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黨（民進黨）中央核心幕僚說，府院黨高層之前喜歡看報、看電視治國，忽

略經營基層組織，如今抓不到民意走向，這是以往號稱最擅長做民調的民進黨，

難以適應的尷尬。 

    許多政治學者都認為國民黨擅長打組織戰，民進黨擅長打宣傳戰，以上 2006

年 9 月 1 日新台灣新聞周刊的這則報導，則徹底點出了這個台灣社會存在相當久

的現象。 

    徐永明和邱育琤（2004）搜集 2000 至 2003 年行政院執政菁英的人事資料，

經過分析後發現政黨輪替後，歷年任職於新政府內的執政菁英，非民進黨籍的人

數相較於民進黨籍來的高，他們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民進黨在執政的資源與人事

來源基礎上較為薄弱，需要借助社會上其他領域的專業人士來擔任，尤其是屬於

國安類的機構（包括國安會、國防部、調查局等），由非民進黨的主掌高達八成

以上，和國民黨執政的狀況有著相當大的差異。 

    這個結果充分顯現出民進黨內部人才不足，向外借將又不保證能符合政黨本

身的需求和意見，使得執政時產生非常大的挑戰，難免會有前後不一的情況，人

事異動的頻繁也就可以想見。1因此政黨輪替之後的台灣政治，經常被觀察家打

趣的形容為一個「執政黨像在野黨，在野黨像執政黨」的情況。2

    然而，為什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特質有著如此的差異，這些差異對於這兩個

政黨產生了什麼樣的影響，其中運作的機制是什麼，我們是否有辦法從一些社會

結構的面向去觀察，是本文相當關注的議題。 

                                                 
1 執政的過程中，行政院長更是耗損快速，到目前七年期間（2000-2007），總共出現了五位閣揆，

包括了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以及蘇貞昌，如果再加上不同時期的內閣改組，政務官的

淘汰率和流動率可謂非常驚人。 
2 2005 年 4 月 7 日經濟日報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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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的傳統觀念中，社團是一個公共領域的重要象徵，它構成公共領域和

市民社會的骨幹（顧忠華 2004）。3透過社團增進了公民自發的結社和組織能力，

期待公民在自我管理中，提升公民意識，並熟練對公共事務的參與方式，進而產

生公共意見，如此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運作，4 Tocqeville甚至在《民主在美國》

一書中，將民主國家中結社的科學視為一切科學之母。 

    不過一直以來，不同於自由民主已經運行很久的歐美國家，台灣社團參與的

公共性無法顯現出來，市民社會存在相當複雜的面貌。早期在國民黨威權統治

下，並沒有一個真正自主的社會存在，社會中任何的組織性力量早已被國民黨所

滲透（也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成立）。至於一些地方性的團體，一方面由於本身

具有相當高的血緣和地理同質性，較不易受到國民黨控制，另一方面這些社團大

部分都是地方派系的一份子，雖然是用對國民黨的服從來獲取資源的分配，但也

得以維持某種程度的自主性。 

    到了政治民主化之後，集會結社的限制完全打開，社團參與已經沒有太多的

禁忌，任何人只要有意願就可以隨時參與，目的結社於是呈現大幅的增長。許多

學者都肯定台灣市民社會在解嚴之後的表現，不但在社團成員數和社團參與形式

都有長足的進步，對於促進公共議題的討論也扮演了若干的角色，整個市民社會

似乎呈現出了欣欣向榮的前景。 

    受到Tocqueville和Putnam學說的影響，目前台灣學界討論社團參與在市民社

會的意義，主要仍是以公共性的價值來看待，認為社團參與的情況和民主政治運

                                                 
3 根據李丁讚和吳介民（2006）的觀點，civil society有三層不同的意義：分別是文明社會、市民

社會以及公民社會。前者代表一種整潔、精緻與秩序，此時法治和權利的概念逐漸清晰，而成為

文明秩序的基礎；市民社會則在文明社會加上社團運作因素，使得文明社會有更濃厚的「社團/
團體」性質；最後一個概念預設了公共領域的存在，讓市民社會可以展現出集體與公共的面向。

本文不特別加以區分，而以市民社會作為指涉civil society的翻譯，並同時包含文明、社團與公共

領域的意義。 
4 Habermas（2002）認為十八世紀下當時從事工商業活動為主體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分殖

出以一個有教養的市民階級為主體的新興領域，他們以沙龍、咖啡館、學會或不同形式的秘密團

體為活躍之領域，並透過這些場域運作出不同於單純「意見」的「公共意見」（public opinion）。
哈伯瑪斯對「公共輿論」與「意見」做了一些差別：公共輿論預設一群有理性能力的公眾存在，

它們持著批判的意識對共同關懷的事務展開討論；意見則保留了自然的集體偏見、文化預設或價

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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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優劣有密切關係，因此社團的蓬勃發展往往可以對國家和社會提供相當大的

貢獻，5包括蕭新煌、顧忠華、吳乃德、李丁讚和吳介民等人研究都可以看到這

樣論點。 

    但是在這樣的討論之外，台灣的社團參與真的已經如同西方了嗎？如果真的

是如此的話，那為何前面的報導卻看到過去的歷史結構依舊在運行著，這是否代

表市民社會的結構並沒有如我們所想像的變化。 

    從許多不同的研究中都指出實際的情況可能十分複雜，一方面相當多學者都

發現了台灣市民社會的結構轉型，例如王金壽（2004）認為台灣地方派系已經解

體了，李丁讚等人也得到社團專業化發展的圖像，顧忠華更明白指出台灣社團參

與在人數比例及形式都有大規模的改變，充分展現出社團的自主性（李雅玲 

2004）。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既有的結構機制還在社會中運作著，諸如地方派系、

宗親會或寺廟組織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力，對於地方公共事務產生極大的影響

（熊瑞梅、邱瑜瑾 1995；陳雪玉 2003；劉滿娣 2004；蔡常斌 2004）。 

    這樣的結果或許呈現出台灣社會正處在過去與現代的交會點，才會有許多不

同的結構同時並存，不過也使得相關的探索和研究就更為重要，如何去釐清台灣

社團參與的意義以及社團結構的特質，是筆者主要的研究動機。 

    因此，本文除了運用社會資本的概念來探討社團網絡結構所代表的意涵為

何。更重要的，以台灣的資料做分析，對於反省台灣社團參與的效應與社團變遷

會產生比較完整的圖像和經驗性的驗證成果。總之，這個研究主要企圖從市民參

與者和社團參與的網絡和動員能力以及社會資本理論的觀點來分析大型資料，對

過去在國際上與台灣已經累積的相關論述和研究成果作歸納，並針對市民社團參

與的效應與變遷提出經驗性的探討。 

 

                                                 
5 Putnam運用了Tocqeville對於市民結社的概念，認為社團參與就是一種公共參與的象徵，透過個

人參與各式各樣的社團，得以與其他人在互動中產生了信任和規範等機制，並促成了市民的民主

政治行為。在《Making Democracy Work》和《Bowling Alone》兩本著作中，經由義大利和美國

經驗證據的考察，Putnam發現社團的數目和活躍程度影響了政治運作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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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識與研究目的 

    目前針對台灣社團參與的研究，主要是從 Putnam 的脈絡延伸下來，預設了

社團參與累積了社會中的公共財（社會資本），不過這樣卻使得社團參與在政治

參與中扮演角色以及影響機制的相關討論仍略顯不足。 

    固然西方學術傳統認為社團和政治表現有一定程度的因果關係，但是對於其

中的互動機制卻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在反省和批評傳統的研究方法和理論時候，

一些學者認為不同社團可能對於民主政治產生的效果不一，不必然都是好的社會

資本。6而且Putnam改變了社會資本以關係為主的分析觀點，嘗試以微觀層次（個

人參與）推論對整體社會結構（民主政治）的變化，使得社團研究反而陷入相當

大的困境之中（Foley and Edwards 1998；Ariel 2004；吳乃德 2004）。 

    即使忽略其中機制的問題，台灣社會結構是否又能產生和歐美一樣的社團參

與形式？雖然大部分台灣學者仍然延續西方學界的觀點，肯定社團參與具有的公

共價值（吳乃德 2004；顧忠華 2004；顧忠華、林勝偉 2004），但是既有研究中

卻沒有這麼正面，反而發現台灣市民社會兩個面向的結構特質： 

    首先，在政治民主化之後，外在的侷限已大幅降低，促發了社團參與的踴躍

情況以及社會結構的轉變。例如李丁讚等人認為 90 年代之後，在政治空間大幅

開放之下，這些既有社會運動紛紛轉換成各種社會團體和非營利組織，社會團體

於是大幅的增加。 

   其次，傳統結構仍然維持著一定的生命力，不論是草根力量或是地方派系的

市民參與形式並沒有真正消失，雖然地方派系勢力開始衰弱，尤其在民進黨執政

後刻意的運作下，地方派系逐漸分裂瓦解（杜慶承 2005）；但是地方派系卻與國

民黨更加緊密的結合，產生了「深化」的趨勢（徐永明、陳鴻章 2005），而村里

到鄉鎮市這個階段，更沒有因為民主化的實踐，而產生了太大的改變，7呈現出

                                                 
6 顧忠華（2000）以及吳乃德（2004）的文章中都有提到不同社團產生的效用會有所不同，吳乃

德甚至發現參與公共服務性質的社團會產生較高的信任感。 
7 根據中選會的統計，以 2005 年鄉鎮市長選舉結果為例，國民黨籍的佔了約 54%的席次（319
個鄉鎮市中有 173 個），民進黨卻只有 10%（35 個） 

 4



獨特的市民社會面貌。8因此，台灣的社團參與不一定會促成公共意見或公民社

會的形成。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反省這些過去研究的結果，包括西方和台灣的相關討

論，究竟社團參與扮演的功能和角色是什麼呢？是否對於政治參與具有正面的影

響，進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有效運作。更重要的，這樣的社團參與能否落實在台灣

市民社會中，還是蘊藏著獨特的意義。 

    實際上社團應該是處在一個動態的網絡結構中，受到整體社會變遷的影響。

台灣社會在民主轉型至今的過程裡，顯現許多複雜且不同的發展方向，目前研究

缺少的就是以全國性樣本和多年期社團參與資料，探討社團參與的結構面向特質

之變遷及探索這些結構特質對政治參與的效應和變遷。 

    本文認為參與社團不僅僅是一種與他人建立社會信任與規範的機制而已，它

背後有著更為重要的結構因素在運作著。Simmel 在 1955 年提出了「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的觀點解釋社會結構的面貌，與傳統社會不同，他認為現代社

會呈現出明顯交會（intersection）的特質，個人是位處於不同團體之間的交叉點，

這不但擴展了行動者網絡的範疇，其中不同成員身份和團體重疊程度會影響本身

的行為和選擇（Pescosolido and Rubin 2000）。 

    Breiger（1973）繼續延伸 Simmel 的相關概念，提出了個人和團體的雙元性，

他認為團體間的聯繫是透過個人成員身分的交會所形成，相同的道理，個人之間

的成員連結也會經由團體間的交會來達到，換言之，個人在成員身分的重疊其實

就擴張了行動者和團體本身的網絡範疇。藉由這種團體和個人的雙元性特徵，個

人以及團體得以建構出本身的連結網絡，而不同的行動者在網絡中連結的程度，

可以幫助研究者從事相關的網絡分析。 

                                                 
8 例如自 1987 年吳乃德博士論文發表之後，地方派系與侍從主義就是台灣政治學界與社會學界

的重要議題，多數學者都認為地方派系是國民黨得以成功統治台灣這麼久的關鍵，但是何以能夠

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在威權體制崩解之後，又為何地方派系可以繼續存在，其中的機制是什麼，

卻很少人可以清楚呈現。直到熊瑞梅和邱瑜瑾（1995）針對台中都市政策和菁英加以觀察後，發

現地方派系的成員與地方性社團有密切的關係，從中可以動員群眾以及獲得所需的資源，如此地

方派系的運作機制才有進一步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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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關網絡分析軟體研發出現後，重疊網絡的觀察成為較容易的事情，對於

理解社團參與形成的網絡結構提供很大的幫助。現在研究者可以根據行動者所採

取的行動（參與同一個組織或事件）來描繪出彼此互動的可能，並且依據參與情

況找出網絡中行動者的相對位置。 

    不過目前主要從連結網絡切入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團體內菁英之間的重疊以

及帶來的效應（Burris 2005），但對於社團而言，其內部成員的重疊情況也會影

響團體本身的運作和能力（Cornwell and Harrison 2004）。從個人來說，參與社團

往往是有目的性的，不論是工具性的還是情感性，經由社團可以獲得豐沛的人力

和物力上的支援，更重要的，當個人的社團成員身分重疊越多時，代表與社團的

連結性增強，就可能擁有越多不同社團擁有的資源和資訊；反過來說，由於社團

組織的社群是經由不同成員的成員身份重疊所形成，為了維持社團本身的持續發

展，成員就必須參與不同的社團來建構出與整個社群之間的連結，而這種鑲嵌在

社群的程度也影響了社團具有的能力。 

    根據 Breiger 的看法，社團參與可以從組織及個人的層次探討，延續這樣的

觀點，本文的脈絡則先從社團網絡出發，描繪出政黨和社團間彼此互動連結背後

的社會結構，而這種社團網絡結構往往對於個人社會資本的多寡又有重要影響。

一般來說，行動者的優勢位置往往與行動者參與集體行動的次數相關連，行動者

若參加集體行動體越多，則會產生較多連結的網絡關係，故傾向保有與其他集體

行動體距離較近的結構優勢，進而進入權力結構的核心位置（熊瑞梅 2001a）。 

    組織層次可以從兩個面向來討論，一方面是社團成員擁有特質之間的相似

性，由於現代社團有越來越有市場化的趨勢，個人參與社團並非是一個隨機的選

取，經常是有著社會結構因素在影響著，相異社團之間可能有各自不同的成員特

質利基存在。這些社團在社會空間中的分布情況，往往代表了組織的能力，以及

他們可能產生的互動情況。當兩個社團的社會空間越接近的話，就會產生同型化

的機制，並進一步形成更為緊密的關係和策略結盟（Gulati and Gariulo 1999），

而且越多與其他社團組織成員重疊，就越能提供較為豐富的資源，並且影響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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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動。 

    另外一方面，政黨和社團的連結網絡和鑲嵌性程度也是相當重要，由於不同

社團可能會有結盟和對立的政治力量（如政黨），尤其是國民黨在五十年累積與

社團的密切關係，是否會因為在解嚴乃至於政黨輪替之後而遭到摧毀，民進黨又

能否累積本身在社會基層的實力，還是真如同新台灣新聞週刊所描述的般，依舊

難以與國民黨相互抗衡。 

    在個人層次，經由參與社團所建構出的網絡結構，筆者認為可以觀察出其中

的資源效果。以往研究關注的通常是有無參與社團的對於政治態度和信任的影響

效果（吳乃德 2004；Marsh 2005）。筆者認為以社會資本的角度切入，探討個人

參與社團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範圍，或許可以更精緻的觀察出社團參與所帶來的效

應。 

    一直以來，社會資本的核心價值被視為鑲嵌在人際網絡的關係性資源

（Bourieu 1986；Coleman 1988），期待藉由關係的建立來促成資源和資訊的流

通，可以未來在市場中獲得回報（林南 2005）。根據許多學者的觀點，由於成員

身份重疊建構出的網絡，無形中擴展了個人的網絡連結範圍，增加了可以接收到

的資訊和資源程度（Burt 1992），於是促進某些行為出現的可能性與較佳的社會

行動結果（Lin 2001）。 

因此，個人參與社團可能不只是對公共事務的熱忱而已，反而具有一種工具

性的目的，藉由社團擴展的人際網絡可以帶來異質的資訊和資源，社團參與的行

動具有社團成員資源分享連結的效果，進而在社會行動上產生資源報酬回收的結

果（Lin 2001；Erickson 2001）。9

例如 Ikeda 等人（2007）的研究充分顯示社會參與會影響行動者本身網絡的

多元性和造成政治包容性的效果。由於投入政治參與需要一定的資訊和資源來支

                                                 
9 參與社團的意義在台灣一直沒有獲得詳細檢視，Putnam和許多學者大都關注社團對於社會的整

體意義（社會信任），卻忽略個人層次的互動觀點，欠缺了一種更為微觀的考察。於是林南相當

憂心Putnam式社會資本的興盛下，社會資本理論反而逐漸失去了本身的價值，成為了一個被濫

用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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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如對於政治事務的了解與知識，藉由社團網絡的分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了解

影響政治參與的可能因素，以及是否會有著不同的偏好。 

    為了探究社團網絡結構對個人社會資本的影響，本文除了引進參與社團所能

接觸的資源程度（capacity）之外，還借用Lin（2001）的想法，使用群聚分析將

社團參與分成在地型（local）和全面型（global），進一步精緻地操作處理分析社

團參與的結構位置和社團類型所生產的政治行動結果有何差異，10如此可以對既

有的經驗研究有新的發現與對話。當然考量各種社團參與的社會資本操作對政治

行動是否有不同影響外，這些影響在時間上是否有變遷也是相當重要。 

    參與社團固然提高參與政治的機會，卻也影響了個人政治的選擇性。從熊瑞

梅、邱瑜瑾（1995）和陳東升（1995）的研究都發現了地方派系某種程度是鑲嵌

在地方重要社團和經濟組織間，因此社團所造成的資源和資訊效果可能會有一種

篩選的效果，正如本節一開始引述的報導，國民黨仍掌控著地方派系─社團這條

線，民進黨依舊無力去與之爭奪。 

    總之，目前關於社團參與和社會資本的研究仍有著許多的缺失，本文嘗試將

網絡分析以及時間的變遷納入考量，期望能從一個更為動態和結構的面研究市民

社會及社會團體。在組織層次，在社團成員的社會空間分布以及重疊網絡的觀察

下，可以發現不同社團間或者政黨與社團間的互動情況；在個人層次，個人的網

絡連結能力是促進政治參與的關鍵，包括不同社團效果的差別也應該從網絡架構

中來探討，更重要的，是否台灣的環境下還產生特殊的選舉偏好。本文認為如此

才能對台灣社團所具有的意義和效果有真正的了解，以及獲得一個較為完整的觀

點。 

 

 

                                                 
10 Lin（2001）的研究發現，當他區分兩種不同類型社團的影響時，global型社團呈現出來的投資

效果是相當明顯的。事實上，社團都鑲嵌在一個社群網絡之中，社團本身的資源和能力也會受到

網絡位置的影響，因而當社團位居位置的核心，連結的範疇較為全面時，相較於較為局部性的社

團，參與的效果當然就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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