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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支持的四個分類 

從前一章的經驗分析中，我們可以把政治支持依其屬性區分為「廣泛性支持」

以及「特殊性支持」，並且也發現兩種支持屬性，對於民眾而言的感受的確如理

論預期一般存在差異。此外，不同屬性的政治支持，依照 Easton(1979)對政治體

系的看法，兩者雖然都是體系面對壓力時會出現的反應，但在實際上卻有著不同

的作用。「特殊性支持」強調支持的來源是由於成員對體系提出特定的要求，並

以獲得相對應的滿足作為成員提供支持的報酬；而「廣泛性支持」則是成員向體

系所提供的善意與友好態度的儲存，使成員在面對他們不能接受的輸出結果時，

選擇容忍或接受，以繼續維持體系的均衡。 

由於「特殊性支持」的高低，實際上乃是傳達了成員對於某些政策性結果的

感受，這些感受，在代議式民主國家下，一方面表現在執政政府面對不同需求時

的施政手腕，另一方面成員也透過民選代表的作為，瞭解政府與民意機關的表

現。而「廣泛性支持」的程度則是傳遞成員對抽象層次的價值信念，除了共同體

情感之外，對於典則價值（民主政體）的信仰更是重要的成份來源。所以，當我

們把兩種支持的影響同時加以考慮，我們就可以把體系成員，依其對不同屬性的

政治支持的態度加以分類，讓我們對於體系成員的組成有更深刻的認識。本章目

的即在處理兩種屬性政治支持下民眾的分佈狀況，進而思考不同類型的民眾，與

不同社會人口特徵的結構，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可能存在著甚麼影響。 

第一節 政治支持四分類 

政治支持的兩種屬性可從理論意涵上分辨其差異，而且，對任一個政治體系

而言，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都不可或缺，無論在民主國家或威權政體當中，兩種

屬性的政治支持都是體系存續的必要支柱。不過，體系成員對於政治支持的態度

卻會因為不同的情況而隨之變化，所以 Easton(1979)認為成員面對不同的政治對

象會有不同的感受，而且因為支持有特殊性與廣泛性的分別，因而成員會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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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以特殊性支持而言，當成員面對輸出結果時便會考量這些結果是否達到

其需求？是否滿足其利益？是不是足以支撐自己對政權的信任？若以廣泛性支

持來看，成員便會考量體系的作為與表現，是否會願意讓自己付出對體系的忠

誠，無論成員依附得對象是共同體情感（像是愛國心等等的情感象徵），或者是

對體制、典範等等的信念（比如對威權政體的懷舊、對民主政治的堅持等），因

此，成員對體系的表現評價，決定了政治系統的動態過程。 

由此可見，每一個體系的成員，對於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可能存在著程度

上的區別，而健全的體系，並非只需要一種屬性的支持就足夠維持其存續。我們

可以想像，若一個體系內，只有成員對權威當局的特殊性支持，那麼體系將面臨

來自四面八方的要求，而且這些需求與利益可能往往是相互牴觸的，體系若只想

藉由特殊性支持維繫生存，勢必將遭遇到因為無法滿足的需求，而造成支持的衰

退，並因此陷於過載（overloaded）的治理困境。 

相對的，廣泛性支持需要培養成員大量的善良意志（good will），比如灌輸

對典範的合法感情、營造對共同利益的象徵物、強化成員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程

度，換言之，體系需要維持成員對於政治對象的信任感（ trust）與合法性

（legitimacy）(Easton 1975, 447)，如果體系只依賴廣泛性支持而忽略成員對特定

利益的訴求，則一旦廣泛性支持的培養未能符合期待，例如威權體制的正當性衰

退或對國家情感的消退等情況發生時，那麼不僅是支持水準的下降而已，系統可

能會回到輸出結果上找尋其他的支持基礎，此時，由於廣泛性支持未如預期發揮

因應作用，系統轉而將所有的支持重擔強壓於輸出結果的表現上，但由於特殊性

支持的空洞，此時體系發生崩潰的情形並不令人意外。 

所以，從系統論的觀點來看，為求政治體系的完善運作，在輸入項部份，兩

種支持屬性是缺一不可，相輔相成的。同樣的，對一個民主政府來說，除了顧及

大眾的政治需求，維持政體的表現外，還需要積極建立成員對於共同體或典則價

值的情感要素，以為特殊性支持衰減時的緩衝，穩定體系的運作。所以，同時考

量兩種支持屬性所發揮的功用，對我們思考體系的運作實有重要的幫助。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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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政治支持的研究實為延續 Almond 與 Verba(1989)對於公民文化類型研究

的看法而來，Almond 與 Verba 將公民文化區分為數個類別的模型觀點，也可以

運用在對兩種屬性的政治支持的分析上。而且，在台灣民主基金會的研究報告

（2005）中對於民主指標的建構方式，則恰好提供了我們操作化的思考起點，以

建立民眾對民主態度類型的思考方向。  

因此，本研究即依民眾對「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的程度高低，將

政治支持區分為四個分類，分類的最主要意義，就是在便於我們瞭解台灣社會對

政治支持看法上的差異，而不同支持類型的民眾，對於未來政治發展的態度，可

能會帶來不同的影響。 

 

在第二章中，我們簡單的提及政治支持的四個分類，如上表 2-1。我們依照

民眾對於特殊性與廣泛性支持的高低程度加以區分，可將政治支持分為四個類

型。類型一（Hh 型）表示對於兩種政治支持都具有較高的支持傾向，類型二（Hl

型）表示民眾的廣泛性支持高，但特殊性支持低，類型三（Lh 型）表示民眾的

廣泛性支持低但特殊性支持高，類型四（Ll 型）則顯示民眾的廣泛性支持與特

殊性支持都處於較低的狀態。 

在四種支持類型中，理論上對維持體系穩定最有幫助的類型應該是類型一

（Hh 型），因為該類民眾對兩種政治支持都有較高的支持程度，顯示他們不僅對

執政當局的施政表現感到滿意，同時也對於典則價值有相當程度的信念，因此對

維持體系穩定最有幫助，可說是「穩定型」的民眾。不過，在一個社會上，民眾

既對執政當局感到滿意，又具備體制價值的信仰，並不容易培養，其數量可能也

不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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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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極端則是類型四（Ll 型），也就是兩種支持屬性都處於負面評價的

民眾。這類民眾顯然對於體系的穩定最具傷害，因為無論是特殊性或廣泛性層

面，體系都無法從這類民眾中獲得支持來源，他們不僅認為權威當局無法滿足他

們的需求，同時也無法從體系裡獲得相互認同的情感，除了是低度支持以外，這

類民眾也很可能與疏離感（political alienation）有密切的關聯性，因此可說是「疏

離型」的民眾。 

介於上述兩個類型之間的，是民眾只能從其中一種支持屬性的政治對象裡獲

得滿足。類型二（Hl 型）是廣泛性支持較高，但對於執政當局的表現不滿的民

眾，這類民眾不滿意當前執政政府的施政表現或經濟發展，但卻無損其對體系的

價值層次評價，這表示，這類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負面感受並未因此向上延伸到

對於抽象層次的評價，也就是廣泛性支持發揮作用的類型，當體系無法從特殊性

支持中獲得輸入來源時，此時廣泛性支持的緩衝效果就產生作用，使體系維持不

墜，因此可名為「支持型」。而與類型二相對應的類型，則為特殊性支持高，但

是廣泛性支持低的類型三（Lh 型），這類民眾雖然在特殊性需求上從體系獲得所

需，但是卻缺乏對於成員或價值層次的認同感，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成員正處

於價值體系轉變的過渡時期，此時對廣泛性支持尚未確立，或尚無法獲得滿足，

因而從特殊性層次來取得對政權的信任，也表示他們屬於執政政府亟欲拉攏的對

象，亦有可能是執政政府下的既得利益者，因而無視於典則價值層次的概念評

價，是以類型三的民眾相當接納目前的治理情形，對政權十分順從，所以這類民

眾可能就是權威當局統治的最好對象，所以將之稱為「順從型」民眾。 

若從民主政治的發展來看，社會中培養越多的廣泛性支持民眾，顯然對民主

政體的信念越堅固，對於民主體制的維持也越有助益，另一方面來看，社會上特

殊性支持民眾越多，顯示當前民主政府的表現獲得肯定，治理危機相對的也減少

許多，同樣也有利於民主的存續。然而，低度的支持也不完全是壞事，因為過高

的支持熱度，帶來的或許只是情緒性的影響，反而缺少了理性反思的空間，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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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維持部份低度支持的成員，對於體系而言或許更能儲蓄社會上所需要的動能，

因此，四個類型的成員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未嘗不是提供了正面的能量。 

從資料上分析，本研究將「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的因子分數，重

新編碼為民眾對兩種支持屬性的支持程度。由於因子分數乃是將原先的變數標準

化後，成為平均數為 0，標準差為 1 的平均分數，因此，我們可以依觀察值的因

子分數與平均數的差異決定因子分數的程度，換言之，若某個觀察值其因子分數

大於平均數 0，則為高，反之為低。 

以特殊性支持而言，主要是由三個因子所形成的構面，分別為「權威當局因

子」、「國會與政黨因子」、「官僚與司法因子」所組成，因此，在三個因子中，有

兩個以上的因子分數小於平均數 0，則表示其特殊性支持程度低；反之，若有兩

個以上的因子分數大於平均數 0，則表示其特殊性支持程度高。 

若就廣泛性支持而言，分別是由「民主價值因子」與「民主政治因子」所構

成，「廣泛性支持高」的民眾應該是在兩個因子分數上都大於平均數 0 的觀察值，

除了這類以外，其餘像是兩因子中只有其中一個因子大於 0 或兩個因子都小於 0

的觀察值，都歸入為「廣泛性支持低」的類型，之所以如此分類，主要在於廣泛

性支持屬於社會上抽象層次的價值態度，我們很難單憑一個面向（無論是民主價

值或是民主政治）的態度，就斷定民眾的廣泛性支持程度，因此，筆者以最保守

的方式歸類，只取在兩個因子構面上都比平均值大的觀察值，代表他們對廣泛性

支持的程度比起全部民眾來得高，這樣做雖然可能會使「廣泛性支持高」的民眾

比例偏低，但從另一個角度而言，在同屬抽象價值的不同層面上都具有較高支持

程度的民眾，可能才更貼切的反應出廣泛性價值的理論意涵。下表 4-1 則呈現出

四個類別民眾的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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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民眾在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的高低程度上有不同的

差別。以特殊性支持的分佈情況來說，「特殊性支持低」的民眾有 535 位，為全

體的 51.3％，顯示在特殊性支持上，台灣民眾高低兩類的分別差別不大，但是偏

向特殊性支持低的民眾稍微多一點；然而在廣泛性支持上，高低兩類的差別就相

當明顯了，台灣社會上，大約有 25.2％的民眾（263 位）是屬於「廣泛性支持高」

的類型，有將近四分之三的民眾在廣泛性支持上屬於低度的狀況，這個明顯的差

距，呈現出台灣社會對廣泛性支持的儲存還有極大進步空間。 

另外從四個類型的分佈來看，由於「廣泛性支持高」的民眾比較少，因此「穩

定型」與「支持型」的分佈是四類中最少的大約一成二左右，另外比例最高的是

「疏離型」民眾，占了三成八，這顯示出台灣社會對於執政當局普遍的不滿同時

也對民主體制沒有信心的民眾為數不少，應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整體而言，

四個類型由「穩定型」、「支持型」、「順從型」至「疏離型」呈現斜 J 字型的分佈，

也就是廣泛性支持高的民眾比例較低，廣泛性支持較低的兩類民眾（「順從型」、

「疏離型」）分別是另外兩型的三倍左右，呈現不均衡的情形。 

不過，一個社會中應該有多少比例的民眾是「穩定型」，有多少比例的民眾

是「疏離型」，對於民主社會的整體發展才有正面的助益，其實是很難下結論的，

表 4-1 的分佈，至少提供了我們對台灣社會狀況的訊息，在我們思考民主政治發

展的問題時，除了經濟發展，或是憲政制度的配套考量，有必要從民眾對民主體

制的感受，以及民眾對民選政府表現評價的角度，來深思體制發展與政府表現之

表 4-1：TEDS2003 調查中四個分類的政治支持 

 特殊性支持高 特殊性支持低 總計（％） 

廣泛性支持高 穩定型（12.1） 支持型（13.1） 263（25.2） 

廣泛性支持低 順從型（36.6） 疏離型（38.2） 779（74.8） 

總計（％） 507（48.7） 535（51.3） 1042（100.0） 

註 1：細格內數字為各分類的實際人數，括弧內數字為各分類占全體的百分比。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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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方有助於台灣未來民主的鞏固發展。因此，下節將進一步針對四種不

同類型的民眾分析其社會人口的特徵，使我們能更加釐清其政治支持類型之間的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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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四分類的人口關聯性分析 

表 4-1 的政治支持四分類提供我們對民眾支持態度的初步圖像，下一步的分

析就是希望針對四個類型進行關聯性的分析，進一步探討四個分類的民眾有哪些

社會人口特徵，以幫助我們瞭解台灣社會上不同的人對於「支持」對象認知的差

異。本節中，將針對主要的社會人口特徵與政治支持的分類加以討論。其中以性

別、年齡、教育程度、省籍、職業與政黨認同，作為分析政治支持分類的主要依

據。由於政治支持是一種政治態度，而政治態度往往會受到社會上既有的社會區

隔或是人口特徵的影響，因此，政治支持必須與台灣社會主要的社會人口特徵相

互聯結，才得以窺其全貌。因此，本研究便以前述的六個社會人口特徵作為分析

的自變項。 

 

以性別而言，男性與女性由於過去在社會上既定的角色大有不同，大多數的

政治討論環境下，男性往往是主要參與的成員，相較於女性，男性表現出的政治

熱情也高出許多。雖然隨著時代的進步，性別差異在各方面漸趨於平等，女性也

開始主動參與許多政治活動，甚至成為主要的政治人物，但是一般而言男性表現

出主動、積極的支持態度，還是比較多數（這當然是個一般性的假設，因為我們

的確也可以從身邊的新聞中看到許多熱情的女性支持者，不過整個社會對於政治

事件的關注程度，筆者還是認為男性比較積極），從政治支持的角度來看，由於

特殊性支持是成員對權威當局的態度，如果男性比較積極、主動的對政治發表評

論，提出意見，那在特殊性支持的的差異也應該會比女性明顯；相對的，廣泛性

支持是價值信念的培養，理論上而言，在性別之間的差異，也許就不是十分的明

顯。 

在年齡的部份，筆者傾向從世代（generation）的角度來觀察。「世代」意指

成長生活在同樣的歷史時期的一群人，因為共同的生活經驗，所以受到相同的文

化、社會等等因素的影響，從而表現在他們的行為上，使得「這一代人」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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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思考態度，迥異於其他時代的民眾，也讓我們可以分辨不同年齡團體的差

異(Easton and Dennis 1969, 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84)。而「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則特別著重於不同世代的民眾在政治態度上的差別。因為不同世代

的民眾各自有自己的生命週期（每個人都會經歷生老病死，各自有自己不同的求

學、就業、成家等等歷程），以及共同的群體經驗（同一個時代相同的文化與社

會現象，像是抗戰、日據、二二八事件等等），所以不同世代的民眾，表現在政

治上的態度也不會完全一樣（劉義周  1994）。 

因此以「政治世代」作為區分年齡層的依據，可以反映出時代變遷對民眾所

造成的影響，以政治支持的研究而言，若我們想釐清民眾為甚麼支持民選政府，

或是為甚麼對民主體制感到不耐，時代的差距與當代的民選政府之間的關聯性，

可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方向。許多以世代進行研究的結果都指出，在政黨認同

上，年輕世代的選民有相對較高的比例傾向認同民進黨（劉義周  1994；吳乃德  

1999），而陳陸輝（2000）針對政治世代的持續分析中發現，由於年輕世代傾向

支持民進黨，因此「若是選民政黨傾向維持不變，將使國民黨淪為實質的少數」，

這些研究與討論說明了世代變遷和政黨認同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來看，游清

鑫、蕭怡靖（2005）同樣從世代的觀點解讀台灣民眾在民主價值與長期的社會分

歧現象，他們認為，隨著沒有歷經威權統治時期的「民主世代」的成長，他們比

起「威權世代」有更高的民主價值認知，因而有助於台灣未來的民主鞏固。 

所以，當我們由政治支持的角度來思考政治世代的意義時，劃分的標準也應

該與政治支持的概念有關。筆者以為，若從特殊性支持的角度來看，由於當前的

執政當局為民進黨政府，同時又隨著年輕世代認同民進黨的比例增加，以「民進

黨成立時，具有公民權」作為世代劃分的依據，似無不可。這是因為，民進黨的

成立在當時威權體制的政治氛圍下，代表著反對陣營的形式化、公開化，因此民

進黨的成立，對於台灣民主化的發展有不可忽視的貢獻。然時至今日，民進黨已

經成為執政黨，在民進黨成立時對民主發展懷有憧憬的民眾，又是如何看待現今

的政治局勢？他們在特殊性支持上的態度，是否會受到本身對民進黨的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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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此外，從世代的理論來看，在民進黨成立之時具有公民權，直至真正的國

會普選，還有六年的時間，這其中年輕世代的民眾逐步脫離威權統治的陰影，而

年長世代的民眾則逐漸凋零，在威權時期，剛成年的年輕人面對新的政黨成立，

在其生命週期中可說是面臨了重大的社會變遷，因此很有可能改變他的心態與看

法，而且伴隨著民進黨所強調的民主價值，也可能在廣泛性支持上產生世代的差

異。因此，本研究以「西元 1986 年民進黨成立時，年滿 20 歲具有公民權」，作

為世代區分的標準，因此在西元 1966 年之前出生的民眾為「前民進黨世代」，在

此之後出生的為「民進黨世代」。比較起來，「民進黨世代」的民眾由於成年時出

現了當時的反對黨，如今的執政黨，因此情感上對民進黨會較有好感，所以投射

到目前的執政黨政府上，他們的特殊性支持也會比「前民進黨世代」高。 

 

對於政治態度的影響，教育程度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變數。透過學校教

育，除了知識與學習能力的提昇以外，同時透過政治社會化的作用，也將既有的

行為與思考模式傳遞給下一代。在許多研究中，都將教育程度視為重要的研究控

制變數，以投票率的研究來說，Wolfinger 與 Rosenstone(1980)在「Who Votes」

一書中從社會結構面向，探討造成選民投票與否的因素為何，他們發現教育程

度、年齡、職業與收入等因素對於投票有重要的影響，在控制了其他的情形下，

高教育程度、在學者的投票率會比較高。我們可以把投票視為政治參與的重要一

環，而從政治支持的角度而言，投票也可被視為大眾提供積極支持的行為，因此

不同的教育程度反映在政治支持的態度理應不同。而從社經結構的層面來看，社

會既有的分歧往往會透過教育程度的改善而消弭，或是因為教育程度的差別而產

生新的分歧，例如 Dalton 針對東西德的研究裡指出，社會經濟發展模型預期教

育程度越好的人傾向拒絕繼續接受共產體系時的權威價值，而轉向多元主義與民

主規範，但是，因為他們是新政體的既得利益者，也透過這個體系才獲得較高的

教育，這些教育程度越好的人，其實反映的是社會上優勢階級(Dalton 1994, 

483)。然而以後物質的眼光來看，教育程度的差別是成就了新的社會分歧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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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教育程度越高的民眾，越會去思考自己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Dalton 

1996, Ingelhart 1997)，亦即教育程度越高的人，更易於認同民主的理想型（ideal 

type），同時也對民主的實行面具有批判精神，因此在他們面對民主化的態度時，

便處於面對民主的理想面與實然面的緊張狀態(Rose, Shin and Munro 1999, 154)。 

因此，筆者在處理教育程度時，主要在於區分出受教育的等級，藉以釐清不

同階段教育程度的民眾，態度上是否有差異，在操作化上便區分為三個分類，僅

受過義務教育以下的民眾一類，高中職肄、畢業者一類，大專以上另成一類，而

受教育程度越高者，在廣泛性支持上理應會有較高的支持程度。 

 

從總體的社會經濟結構面來看社會分歧，我們還會發現社會分歧與社會經濟

地位有相當的關聯性。前述 Wolfinger 與 Rosenstone(1980)的研究中發現，職業階

級的差別是造成投票率的影響因素之一。這是因為職業往往形成社會階級的分水

嶺，因此不同的職業結構造成了不同的政治態度，因此，社會經濟結構的差異，

往往會透過社經階級反映出來，一些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也多把性別、年齡、

教育以及職業（將之轉換為社經階級）視為重要的控制變數（Rose, Shin and Munro 

1999, Norris 1999b；盛杏湲、陳義彥  2003）。因此本研究處理職業的方式，參

照盛杏湲、陳義彥（2003）對職業的處理，將其歸類為三種不同的社會經濟階級，

職業為經理及專業人員，包括議員、官員、經理人員、專業人員等，因為同屬收

入與工作條件較為穩定的一群人，因此歸納為「經理及專業人員」；而技佐、辦

事員、服務人員以及從事農林漁牧、專技工匠、操作組裝人員，則歸類為「辦事

及服務人員」；另外，學生、家庭主婦、失業或退休者，由於沒有固定的職業，

生活環境也以家庭居多，生活型態較為單純，因此併為一類。 

省籍與政黨認同則可說是台灣社會上重要的人口特徵與社會區隔。而在大部

分與政治支持相關的研究中，也多以省籍和政黨認同為研究的控制變項，以政治

信任感的研究而言，政黨認同在歷次選舉中都有顯著的影響，在野政黨執政後會

使其認同者的政治信任感隨之轉變，但原先執政黨的認同者並不會因此而對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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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政治信任感轉為負面評價，此外，大陸各省的民眾相對於本省客家人，在歷

次選舉中都是比較傾向國民黨或是泛藍的候選人（陳陸輝  2002, 75）。所以我們

可以發現省籍因素往往與社會重要區隔之間有密不可分的關係，而民眾對執政黨

的認同感則可能使他們的特殊性支持偏高，因此省籍差異以及政黨認同與政治支

持之間可能存在著關係，至於變數的操作化上，本研究將省籍區分為本省客家

人、本省閩南人以及大陸各省市人三個主要的類別，政黨認同的部份則是以民眾

對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三個主要政黨的認同為主，之所以不考量合併為藍綠

陣營，一方面因為筆者以為具有民進黨認同的民眾，對於執政黨政府的特殊性支

持應該會比較高，而在野黨則會比較低，另一方面同為泛藍陣營的在野黨，雙方

支持者在政治支持上的態度，除了特殊性支持會偏低以外，在廣泛性支持上有沒

有甚麼不同？也是筆者想要探究的問題。藍綠立場可以說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但

是對於政治態度的實然面分析，筆者認為應該做細緻一點的區分，比較能抓住社

會的現象。雖則如此，由於新黨以及台聯的個案數實在太少，為免分析上的困難，

因此筆者只有以遺漏值處理，而僅留下民眾對三個主要政黨的認同情形。 

 

下表 4-2～4-7 為各主要社會人口特徵與政治支持四個分類的關聯性分析，

並透過列聯表的方式呈現各自變數與政治支持的關係。 

表 4-2 為性別與政治支持類型的列聯表。由卡方檢定可知性別差異與政治支

持類型之間具有關聯性，調整後餘值主要是讓我們比較各細格和全體比例之間的

差異，若餘值的絕對值大於 1.96，表示該細格與其他觀察值間具有統計上顯著的

差異。從調整後餘值分析可知，四個類型中，性別在「穩定型」和「順從型」上

有比較大的差異，和全體民眾比較起來，男性在「穩定型」中比全體民眾顯著偏

高，在「順從型」中則比全體民眾顯著偏低，而女性在上述兩類的分佈則剛好呈

現相反的情況。 

會出現兩個類型上顯著的差異，筆者以為主要是由於男女性別在社會功能上

的差別所帶來的影響。男性一般而言對於政治活動較為熱衷，對於政治現象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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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較為積極，因此他們在特殊性支持的態度也比較鮮明，從交叉表中就發現，男

性在「穩定型」與「順從型」的比例，與全體相比正好前者偏高後者偏低，「穩

定型」與「順從型」同樣都代表特殊性支持高，而在「穩定型」中較為偏高，顯

示特殊性支持高的男性傾向把這份支持提昇至廣泛性層次，造成前者偏高而後者

偏低的現象，至於女性或許由於多以家庭為生活重心，性格較為保守，因此這方

面剛好相反，她們比較不會把特殊性支持與廣泛性支持聯結，而呈現多數停留在

「順從型」裡的現象。 

 

表 4-2：性別與政治支持四分類之列聯表 
性別  穩定型 支持型 順從型 疏離型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82 72 181 211 546 

橫行% 15.0 13.2 33.2 38.6 100.0 男 

調整後餘值 3.0 .0 -2.4 .3   

個數 44 65 200 187 496 

橫行% 8.9 13.1 40.3 37.7 100.0 女 

調整後餘值 -3.0 .0 2.4 -.3   

x2=11.841

p ＝0.008

df =3

 樣本數 126 137 381 398 1042  
 橫行% 12.1 13.1 36.6 38.2 100.0  
註 1：統計檢定分別為卡方檢定（x2）、機率值（ ρ ）與自由度（df ）。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世代差異是否表現在政治支持的類型上呢？不同世代的民眾會不會特別屬

於哪個類型呢？表 4-3 為世代與政治支持分類的交叉表，從統計檢定中我們可以

發現世代差異的確與不同類型的政治支持有關聯性。另外從調整後餘值觀察不同

世代與支持類型的分佈狀況，我們發現，與全體民眾相比，「民進黨世代」在「支

持型」的比例較全體民眾顯著偏高，在「順從型」上顯著偏低，與「前民進黨世

代」相較，剛好是相反的趨勢。 

這個分析結果與本研究的預期不符，筆者預期「民進黨世代」會因為成年時

受到新政黨出現的影響，而持續加強對民進黨的支持，但是，關聯性分析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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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世代」反而在「順從型」上特別低，在「支持型」上特別高，也就是他

們對特殊性支持的評價偏低，但是對於廣泛性支持的評價偏高，這個結果雖不如

預期，但是卻與相關的研究若合符節。游清鑫、蕭怡靖（2005）以「民主世代」

以及「威權世代」檢驗民眾在民主信念與民主價值的差異，他們發現越年輕的「民

主世代」在這方面的表現要比「威權世代」好，而廣泛性支持的其中一部分就蘊

含了民主價值的概念，因此本研究「民進黨世代」在特殊性支持偏低，在廣泛性

支持偏高的情形，可視為年輕世代對典則價值層面的信念，要比年長世代穩固，

因此「穩定型」民眾比較多，而年輕世代對於權威當局的評價顯然不受民進黨執

政與否的影響，呈現偏低的狀態，因此「順從型」的比例比較少，這也間接說明

了世代對於政治支持的影響，實際上仍然是存在的。 

 

表 4-3：世代與政治支持四分類之列聯表 
世代  穩定型 支持型 順從型 疏離型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67 59 244 238 608 

橫行% 11.0 9.7 40.1 39.1 100.0 
前 民 進黨

世代 
調整後餘值 -1.2 -3.9 2.9 .7   

個數 59 78 137 161 435 

橫行% 13.6 17.9 31.5 37.0 100.0 
民 進 黨世

代 
調整後餘值 1.2 3.9 -2.9 -.7   

x2=19.91

p ＝0.000

df =3

 樣本數 126 137 381 399 1043  
 橫行% 12.1 13.1 36.5 38.3 100.0  
註 1：統計檢定分別為卡方檢定（x2）、機率值（ ρ ）與自由度（df ）。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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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世代的廣泛性支持會比較高，很可能是隨著時代進步，大眾的教育程度

普遍提昇的結果。表 4-4 呈現教育程度與政治支持分類之間的關係。表 4-4 中一

樣可以發現，教育程度的差異對於四個類型的政治支持的確有顯著的影響。透過

調整後餘值的檢定，我們發現「專科大學以上」教育程度的民眾，其政治支持的

態度與「國中以下」的民眾有明顯的不同。「專科大學以上」教育程度的民眾，

在「支持型」上的比例較全體民眾顯著偏高，在「順從型」上顯著偏低，「國中

以下」教育程度的民眾，則恰呈相反趨勢。 

教育程度越高的民眾，廣泛性支持的程度應該越高，所以「專科大學以上」

民眾在廣泛性高、特殊性低的「支持型」中的比例比全體為多，而教育程度較低

的民眾則比全體少，可說是符合對教育程度的觀察。另外，教育程度較低的民眾，

在「順從型」裡的比例則比全部民眾多，顯示出他們習於權威當局的表現，而成

為統治階級最重要的支持來源。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在台灣社會中「高中職」教

育程度的民眾，在政治支持的分類上是最貼近平均狀態的，雖然「疏離型」比例

略高一些，但也沒有通過統計檢定，所以若以「高中職」教育程度為分界，只接

受九年義務教育的民眾，在特殊性支持會較高，廣泛性支持會較低，而專科大學

以上民眾則剛好相反。 

 

表 4-4：教育程度與政治支持四分類之列聯表 
教育 
程度 

 穩定型 支持型 順從型 疏離型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46 20 173 130 369 

橫行% 12.5 5.4 46.9 35.2 100.0 
國中 
以下 

調整後餘值 .3 -5.5 5.1 -1.5   

個數 40 43 113 140 336 

橫行% 11.9 12.8 33.6 41.7 100.0 高中職 
調整後餘值 -.1 -.2 -1.4 1.6   

個數 39 73 93 126 331 

橫行% 11.8 22.1 28.1 38.1 100.0 
專 科 大學

以上 
調整後餘值 -.2 5.8 -3.9 -.1   

x2=56.83
p ＝0.000

df =6

 樣本數 125 136 379 396 1036  
 橫行% 12.1 13.1 36.6 38.2 100.0  
註 1：統計檢定分別為卡方檢定（x2）、機率值（ ρ ）與自由度（df ）。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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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級的差異往往會造成政治態度的差異，社經地位越高的民眾，對於後

物質方面的價值評價也越高（盛杏湲、陳義彥  2003, 21），所以他們可能會比較

傾向價值層面的態度。表 4-5 為職業類別與政治支持的關聯性分析，職業差異與

四個政治支持分類具有關聯性，而經理及專業人員由於是社會上較富裕的工作階

級，因此他們在「支持型」的比例要比全體民眾來得高，顯示他們對於廣泛性的

支持程度比起其他類別高，符合我們對社會階級與廣泛性支持的看法。同時，這

個階層屬於「順從型」的民眾，其比例要比全體低，也凸顯出工作階層的特性，

經理及專業人員當中傾向對權威當局提供具體支持、又較沒有廣泛性支持的民眾

會比較少。 

而在失業、退休、家管者的部份，分析發現他們在「順從型」的比例則較全

體為高，可能說明了這部份的民眾由於工作不穩定或是沒有工作，心態漸趨保

守，只要沒有重大事件，自然而然對於權威當局的統治不會主動的挑戰，在廣泛

性支持上，對於民主體制的信念也會比較模糊，因此落於「順從型」的民眾才比

全體民眾來的多。 

 

表 4-5：職業與政治支持四分類之列聯表 
職業  穩定型 支持型 順從型 疏離型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35 47 65 102 249 

橫行% 14.1 18.9 26.1 41.0 100.0 
經 理 、專

業人員 
調整後餘值 1.1 3.1 -4.0 1.0   

個數 43 48 158 156 405 

橫行% 10.6 11.9 39.0 38.5 100.0 
辦 事 、服

務人員 
調整後餘值 -1.1 -1.0 1.3 .2   

個數 46 41 155 136 378 

橫行% 12.2 10.8 41.0 36.0 100.0 
失 業 、退

休、家管 
調整後餘值 .1 -1.7 2.2 -1.1   

x2=20.89
p ＝0.002

df =6

 樣本數 124 136 378 394 1032  
 橫行% 12.0 13.2 36.6 38.2 100.0  
註 1：統計檢定分別為卡方檢定（x2）、機率值（ ρ ）與自由度（df ）。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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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省籍部份，表 4-6 的卡方檢定顯示，與政治支持之間的影響並不顯著，未

能通過統計檢定的考驗，是六個變數中唯一與政治支持沒有統計上關聯性的變

數。省籍長期以來被視為是重要的社會人群區隔要素，許多重大的社會議題都透

過省籍發揮作用，像是統獨立場、族群意識等等。然而在政治支持的部份，省籍

似乎沒有出現區隔的作用，換句話說，政治支持並沒有因為民眾籍貫的不同而有

顯著的差異。這對台灣社會而言，其實可能是一個好的現象，顯示我們的社會上，

並不會因為籍貫屬性的不同，在廣泛性支持或特殊性支持上有明顯的差異，造成

政治支持差異的原因與天生的籍貫因素無關，可能受到前述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

較大，例如教育程度、年齡世代、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 

不過，雖然無法從統計檢定中發現省籍差異與政治支持的關係，但從調整後

餘值的分析，也可以發現一些值得玩味的資訊。本省閩南人屬於「疏離型」者，

其比例較全體民眾來得低，相對的，大陸各省市人在「疏離型」的比例比全體偏

高，在「順從型」比全體偏低。由於這兩個類型都是廣泛性支持低的類型，但是

我們發現此時的民眾同時又屬於特殊性支持低的「疏離型」時，本省閩南人會偏

低，但是大陸各省市人則偏高，這說明了面對所謂的「本土政權」，大陸各省市

人有相當程度的反抗，因而轉向疏離，然而這個反抗是針對陳水扁政府的不滿，

或是他們面臨所有的本土政權都有危機感，還需要從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中來獲得

證實。 

表 4-6：省籍與政治支持四分類之列聯表 
省籍  穩定型 支持型 順從型 疏離型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16 19 64 66 165 

橫行% 9.7 11.5 38.8 40.0 100.0 
本省 
客家人 

調整後餘值 -1.1 -.6 .7 .4   

個數 94 91 269 262 716 

橫行% 13.1 12.7 37.6 36.6 100.0 
本省 
閩南人 

調整後餘值 1.5 -.3 1.3 -2.1   

個數 13 21 34 63 131 

橫行% 9.9 16.0 26.0 48.1 100.0 
大 陸 各省

市人 
調整後餘值 -.8 1.1 -2.6 2.4   

x2=11.521
p ＝0.074

df =6

 樣本數 123 131 367 391 1012  
 橫行% 12.2 12.9 36.3 38.6 100.0  
註 1：統計檢定分別為卡方檢定（x2）、機率值（ ρ ）與自由度（df ）。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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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對於政治支持類型的影響就相當明顯了。表 4-7 為國民黨、民進黨、

與親民黨的認同者與政治支持之間的列聯表。表中顯示，民眾的政黨認同與四個

分類之間確有關聯性，以民進黨認同者而言，他們在特殊性支持的態度相當鮮

明，無論是「穩定型」或「順從型」（都是特殊性支持較高的類型），其比例都比

全體民眾來得顯著偏高，而在「支持型」與「疏離型」（皆為特殊性支持低的類

型），比例都比全體民眾低（「支持型」上沒有通過檢定考驗），可見得，執政黨

的認同者會將他們對權威當局的感覺，具體的反映在支持態度上；另外比較民進

黨認同者在「順從型」與「疏離型」的差別，兩類型皆為廣泛性支持低，差別僅

在特殊性支持的程度高低，而民進黨認同者在「順從型」裡的比例，比全體民眾

顯著偏高，在「疏離型」上顯著偏低，進一步說明了同樣處於低度的廣泛性支持

類型下，執政黨認同者更會傾向對權威當局提供政治支持，尤其「順從型」民眾

占全體民進黨認同者的四成六，比例極高，顯示特殊性支持對民進黨認同者起了

相當的作用。至於對體系發展有重要幫助的「穩定型」中，其比例也較全體民眾

高，這解釋了民進黨長期以民主發展為訴求所發揮的效果，其支持者不僅有較多

的比例落於特殊性支持高的類型裡，同時也擴及廣泛性支持高的類型。 

國民黨認同者則是在兩個廣泛性支持較低的類型中，有明顯的差異。在「順

從型」裡，國民黨認同者比例明顯要較全體民眾比例為低，但在「疏離型」中為

高，這表示出國民黨認同者對權威當局的不信任，因此特殊性支持偏低的人比較

多，兼且都處於廣泛性支持低的狀態，因此落於「疏離型」的民眾就比全體民眾

來的高。 

親民黨認同者則呈現出「支持型」多、「順從型」少的樣態。「順從型」較全

體偏低，可能也是因為對權威當局的不信任，因此特殊性的支持程度高的類型就

會比較少，但是在特殊性支持低的類型中（「支持型」與「疏離型」），兩個類型

皆比全體民眾的比例高，但「疏離型」接近顯著差異的水準而「支持型」達到顯

著的差異，從「支持型」比例較高我們可以看出，親民黨認同者在廣泛性支持的

表現上要較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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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上面的分析大致發現，三個政黨在政治支持上的趨勢各不相同，國

民黨認同者在廣泛性與特殊性支持上都偏低；親民黨認同者的特殊性支持也偏

低，但是廣泛性支持的表現較好；民進黨認同者則是明顯的偏重在特殊性支持的

層面，所以多落於特殊性支持高的類型裡，此外由於政黨屬性對民主發展的訴

求，民進黨認同者在廣泛性支持的表現不差，是三個政黨中唯一「穩定型」民眾

較全體民眾多的政黨。 

政黨認同的差異似乎成為政治支持類型的主要歧異之處，不過，從另一個角

度來看，由於特殊性支持是民眾向權威當局提出特定需求以獲得滿足的支持來

源，在台灣社會中，隨著執政權力的更替，不同政黨認同者對執政當局的態度可

能也會隨之變化，如果我們要進一步釐清不同政黨屬性的認同者，對於政治支持

的態度，是否具有根本上的差異，是否某些政黨的認同者特別偏向特殊性支持？

某些特別偏向廣泛性支持？我們可能還需要在不同政黨的執政下進行討論，或許

對特殊性支持較高的認同者會隨著不同政黨的執政而改變，各政黨支持者落於四

個類型的比例或會改變也未可知。 

 

表 4-7：政黨認同與政治支持四分類之列聯表 
政黨 
認同 

 穩定型 支持型 順從型 疏離型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24 32 64 97 217 

橫行% 11.1 14.7 29.5 44.7 100.0 國民黨 
調整後餘值 -.6 .8 -2.4 2.2   

個數 45 31 128 74 278 

橫行% 16.2 11.2 46.0 26.6 100.0 民進黨 
調整後餘值 2.4 -1.1 3.9 -4.6   

個數 10 25 28 50 113 

橫行% 8.8 22.1 24.8 44.2 100.0 親民黨 
調整後餘值 -1.1 3.0 -2.7 1.4   

個數 48 49 161 178 436 

橫行% 11.0 11.2 36.9 40.8 100.0 
無 反 應及

其他 
調整後餘值 -1.0 -1.5 .2 1.5  

x2=42.99
p ＝0.000

df =9

 樣本數 127 137 381 399 1044  
 橫行% 12.2 13.1 36.5 38.2 100.0  
註 1：統計檢定分別為卡方檢定（x2）、機率值（ ρ ）與自由度（df ）。 
註 2：資料來源為 TEDS2003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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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政治支持四分類的解釋模型 

透過上一節對政治支持的關聯性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掌握四個分類的社會人

口特徵，不過，是哪些社會人口因素對政治支持的類型有更直接的影響呢？還

有，Easton 提到政治支持部份的反面意涵是政治疏離感（political alienation）

(Easton 1975, 456)，那麼民眾的疏離感是否會對支持類型造成影響？哪些類型有

甚麼樣的人口特色，具有甚麼樣的支持性質，則是本節主要的討論主題。 

影響政治支持分類的因素，除了前述的社會人口特徵以外，民眾的政治疏離

感程度，可能也是重要的成因之一。Easton(1975, 456)認為疏離感應該作為廣泛

性支持的主要潛在的決定要素，主要理由是因為如果民眾有了疏離感的感覺，就

表示他可能也從中感受到了對於政治對象的負面評價，因此疏離感的程度可作為

我們觀察廣泛性支持的指標之一。 

由於政治疏離感有許多的面向與意涵，在測量上也有不同的切入點，陳陸

輝、陳義彥（2002, 4）提到政治疏離感包括了政治信任以及政治功效意識（political 

efficacy）的成份。江文孝（2005）則詳細的討論政治疏離感與政治功效意識之

間的關係以及測量方面的文獻，並採用政治信任感與政治功效意識的題目，建構

疏離感的類型。然而，上述文獻把信任感與功效意識分開測量，除了因為這方面

的測量方式太多樣，不同的主題有不同的測量方式以外，其主要目的乃是為求掌

握不同面向的疏離感意義，他們都以「政治信任感」表達對權威當局、典則機構

的評價，以「政治功效意識」表達個人對政治行動與政治過程的參與感。可是，

筆者以為，如果我們回到 Easton 對於政治支持與疏離感的討論便可發現，正由

於疏離感的多重面向與政治支持的各個部份都略有關聯，因此他主張把疏離感留

在廣泛性支持的討論當中，因為這兩者間「有很高的可能性，存在顯著的交互關

係或是具有相互強化的作用」(Easton 1975, 457)，因此，本研究傾向把疏離感的

界定，限縮在過去學界常用來表示廣泛性層面態度的「政治功效意識」的測量，

並從 TEDS2003 的問卷資料中，以外在政治功效意識（「我沒有影響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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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乎我」），以及內在政治功效意識（「政治太複雜」）1為主，加總三個題目再

取其平均分數，整合而為疏離感的測量指標。當民眾的政治疏離感越高時，他的

廣泛性支持也越弱。 

 

本節的分析中，將以政治支持的四個分類為應變數，分析四個類別的社會人

口特徵與政治疏離感的關係。由於政治支持的分類為名目尺度（nominal variable）

資料，因此本研究以多元勝算對數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為分析工具，

估計的模型即為政治支持類型。多元勝算對數模型主要在處理應變數為兩個以上

的類別資料，放在同一個模型中進行比較。這可以方便我們同時比較四個類型的

政治支持，並觀察各類型所具有的特性。在操作化上，本研究將以廣泛性支持低、

特殊性支持低的「疏離型」為對照組進行比較。 

在自變數上，除了前述的社會人口特徵，即性別、民進黨世代、教育程度、

職業、省籍、政黨認同以外，亦將政治疏離感投入模型中進行分析。另外需要加

以說明的是，在變數的處理方式上，政治疏離感一如前述，為 1-4 分的連續性變

數，而教育程度的部份是以「受教育年限」的長短（0-18 年），以連續性變數的

方式處理，而其餘的自變數，除了教育程度以外，皆為名目尺度，因此需以虛擬

變數（dummy variable）的方式投入，在操作化上，性別以「女性」為對照組，

世代則以「前民進黨世代」為對照組，省籍以「大陸各省市人」為對照組，職業

以「失業、退休、家管」為對照組，政黨認同部份則以「無反應及其他」為對照

組。下表 4-8 即為政治支持的解釋模型。 

 

 

                                                 
1政治功效意識的測量問題是詢問受訪者對下列敘述的同意程度，再依其回答結果予以歸併： 
「沒有影響力」：G01  我們一般老百姓對政府所作所為，沒有任何影響力。 
「不在乎」：G02  政府官員不會在乎我們一般老百姓的想法。 
「政治太複雜」：G03  政治有時候太複雜了，所以我們一般老百姓實在搞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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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社會人口變項對四種支持類型的多元勝算對數模型 

穩定型∕疏離型 支持型∕疏離型 順從型∕疏離型  

( )B SE  ( )Exp B ( )B SE ( )Exp B ( )B SE  ( )Exp B

性別（女性=0）   

男性 .35(.24) 1.42 -.15(.22) .86 -.30(.17) .74

世代（前民進黨＝0）   

民進黨世代 .72(.27)** 2.04 .36(.24) 1.43 .11(.19) 1.11

受教育年限（0-18） -.06(.04) .94 .15(0.4)*** 1.16 -.06(.03)* .95

政黨認同 

（無反應、其他＝0）
  

認同國民黨 .20(.32) 1.22 .20(.29) 1.22 -.22(.22) .81

認同民進黨 .78(.28)** 2.18 .50(.30) 1.64 .80(.20)*** 2.22

認同親民黨 -.16(.44) .85 .52(.32) 1.69 -.18(.30) .83

省籍（大陸各省＝0）   

本省客家 -.07(.47) .93 .14(.40) 1.15 .19(.31) 1.21

本省閩南 .31(.38) 1.37 .32(.32) 1.37 .17(.26) 1.21

職業（失業、退休、

家管＝0） 
  

經理、管理人員 -.10(.30) .91 .14(.28) 1.15 -.37(.23) .69

服務、辦事人員 -.32(.28) .73 -.01(.27) 1.00 -.05(.19) .96

政治疏離感（1-4） -1.78(.31)*** .17 -.69(.28)* .50 -.79(.20)*** .46

常數項 3.14(.98)*** -1.78(.99) 2.46(.67)*** 

樣本數        910 
2LRχ         159.83 

p          0.000 

自由度        33 

2Pseudo R−        0.070 

註 1：***表 p <.001；**表 p <.01；*表 p <.05 

註 2：資料來源為 2003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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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8 當中，呈現三個方程式，每個方程式為兩兩類型對比的情形，分別

是「穩定型」vs.「疏離型」、「支持型」vs.「疏離型」與「順從型」vs.「疏離型」。

首先我們先觀察每個模型裡，各變數對政治支持類型所造成的影響。在第一個模

型「穩定型∕疏離型」當中，民進黨世代是一個影響「穩定型」的重要因素，其

係數的意涵為，「民進黨世代」中屬於「穩定型」相對於屬於「疏離型」的相對

機率，是「前民進黨世代」的 2.04 倍。顯示出在民進黨成立以後握有公民權的

民眾，他們成為穩定型的人，會比成為疏離型的人的相對機率高，這可說明隨著

世代的遞嬗，一方面培養出較高的民主信念，一方面也因為民進黨成立時的政黨

形象，使新世代的民眾對執政當局與機構表現的信心都比前一個世代高，所以比

較會落於穩定型而非疏離型。 

前述「穩定型」中民進黨世代在特殊性支持上的效果，其實在政黨認同的因

素中同樣也可以發現。認同民進黨者，落於「穩定型」的人相對於落於「疏離型」

的人的相對機率，是無反應及其他者的 2.18 倍。相較於其他兩個政黨，民進黨

認同者在這方面的相對機率最高，也說明了對執政黨的支持度和政治支持之間的

關係。 

至於政治疏離感對「穩定型」民眾的影響，則透露出政治疏離感傾向越高的

民眾，越傾向於落在「疏離型」當中。從政治疏離感的係數來看，政治疏離感每

增加 1 分（表示疏離感越強），落於「穩定型」的人相對於落於「疏離型」的人

的相對機率，就改變為原來的 0.17 倍，也就是說留在「疏離型」的機率會比較

高。這個結果則是印證了文獻中疏離感作為廣泛性支持反面意涵的說法，當民眾

對於體系表現感到不滿，會逐步的侵蝕其信任的基礎，最後則是對政治體系感到

失望。 

 

在第二個模型「支持型∕疏離型」中，對於政治支持類型有比較明顯影響的

是民眾受教育的程度，以及政治疏離感。民眾受教育的年限每增加一年，民眾落

於「支持型」相對於落於「疏離型」的相對機率，就增加 1.16 倍。由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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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疏離型」同樣都是特殊性支持低的類型，因此這個結果顯示，隨著民眾

接受教育的程度提高，民眾的廣泛性支持程度也會隨之增加。顯然透過教育的過

程對於提昇民主價值、培養民主信念，有正面的效果。 

在模型二裡，政治疏離感的效果和「穩定型」模型裡呈現一樣的趨勢。同樣

也是隨著政治疏離感的增加，落於「疏離型」的民眾相對機率會比較高，而且因

為「支持型」與「疏離型」同樣都是特殊性支持程度低的類型，而政治疏離感在

這個模型中的影響效果又較另兩個模型都大（ ( )Exp B 為 0.50），顯示當疏離感增

加時，比起另兩個模型，民眾不落於廣泛性支持程度高的類型（也就是「支持

型」），而落於廣泛性支持程度低的類型（即「疏離型」）的相對機率要來得高。

顯然在特殊性支持偏低的情形之下，政治疏離感的提昇，使民眾易於傾向成為「疏

離型」而非成為高廣泛性支持的「支持型」，這也回應了 Easton 認為疏離感是政

治支持的反面意涵，特別在廣泛性支持的層次上(Easton 1975, 456)。 

 

至於模型三，「順從型∕疏離型」中，由於兩者同為廣泛性支持程度低的類

型，只是在特殊性支持上有所不同，前者的特殊性支持程度比較高。我們從模型

中發現，由於特殊性支持的程度比較高，所以政黨認同當中，民進黨認同者的作

用相當明顯，認同民進黨者落於「順從型」的人，相對於落於「疏離型」的人的

相對機率，是無反應及其他者的 2.22 倍，其相對機率是三個模型中最大的，這

則是印證了對執政當局的特殊性支持的確受到執政黨認同者的影響，另外，雖然

國、親兩黨的認同者，係數並未通過統計檢定，但從其趨勢來看，恰為落於「順

從型」，會比落於「疏離型」的相對機率低，剛好和民進黨認同者呈相反的趨勢，

不僅反應出朝野對壘的政局局勢，也說明政黨認同的因素對特殊性支持起著重要

的影響，一旦民眾的廣泛性支持不高，從體系中又得不到滿足，他們就有很大的

機會轉進「疏離型」當中。 

前面提及教育程度的因素，會使民眾去思索自己在社會結構的地位(Dalton 

1996, Ingelhart 1997)，因此不再像過去一樣盲目接受權威當局的政治安排。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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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順從型∕疏離型」當中也可以看得出來。民眾受教育年限每增加一年，落於

「順從型」的相對機率就改變為原來的 0.95 倍，也就是會比較傾向落在疏離型

當中。這便相當程度說明了，一旦民眾的廣泛性支持不高，那隨著教育程度的增

加，民眾越會質疑權威當局的施政表現，進而失去信心，轉為疏離。 

最後從政治疏離感的影響我們發現，即便當兩個類型都是廣泛性支持低的時

候，民眾一旦政治疏離感逐漸增加，他屬於「疏離型」的相對機會就比較高，同

樣顯示出疏離感與政治支持之間密切的關係。 

 

整體而言，從表 4-8 的分析當中可以發現，在各個自變數中，主要影響政治

支持類型的因素是民眾的政治疏離感、教育程度，以及對民進黨認同者。政治疏

離感在三個模型當中，都出現負向的作用，顯示政治疏離感指標偏向於「廣泛性

支持低且特殊性支持低」的「疏離型」民眾，表示「疏離型」民眾的確屬於政治

功效意識較低的族群，對體系發展較為冷漠且不關心。 

此外，與疏離感息息相關的則是民眾的受教育程度。從模型一與模型三中可

以發現，受教育年限都對模型有負向的作用，由於模型一與模型三是「穩定型」

與「順從型」分別對「疏離型」的模型，這兩者都是屬於「特殊性支持高」的類

型，差異只在廣泛性支持的程度，這表示，隨著受教育年限的增加，民眾對於「特

殊性支持高」的類型較不偏愛，一旦民眾的廣泛性支持程度也不高，那麼他們對

體系就更加失望，因而轉入疏離型。但從另一個方來看，「支持型∕疏離型」的

模型中，兩個類型都是特殊性支持低的類型，但民眾屬於前一類型的機率比較

高，就可以看出隨著受教育年限的增加，對於廣泛性支持提昇的作用。上述兩個

現象都可說是透過教育所發揮的效果，教育程度提昇，對於執政當局的批評與看

法也比較多元，同時也提昇了民眾對廣泛性價值的培養，因此落於「支持型」的

機率會比較高，但是，如果他們的廣泛性支持不高，那麼伴隨著他們對於執政當

局批判所帶來的不滿，就容易使他們產生對政治體系的疏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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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政黨認同對政治支持的影響，則發揮在特殊性支持的層面上。對執政的

民進黨而言，其認同者對政權表現的支持相當穩固，模型中達到顯著水準的為模

型一：「穩定型∕疏離型」和模型三：「順從型∕疏離型」兩者，而且機率比顯示，

認同民進黨的民眾，落於「穩定型」和「順從型」的機率，要比落於「疏離型」

為高，由於「穩定型」和「順從型」皆為特殊性支持高的類型，由此便可發現民

進黨認同者會積極的表達出對執政當局的支持，也就是說執政黨的認同者，落於

「特殊性支持高」的類型的機率，也會比較高。 

而其他預期對政治支持產生影響的變數，如性別、省籍、職業以及政治世代

等，只有「民進黨世代」的人，在模型一：「穩定型∕疏離型」中落於穩定型較

疏離型高，亦即在民進黨成立時取得公民權的民眾對於台灣社會的政治支持有明

顯的助益，有較高的比例屬於廣泛性支持高且特殊性支持也高的「穩定型」而非

兩種支持屬性都偏低的「疏離型」。至於其他的因素對於政治支持都沒有發揮明

顯的作用，這表示上述這些社會人口特徵，並無法有效的作為區隔政治支持類型

的因子，換一個角度來看，我們的社會並不會因為男性、女性，或是本省人、外

省人，而對於政治體系有甚麼明顯而特殊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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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分析的目的，是在整理政治支持的不同屬性，並從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

支持的理論意涵上建構分析類型。透過兩種屬性的支持，建立四個不同類型的政

治支持，「穩定型」、「支持型」、「順從型」、「疏離型」。 

四個類型與台灣社會主要社會人口特徵（性別、世代、教育程度、職業、省

籍、政黨認同）的交叉表顯示，「穩定型」民眾中，男性、具民進黨認同者的比

例較全體比例高，而在女性比例較低；「支持型」則在民進黨世代、專科大學以

上教育程度、經理及專業人員、具親民黨認同者的比例較高，而且在國中以下與

前民進黨世代的比例較低。 

「順從型」民眾以女性、前民進黨世代、教育程度在國中以下，職業以失業

退休或家管，以及具民進黨認同者的比例較高，同時「順從型」裡的男性、民進

黨世代、大專以上、經理與專業人員階級、國民黨和親民黨認同者，則是比全體

低；至於「疏離型」主要的人口特徵集中在政黨認同上，國民黨認同者的比例較

高，民進黨的認同者比例較低。而六個變數當中，僅省籍與四個類型都沒有明顯

的關係。 

接下來透過多元勝算對數模型，檢驗四個類型的政治支持與社會人口變項及

政治疏離感的關係。結果發現，對四個類型有較為明顯影響的是政治疏離感，民

眾的疏離感程度越高，越傾向屬於「疏離型」；此外，政治疏離感在「支持型∕

疏離型」中的作用較另兩個模型強，表示同屬特殊性支持低的兩個類型裡，政治

疏離感的提昇易使民眾成為疏離型，顯示疏離感確為政治支持（尤其是廣泛性支

持）的反面意涵。 

另外影響廣泛性支持的因素還有民眾的教育程度，隨著受教育年限的增加，

民眾對廣泛性支持的養成也增加，因此落於「支持型」的機會較高，可是一旦民

眾的廣泛性支持不高時，如模型三：「順從型∕疏離型」中，教育程度的提高會

使他們對執政當局感到失望，而轉往「疏離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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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殊性支持類型有顯著影響的，主要是對民進黨認同的變數。由於「民進

黨世代」與「民進黨認同」兩個變數，同時在「穩定型」對「疏離型」的模型中

發揮作用，可見得新世代與政黨認同的因素，提高了民眾在高政治支持的比例。

而在廣泛性支持都低的模型三：「順從型∕疏離型」中，民進黨認同者的影響效

果是三個模型中最強的，表示政黨認同因素對執政當局的支持影響最為明顯，可

見得對特殊性支持最主要的影響仍在於民眾對特定政黨的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