭，對

於「權威當局因子」以及「國會政黨機構因子」的分數越低，但對於「民主價值

因子」以及「官僚司法機構因子」的分數越高，則呈現出兩種支持屬性在這個因

素上的差異，隨著收入增加，對於特殊性支持便減低，但是也隨著經濟地位的提

昇，對於價值層面的廣泛性支持則隨之上升。 

意識型態上，特殊性支持呈現出意識型態兩極的民眾有極大的反差趨勢的現

象。越傾向泛綠者，對執政當局的平均分數越高，但是越傾向泛藍者，則給予制

衡政府的典則機構較高的分數，這可能是因為目前為分立政府狀態，在野黨在國

會佔有多數，因此傾向泛藍的民眾對於行政權以外的典則機構有較高的信心，此

外，這個現象更凸顯出特殊性支持對於意識型態兩極的民眾有較強的聯結。 

社會的重大分歧上，族群認同與統獨立場在權威當局因子的分數有一致的趨

勢，即越傾向台灣人認同與越傾向台灣獨立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因子」與「民

主政治因子」的分數也越高，由於執政黨（民進黨）長期的政治訴求集中在追求

台灣的獨立與台灣人的本土認同上，因此在這兩個社會分歧上與特殊性支持的

「權威當局因子」有較強的關聯性並不令人意外；此外民進黨也將這些訴求與推

動民主政治的發展歷程加以連結，因此使統獨立場與族群認同對「民主政治因子」

也具有一定程度的關聯性。 

至於後物質傾向的討論上，後物質主義者一般而言，多被視為會去挑戰既有

的社會典範，並且會運用抗議等直接的手段以傳達他們的訴求，因此呈現出的性

格多為對政治人物、政黨與國會感到懷疑不信任，但同時又有堅定支持的民主信

念；相對的，物質主義者普遍來說則會比較支持既有的體制內機構，而對理想上

的民主政治則較少支持(Dalton 2004, 78)。研究發現，具有後物質主義傾向的民

眾的確比較傾向於挑戰既有的民主決策體系，他們對「政黨與國會機構因子」的

平均分數比較低，顯示他們會去質疑已制度化的代議民主體制，但另一方面，具

後物質主義傾向者，在「民主價值因子」的平均分數也較高，顯示他們並不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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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運動，而是在民主框架下，表達了對於現狀機構的不滿。此外，具有後物

質主義傾向的民眾對「官僚、司法機構因子」的平均分數上卻越高，顯示當前階

層式的決策過程並不能使後物質主義者關心的價值獲得滿足，並期待透過行政官

僚與司法體系獲得回應，而這潛在的動力，也就是民主發展與改革的契機。 

在人際互信的程度上，則是間接證明了社會資本理論對於民主的看法。隨著

人際互信程度的增加，對於「民主價值因子」與「民主政治因子」的平均分數也

增加，說明了一旦社會上逐漸養成互信合作的氣氛，社群之間共同的認同感以及

對於民主的共同信念也會逐漸凝聚，換言之，對民主社會的廣泛性支持也會逐漸

累積增加。 

至於媒體效果的部份，由於電視媒體傾向報導政治上的負面新聞以爭取收視

率，因此每週收看電視新聞次數越多的民眾，對於政府機構的評價應該越低。分

析結果發現，隨著民眾收看次數的增加，對於「政黨與國會因子」的平均分數就

越低，「權威當局因子」與「官僚與司法因子」上也有同樣的趨勢，這表示，由

於電視媒體對負面新聞的報導方向，使得頻繁接觸相關報導的民眾對於民主社會

中的特殊性支持便會逐漸的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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