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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隨著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我們從一黨專制的威權時代，逐步邁向政黨輪替

的民主時代，台灣在民主化的發展上成為華人社會的重要指標，但是，我們同樣

也面臨了多數新興民主國家所遇到的問題，在國家發展面上，民主政府的施政效

能不若過去的軍事威權時代，經濟成長停滯，全球競爭力的優勢不再；而在政府

表現上，國會面臨朝小野大的局勢，國內政局持續動盪，因此學者指出台灣刻正

面臨著「治理」的危機（朱雲漢  2004）。然而，即使民主發展處在重重危機之

下，民主社會也並不是全然沒有繼續生存的空間，在邁向民主的路途上，除了憲

政體制的設計、國內外經濟環境的配合以外，國人對於民主體系的支持，更是其

中至為關鍵的部份。 

當民眾雖然對政權感到不滿，但是卻不會損及他們對民主政體的信心時，這

個政治體系的發展才能長遠，這也就是本研究的出發目的，我們試著瞭解，台灣

社會在民主政治的發展上，民眾對於民主的信念能不能擺脫政治因素的紛擾，擁

有堅守民主的信心呢？ 

因此本研究從「支持」的角度出發，來檢視民眾對民主政府的態度，透過釐

清民眾對於政治體系內不同支持屬性的看法，分析民眾對當前台灣民主政府所投

以信任（或不信任）的成因，是來自於對執政政府（民進黨）的經濟評價、政治

訴求等施政表現的「特殊性支持」層次，或是來自於台灣歷經民主化過程後，民

眾對民主價值體系的認知與信念等的「廣泛性支持」層次。 

從支持的觀點出發，由下而上的檢視台灣民眾對於民主政府看法，不僅對於

先進民主化國家的發展有比較分析的作用，對於像台灣這樣面臨民主轉型乃至邁

向鞏固階段的新興民主化國家而言，更具有朝向民主穩定發展的指標作用。而為

了區辨「政治支持」類型與民眾對民主政府的看法，本研究更針對台灣民眾的政

治支持類型進行分析，試圖釐清台灣民眾的支持圖像，一方面針對不同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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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所形成之支持類型，進行人口特徵的關聯分析；另一方面也對不同支持類型

之間的關係與重要的社會歧異進行討論，加深對「政治支持類型」的認識。 

在本章中，我們將對前述研究進行回顧與討論，除了從 Easton 對政治支持

的理論發展，至本研究以實證資料說明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情形以外，本章更希

望將政治支持類型與政治行為之間的關係進行分析，以瞭解政治支持類型對台灣

民眾政治參與行為的影響，進一步找出證據說明政治支持與民主發展的關係。 

在本章的結論部份，首先針對前述的研究發現與結果做綜合性的討論，並檢

視政治支持類型與政治行為之間的關係；其次，則是針對政治支持與民主發展的

關係提出看法與說明；最後，檢討本研究的限制，並提出建議以為未來研究的參

考方向。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壹、 研究發現 

Robert Dahl(1999)在「On Democracy」一書中提及一個民主社會要穩定發展

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從社群中培養出民主文化的價值與信念，因為民主社會的存

續，相當依賴政治文化的養成。而有利於民主政體的政治文化，不同的學者會有

不同的思考面向，以本研究的觀點而言，「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無疑是

維持體系穩定的重要輸入來源，所以當民主國家面對來自政治、經濟、社會等各

方的壓力時，體系成員是否能體認到民主政體的可貴呢？或是能否把維繫民主存

續的重要性，與對於民主政府的表現評價，分開來看待呢？如果可以，那麼民眾

應可不吝於對民主體系提供支持，民主政體的長久運作方為可能。 

因此本研究從 Easton(1979)對支持的看法著手，他將支持區分為兩種屬性，

廣泛性支持（diffuse support）與特殊性支持（specific support），前者是抽象的、

情感層面的善意儲存，後者是體系成員針對特定需求獲得滿足與否而提供的特定

支持。在分析策略上，Dalton 結合不同的政治對象以及政治支持的不同層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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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政治支持的情感性傾向以及工具性評價(Dalton 1999, 58)，本研究以其架構

建立研究設計，針對「典則價值」、「典則表現」、「典則機構」以及「權威當局」

的測量，具體的操作化政治支持的概念。 

本研究運用「2003 年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全國性政治議題面訪調查

作為資料分析的來源，並以因素分析的方式，將上述與理論有關的 15 個變數投

入分析，發現最後可萃取為五個新的因子，分別代表不同的分析層次、不同屬性

的政治支持。透過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民主價值因子」、「民主政治因子」代表

民眾的廣泛性支持；而「權威當局因子」、「國會、政黨機構因子」、「官僚、司法

機構因子」，則代表民眾的特殊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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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本研

究分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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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民

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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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變數上的差別，與五個政治支持因子進行相關分析。相關分析顯示，與兩個廣

泛性支持因子都有關聯性的是「人際互信程度」，而同時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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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從各變數與政治支持因子的平均分數比較中可以察知，不同屬性的政

治支持具有不同的特性。以特殊性支持而言，主觀的經濟狀況評估與客觀的經濟

地位，對特殊性支持都有密切的關係。民眾對經濟狀況評估的滿意度越高，權威

當局因子分數也越高，顯示民眾對於政府表現的感受會投射到其特殊性的支持

上；此外，收入越低的家庭在權威當局因子以及政黨、國會因子的平均分數比較

高，隨著收入的增加，一路下降，社會經濟地位較為弱勢的民眾，並沒有如理論

預期，對政權的特殊性支持較低，反而在台灣是社經地位較高的民眾對執政當局

較為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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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支持可能反映在政治意識型態上，藍綠兩端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看

法相當兩極，傾向泛綠的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平均分數也越高，傾向泛藍陣營則

越低；從機構因素來看，傾向泛藍陣營的民眾對於兩個機構因子的平均分數都較

傾向泛綠的民眾高，因此可知藍綠意識型態的差異，與特殊性支持的程度有密切

的關係。此外，與特殊性支持有關的還有民眾的統獨立場以及族群意識。越傾向

台灣獨立，以及台灣人認同傾向越強者，權威當局因子的平均分數越高，顯示出

執政當局的政治訴求與重大社會分歧之間的關係相當的密切，因此與特殊性支持

有密切關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受到電視傳播媒體報導負面政治消息的影

響，越是頻繁接觸電視新聞媒體的民眾，對於特殊性支持因子中「國會與政黨因

子」的平均分數就越低，透過電視媒體的傳播，提昇了民眾對於當前國家政治亂

象知的權益，反應的結果就是，曝露越久，不滿越大，對特殊性支持也越下降。 

 

而就廣泛性支持來說，「民主價值因子」與全家收入、後物質傾向以及人際

信任程度有正向的關聯性，收入越高者、具有後物質傾向者，以及對人際互信的

程度越高的人，反映在抽象層次的民主價值因子的平均分數也就越高，說明了社

經地位、後物質主義以及人際信任感對民主價值的影響；另一方面，「民主政治

因子」則普遍和多數的解釋途徑都有相關，個體經濟狀況評估、意識型態、統獨

立場、族群認同以及人際信任有著正向的關聯性。從平均分數的表現上可發現，

經濟狀況評估越滿意者、傾向泛綠民眾、台灣人認同越強者、傾向台灣獨立者以

及對人際互信的程度越高的人，則是在民主政治因子的平均分數上表現比較高，

不過這些因素的關聯程度都非常輕微。 

 

本研究除了針對政治支持的屬性進行分析以外，而得到上述發現結果外，更

希望瞭解台灣社會上對於政治支持的分佈狀況，究竟是哪些民眾提供政權特殊性

的支持？又是哪些民眾的廣泛性支持比較突出呢？因此，本研究依民眾對兩種政

治支持屬性的支持程度高低，建構為四個不同類型的政治支持型態，即「穩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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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皆高）、「支持型」（廣泛性支持高但特殊性支持低）、

「順從型」（特殊性支持高但廣泛性支持低）、「疏離型」（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

持皆低）。從資料中發現，表 4-1 顯示台灣民眾屬於特殊性支持程度高的人（48.7

％），略少於特殊性支持程度低的人（51.3％），差距不大，但在廣泛性支持程度

的差別就很明顯，廣泛性支持程度高的人只有約兩成五，而有將近四分之三的民

眾屬於廣泛性支持程度較低。因此四個類型的人口分佈，由「穩定型」至「疏離

型」略呈斜 J 字型。 

而四個類型與重要社會人口特徵的關聯性分析，則幫助我們瞭解政治支持類

型的社會分佈情形。本研究以性別、世代、教育程度、職業類別、省籍、政黨認

同與四個支持類型進行關聯性分析，發現「穩定型」的民眾，以男性、具民進黨

認同者的比例較全體比例高；「支持型」民眾則是在民進黨世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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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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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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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省籍則與四個類型都沒有明

顯的關係。 

最後加入政治疏離感衡量影響各類型的社會因素，從多元勝算對數模型

（multinominal logit model）中可發現，政治疏離感對於模型的影響力最明顯，

民眾的疏離感程度越高，越傾向屬於「疏離型」；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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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於高廣泛性支持的「支持型」的機

會較高，此外，當民眾的廣泛性支持不高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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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民進黨認同的因素，主要影響著特殊性支持較高的類型（即「穩定型」與

「順從型」）。在多元勝算對數模型中，分別在模型一：「穩定型∕疏離型」以及

模型三：「順從型∕疏離型」的模型中，民進黨認同者對模型都有顯著的影響力，

顯然對執政黨的認同感會使民眾提供對執政當局的政權支持，也就是說，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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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受到政黨認同的影響相當直接。而民進黨世代的因素，在模型一：「穩定型

∕疏離型」也發揮一定的影響力，顯示在民進黨成立時取得公民權的民眾有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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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研究討論 

本研究是從對民主化的挑戰出發，討論台灣面對民主鞏固時的可能出現的問

題，民主不僅需要體制的配套措施，更亟需民眾對於民主政體的信念，本研究從

政治支持的概念入手，進一步分析台灣民眾對於政府施政表現、體制內政治機構

表現、以及民主價值、民主政治適合度的看法，從中，我們發現政治支持的理論

意涵有其實證上的意義，台灣民眾隨著不同的社會背景，對於支持對象也略有差

異。 

由於民主政體成為主流的政治體系，但是民主政府所要處理的危機並不會因

此而減少，尤其對新興民主化國家而言，反而可能要面對更多的社經動盪，以及

國內外政經局勢的挑戰，所以，如何維持民主政體的存續，一直以來都是致力民

主化研究的學者所關注的焦點。若從政治文化的角度來看，除了 Almond 與 Verba

針對政治文化進行類型的區分，提供我們判斷民主社會發展的方向外，許多研究

都集中在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信念上，無論是從對於政府的政治信任感（或是其

反面的政治疏離感、政治功效意識等），或是對於價值層次的「民主正當性」、「民

主與威權的偏好」等，都是讓我們對民主政府運作下可能產生的政治問題，由體

系成員的角度出發，所提出的對民主的主觀態度的觀察。 

隨著調查研究方法技術的進步，這些領域的研究也有十分突出的結果，並開

啟了我們從個體角度觀察政治現象的視野。本研究便是從這個基礎上，對於台灣

民主化出現的現象進行研究。我們回到系統論的框架下，面臨了當維持體系存續

的輸入項因為民主發展遇見瓶頸時，體系成員要如何適時的提供支持的疑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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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支持」的概念為分析基礎，我們必須先釐清民眾的支持態度，才能知道

他們對於民主體系的態度，未來，才能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有進一步的認識。 

由於與台灣相關的政治支持研究，大多從信任感、民主正當性等角度切入，

或與多國進行比較，或從長期趨勢觀察其變化，然而都欠缺一個整合性的理論框

架，本研究則試圖藉由「政治支持」的概念，整合民眾對於政權評價以及民主態

度的感受，並具體的建立四個支持類型，以為政治支持概念分析民主發展之用。 

 

Dalton(2004, 158-162)在分析了政治支持的屬性之後，也對於政治支持在政

治分析上所產生的結果感到好奇。他提出幾個政治支持對政治行為所產生的影響

的觀察途徑，首先是對政治支持其行動結果採取評價式（evaluative dimension）

觀點的看法，這個觀點認為大眾對於政治支持的態度是經過理性算計的，由於有

一定程度的信任關係因此交易的風險也就降低了，在政治上，由於對政體具有一

定程度的政治信任，也減輕了大眾對政體的疑慮，所以體系成員才會願意對政體

繳稅、遵守法律等，換言之，對政治支持採取評價式觀點的看法，其政治行為的

結果屬於順從性（compliance）的，體系成員服從政權對自己的統治，願意交付

個人部份的權利以換取更高的價值。 

對政治支持政治結果的第二種觀點則是情感式的（affective orientation）。這

個觀點認為體系成員的政治信任不見得來自於其減輕交易成本的念頭，而可能是

由體系成員在早期的社會生活或是其他的生活經驗而來，尤其是植基於政治文化

的情感式根源。這類政治支持由於具有情感性基礎，因此無論體系成員是否處於

專制力量的威脅之下，其結果往往都易於形成忠實的政治行為，例如志願參與競

選活動、宣揚國家榮耀、服政府公職等等。 

第三種對政治支持其行動結果的觀點則是認知性的（cognitive effects），也

就是對政治人物或是政治機構的信任與否，對於體系成員的行為起著重要的影

響。對於現任者缺乏信心時，體系成員傾向支持在野的候選人，尤其，隨著大眾



 114

傳播媒體對於政治人物的報導愈加深入，對於特定政治人物的信任，往往對體系

成員的政治行動（例如政策立場或是投票對象）有很大的決定因素。 

另一種對政治支持其行動結果的態度是採參與式（participation）的觀點，一

方面具有政治支持的成員會熱衷的參與與政治事務相關的活動，而政治疏離的成

員則由於參與的熱度低而可能選擇不去投票，不過，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對於政

治感到疏離的成員而言，他們比較可能的行為是傾向把選票投給反對黨，使執政

者下野，擺脫對現狀的不滿。 

最後一種對政治支持行動結果的看法是認為，對現狀不滿的成員往往導致了

政治結構的變遷，是制度性（institutional）的效應。一個社會若瀰漫對政府普遍

的不滿氣氛，也有可能導致重整政治結構的結果，而對當代的民主國家而言，一

個缺乏體系成員支持的政府也往往會造成憲政制度發生變革，例如義大利、日

本、紐西蘭的選舉制度變遷即是如此。因此，Dalton 認為缺乏政治支持的最後一

個行動結果就是在憲政制度層面上發生變革。 

 

那麼，台灣民眾的政治支持及其政治行為之間又有著什麼樣的關係呢？本文

運用相同的調查資料，一方面檢視政治支持的來源與結構，另一方面也希望比較

不同政治支持類型的民眾會有什麼相異的政治行為，協助我們觀察政治支持對政

治變遷的影響。由於政治行為所牽涉的層面相當廣泛，本文亦難以完整討論各種

型態的政治行為，因此僅能就政治支持最具體的行為結果，即投票參與與否作為

分析的主要因素。 

表 5.1 是四種支持類型與 2000 年總統選舉時受訪者投票與否的交叉列表。

如果依照前述政治支持與政治參與的討論關係，理論上具有支持傾向的民眾對於

政治參與也越加熱衷，而疏離感越重的民眾對於政治參與也越加冷漠。從表 5.1

可以發現，四種支持類型與民眾投票與否其實有一定的關係，在「有去投票」的

民眾中，四種支持類型的差異並不會很明顯，但是在「投廢票、不投票」的民眾

中，從其調整後餘值來看，可以發現廣泛性支持低、特殊性支持也低的「疏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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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回答「投廢票與不投票」的比例與全體受訪者相較，明顯的偏高；而廣泛性

支持低但特殊性支持高的「順從型」民眾在「投廢票與不投票」的比例中，卻比

全體的比例要低。這顯示出在總統選舉上，的確出現疏離感越強的民眾，對於投

票參與的意願也比較低的現象，而特殊性支持高的「順從型」民眾不去投票的比

例較低，則相對的說明了支持程度高，對於投票參與越熱衷。而這部份的訊息，

相當程度的回應了 Dalton 對於政治支持與投票參與的觀察，由於「順從型」與

「疏離型」都屬於廣泛性支持偏低的支持類型，此時一旦成員的特殊性支持也偏

低時，他們對於投票行為的參與也就越不積極，顯示出當體系成員無法對政治體

系提供任一種支持時，成員的行為傾向於不去投票，不以為投票能改變目前現狀

（包括投票給反對黨），行為態度轉向消極，其參與熱度相對較低。 

 
表 5-1：支持類型與 2000 年總統選舉投票與否之列聯表 

支持類型 
 

有去投票 投廢票與 
不投票 

忘了、 
拒答、 
無投票權 

樣本數 統計檢定 

個數 100 9 17 126 

橫行% 79.4% 7.1% 13.5% 100.0% 穩定型 
調整後餘值 1.1 -.4 -1.0  

個數 105 13 19 137 

橫行% 76.6% 9.5% 13.9% 100.0% 支持型 
調整後餘值 .4 .7 -.9  

個數 284 18 79 381 

橫行% 74.5% 4.7% 20.7% 100.0% 順從型 
調整後餘值 -.5 -2.9 2.7  

個數 297 43 59 399 

橫行% 74.4% 10.8% 14.8% 100.0% 疏離型 
調整後餘值 -.5 2.6 -1.3  

x2=15.905
p ＝0.014

df =6

 樣本數 786 83 174 1043  
 橫行% 75.4% 8.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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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從 Easton 對政治體系的整體思考出發，將政治支持區分為「廣泛性」

與「特殊性」兩種屬性，特殊性支持意指體系成員對政權的支持，包括政府表現

與對特定政治人物的評價等等，而廣泛性支持則泛指體系成員對政治體系價值層

面的認同，例如對民主政治的信念與民主價值的信仰等等，而這兩種政治支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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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四種政治支持類型，則對民主社會的政治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一個穩定的

民主社會，除了以民主機制作為權力更替的唯一法則之外，體系成員對於民主的

穩定信仰或許是這個民主社會持續發展更重要的部份，過冷的政治參與將使公共

事務的關注與推展受到阻力，也無形中增加了許多成本；而過熱的社會動員，也

容易使轉型中的民主社會無法同時照顧到所有需求因此面臨崩解而非走向鞏固

之途，故而兩者對於穩定民主社會的發展而言都無法提供正面的幫助。透過四種

支持類型的分析，類似台灣這樣歷盡漫長的民主之路逐漸由轉型邁向鞏固的階段

的新興民主國家，不僅僅要使「疏離型」（廣泛支持與特殊支持都較低）的民眾

能擴大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提高他們的政治參與熱情，同時也要防止參與熱

度被過度擴張，並培養廣泛性支持高的「穩定型」與「支持型」民眾，避免當特

殊性支持未能滿足大眾時，民主社會體系缺乏其他的支持來源以作為緩衝，而使

得來不易的民主典範面臨崩解。換言之，對台灣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由於在過

去威權體制統治的結構下，即使進入民主政治的時代，體系成員的特殊性支持往

往較廣泛性支持容易獲得滿足，因此為順利的邁向民主鞏固，應該提高體系成員

的廣泛性支持，而非一味提高特殊性支持以避免社會動員過度熱情，尤其在民主

價值與民主政治的層面上，更需要體系成員培養共同守護的信念，從而使民主運

作更加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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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仍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本節將針對不足的部份提出說明以為改進

的參考，主要有兩個研究限制，影響到對於政治支持研究的嚴謹程度： 

（一）政治支持概念上的完整性 

本研究以 Easton 的政治支持為主要的分析概念，廣泛性支持與特殊性支持

都是成員提供體系的重要輸入來源。由於政治支持概念上，本來就包涵許多的面

向，所以 Easton 在界定政治支持時，僅將之區分為兩種支持屬性，並沒有做具

體的限定，不過，在實證資料的處理上，我們往往難以面面俱到。以特殊性支持

而言，本研究便難以衡量對特定政治人物的感情、對特定政策輸出效果的評價等

面向，一方面是因為面臨資料蒐集的限制之外，再方面則是因為特定的輸出結果

與評價，對於台灣民眾的影響有多大，實在難以評估，因此本研究以總體性的政

治經濟狀況作為特定支持的衡量標準，但是這樣就忽略了不同的族群對象，其實

對於特定政策的感受也會大不相同，例如過去的核四，或是美濃水庫等等大型的

公共建設，對於當地民眾的衝擊其實十分巨大。 

而以廣泛性支持來說，本研究忽略了重要的共同體因素，這固然是因為研究

資料的限制，實際上，我們也很難針對台灣民眾的政治共同體情感進行測量，因

為共同體的情感，往往受到國家認同的影響，台灣由於歷史的特殊因素，使人民

面對共同情感的記憶，各不相同，對威權時代的懷舊、對日據時期的追念，或是

對於新文化、新世代的嚮往，構成了台灣社會的不同面貌，但也正由於這不同面

貌的台灣風情，廣泛性支持的層面才更需要被關注，本研究沒有找到適切的測量

工具而放棄這個部份，在研究概念的完整性上便大打折扣。另外，對於民主政治

的信念、對於民主政體的嚮往，其實都可以有更多細緻的考量。 

（二）研究設計與資料的涵蓋性 

本研究設計之初，便鎖定以台灣民眾的態度為研究標的，因此調查資料的蒐

集也以針對台灣民眾的調查資料為主。然而，在筆者閱讀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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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研究如果從比較政治體系的角度出發，那麼對於研究標的的啟發，獲益將更

為豐碩。把台灣民眾置於國際體系下解讀，就可以發現台灣在政治學界地位的特

殊性，台灣可說是唯一由威權轉型至民主的華人社會，而且在世界上保持一定水

準的經濟實力，但是在政治上卻沒有獲得國際認可的主權地位，但是，台灣可與

世界接軌的地方也正在於民主化的過程與結果，都和多數的新興民主國家大不相

同，因此，對於台灣民眾政治態度的研究，實可放入與國際體系的研究中進行比

較討論。 

此外，若從貫時性的研究來看台灣民眾的態度變遷，也是值得努力的方向。

尤其近年來台灣政治學界逐年累積的調查資料，愈漸豐碩，此一方向更值得我們

努力。 

 

綜上所述，本研究雖提出以「政治支持」的概念，作為分析台灣民眾政治態

度的理論依據，並透過實證資料的驗證獲得若干成果，但在研究上仍有瑕疵，不

盡理想，筆者希望以此探索性質的研究，能對政治學界有關台灣民眾民主態度的

研究，盡一己之力，並冀來人更為豐實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