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現代社會之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組織，他們負有本身的特殊功能，使得原先

具有多重社會功能的家庭和社區其功能逐漸分化出來，改由專門性的組織或團體

負責（張苙雲 1986）。11Arthur Stinchcombe（1965）也指出先進國家的社會組織

出現頻率比較高，組織成功為社會大眾接受的機率也比較大。換句話說，組織成

為人們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當代社會成為了一個「組織的社會」（Presthus  

1978）。 

    這些組織一方面扮演了社會整合的關鍵角色，例如對 Durkheim 而言，職業

團體此時負擔起了凝聚社會和產生新道德的責任。現代社會個人參與團體更為多

元，使得團體與團體的邊界變成相當破碎，不同團體組織之間的交會固然使得個

人可能採取的行為更為不定，但卻也因此成為當代社會凝聚的因素（Simmel 

1955）。 

    除了政府組織和經濟組織之外，社會上的非營利組織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

重心，這使得社會科學自 1980 年代重新開始關注民間社會，各種關於這方面的

研究和著作成長快速。對於大部份長期關注民主發展和市民社會的學者而言，市

民結社是維繫民主運作非常重要的基石。這些志願性團體在現代社會扮演著關鍵

性角色，它們作為個人和廣大社會環境的中介機制（Schofer and Gourinchas 

2001），可以有效表達本身利益和進行一種溝通的過程，Moy 等人（2005）也認

為市民參與有助於解決社群的難題，幫助市民表達本身的利益以及造成所欲的改

變。 

    志願性社團扮演了市民參與的最好結果，這些協會形成了市民社會的主要結

構（Fung 2003），如此個人可以經由與他人討論產生較為精緻的公共意見，或者

對政策、公務人員的批評。因此，在談論市民社會和公共領域時，社會團體的參

與情況就經常是重要的參考指標（Putnam 2001a；2001b；Skocpol et al. 2000； 

Sampson et al. 2005）。12

                                                 
11 Durkheim認為現代社會中個人之間的連結展現與以往不一樣的面貌，由原先的機械連帶轉移到

有機連帶：機械連帶通常指涉初民社會，其中人們佔有非常一般性的位置，執行廣泛的各類工作，

擔待極龐大的責任；有機連帶則是形容現代社會，人們通常佔有比較專業化的位置，且負擔較狹

窄的工作範圍與責任。 
12 Lazarsfield（1955）早在《親身影響》一書中就提出團體的重要性，透過選舉態度和行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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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nam的研究延續了西方社團參與的傳統觀念，嘗試運用長期性資料驗證社

團參與狀況對於民主政治的影響。不可否認的，Putnam確實找出了兩者之間可能

存在的關係，對於社團參與研究有著重大的貢獻，但由於資料操作和分析的限

制，使得其研究結果遭致很大的批評。13

    不同於西方長期以來市民社會的基礎，台灣從威權轉型至民主只有短短的幾

十年而已，尤其是在台灣特有的社會脈絡下，社團參與往往並不完全展現傳統西

方公共領域的價值，反而私的色彩相當濃厚（顧忠華 2000）。14

    台灣社團參與受到雙重歷史結構的影響，一方面傳統台灣或中國文化下，社

團參與有著強烈地方性宗教和祭祀社團的結構慣性特質，表現出台灣社團參與的

地方性；另一方面國民黨長期的威權統治限制了台灣社團參與的形式，使得社團

無法跨地域的全球特性。 

  為了獲得台灣解嚴後社團參與意義的轉變以及所形成社團網絡的結構變

遷，筆者引進網絡鑲嵌性概念和相關理論，可以將解嚴後多元社團參與的複雜網

絡鑲嵌性展現出來，進而探討網絡鑲嵌的位置對政治行為的影響。 

    目前學界對於社團的研究可以說是汗牛充棟，不論是西方還是台灣每年都有

大量相關的討論，本文主要就是在反省傳統社團參與研究在分析方法的缺失，試

著以一套網絡結構的分析方式來重新審視台灣社團參與具有的意義。 

            

    

    

 

 

 

 

 

 

                                                                                                                                            
究，他發現社會中各式各樣的團體是個人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參與社團網絡的聯繫就相當關鍵。 
13 Tocqeville和Putnam將志願團體中的互動過程指涉為可以促成民主的發展，Ariel（2004）認為

這樣的推論是有問題的，一個微觀社會過程是無法直接影響巨觀層級的政治面向，其中可能有著

更多未知的過程在運作著， Durlauf（2002）甚至認為作為一個學術的社會科學研究，《Bowling 
Alone》基本上是失敗的，不管是在觀念上、原因上、推論上還是政策都有明顯的謬誤。 
14 石元康（1998）和顧忠華（1998）都認為傳統中國家族思想的影響下，使得台灣社會與西方

有著不一樣的特質，私的色彩仍然高過於公共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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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社會及社團參與 

社團參與在西方一直被視為公民社會的象徵，許多學者都認為社團深入個人

生活的許多層面，影響了國家的政治表現，社團的數目往往成為評斷公民社會相

當重要的指標。然而與歐美幾百年市民社會的發展相比，台灣受到過去威權體制

以及既有文化傳統因素的影響下，社團參與的意義卻是更加複雜和矛盾的。 

本節主要探討社團參與在組織層次的機制，包括引進「利基分析」以及「網

絡結構分析」的相關文獻來幫助釐清台灣的社團參與。 

 

一、早期台灣社團參與的限制 

    1949 年國民黨播遷來台後，當時黨主席蔣介石深感大陸失敗的教訓，尤其

是戰後對於內陸地區的掌控早已不足，在 1950 年 7 月正式成立國民黨中央改造

委員會，並有幾項重要措施：首先，是重新辦理黨員登記，並確保黨內對蔣介石

的絕對服從；其次，相當重要的就是吸收新黨員、發展黨組織。依蔣介石「每一

黨員必須編入基層組織，每一基層組織務必深入民眾」的指示（陳明通 1995：

335）。15

    1987 年以前台灣並沒有真正結社的自由，戒嚴時期任何社團的成立都必須

獲得政府的認可和允許，禁止政治社會內自主新興政治團體及政黨的出現，強制

黨外無黨，徹底排除任何可能的組織化勢力產生（陳明通 1995：107）。除了集

會結社外，出版也受到嚴密的監控，採行的是事前審查制，並非是民主國家盛行

的登記制，而且任何一個社團或者出版機構只要發表的言論牴觸當局利益，輕則

負責人或主編被撤換，重則可能被捕入獄或面臨關門的命運。16

    朱雲漢（1989）的研究指出國民黨一方面透過「國家統合主義」，使所有的

職業性公會及工會組織皆由國家出面輔導，並賦予其獨占的代表性，而接受主管

                                                 
15 國民黨又將黨組織分為區域黨部以及各種不同性質的黨部，前者根據改造綱要第九條，黨設

各級：中央、省（院轄市）、縣（市）、區（區分部）委員會，在區分部委員會下得分小組，組設

組長。小組之劃分在城市以職業為主，區域為輔；在鄉村以區域為主，職業為輔。凡分小組之區

分部，其所屬黨員必須參加小組。縣級以下組織保持秘密；後者建立如產業職業黨部、機關黨部

及海外黨部等；同時在立法院、監察院特設置直屬中央的黨部；在各級民意組織中，則成立黨團

（陳明通 1995:105）。 
16 以報業方面為例，政府完全遷台後兩年（民國 40 年），即實施「新聞紙供產辦法」，三年之後，

更明定新報紙登計發行，於是限證（發行執照）、限張和限印（限制印刷地點）之一報三限政策

─就此展開（彭家發、馮建三、蘇蘅、金溥聰 1997）。至於一些鼓吹民主雜誌的主編與發行者，

更是經常被捕下獄或強迫換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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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指導，另一方面，國民黨又以掌握國家機器之便，安排政治追隨者滲透上

述的職業性與非職業性的社會組織，並由各及特種黨部組織負責實際的運作，如

此便佔據了所有社會中的組織性資源，壟斷一切利益代表的管道。 

    威權統治下，國民黨對於任何可能形成全國性組織力量的社團都相當注意，

以工會團體為例，在法律上規定同一區域以及同一廠場內之產業工人，以設立一

個工會為限；另外在工會聯合組織方面，區域性的縣市總工會必須有三分之一以

上基層工會單位發起，分業工會聯合會以組織一個聯合會為限。由於 50 年代國

民黨政府先後在台灣地區輔助成立縣市總工會、省總工會以及分業產職業工會聯

合會，此種對工會聯合組織的獨占性規劃，隱含著排除工會自行串連結盟的機

會，有助於政府掌控工會運動（李允傑 1999）。17

    這樣的策略也反應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上，為了避免某一地方派系勢力過

大，影響到其有效的穩定統治，國民黨在各區域內都培養了一個以上的地方派系

力量（陳雪玉 2003），一方面讓地方派系相互競爭，國民黨扮演一個仲裁者的角

色，另一方面也讓台灣組織力量更為局部和零碎，難以和國民黨相抗衡 

因此李丁讚（2004）就認為早期黨國威權時期，國家的力量透過派系、漁會、

農會等侍從關係，深入民間基層，整個民間社會根本就是一個被政治力深入滲透

的社會，並無法產生一個自主的市民社會。 

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使得地方派系無法擴展至較為全面的影響力，但這卻也保

有台灣特有的草根力量，使得血緣性及地理鄰近性組織更為發達（如宗親會、同

鄉會或寺廟團體），並且構成了地方派系的主要來源。18

    蔡常斌（2004）的結果與呈現一般信徒與社區居民和社區公廟中權力位置

的連結關係，有助於地方的權力菁英。藉著在公廟的位置和信徒間的連結，取得

資源動員（更多的安燈數量和更多的信徒參與寺廟活動）的能力，而透過這些權

力位置與資源動員，進而使社區信徒與公廟權力位置的網絡連結，成為社區公廟

組織有利的社會資本。 
                                                 
17 非職業性社團亦限制在單一的行政區域層級上，每一類型僅能組織ㄧ個，造就一個獨占的先

天架構。 
18 例如高雄從日治時期開始，工商業的發展吸引鄰近地區移民遷往高雄市，加上移民人數眾多，

紛紛組織同鄉會形成地方勢力，最後再經由地方選舉的催化下，形成地方派系（劉頂順 2001）；

至於桃園於 1950 年實施地方自治後，使早已形成的閩客族群對立更加白熱化，因地方選舉更形

成閩客二元地方派系，尤其縣長一職行政資源充裕，更成為閩客雙方爭奪的目標。在國民黨與地

方派系協商下，達成一不成文的君子協定，形成全台獨特的閩客輪政現象，為平衡閩客族群，在

縣長與議長人選，分由南北區不同族群人士出任（陳雪玉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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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毅欽（2003）以林合社區為例，發現過去台灣基層長久受到政治面向的地

方派系之介入及文化面向的傳統社會人情和關係之束縛。這兩股力量是長久以來

台灣基層社會運作的機制，深刻地影響草根社區日常生活的運作。在林合社區

中，強大的地方派系力量和人情關係網絡限制了民間社團的自主性，弱化了公共

性的特質，社團公民社會的功能無法發揮出來。 

    總之，國民黨威權體制為了鞏固政權的穩定和正當性，故主導組織人數眾

多、結構鑲嵌和連結性強的社團，換個角度來說，原來在戒嚴時期，具有社會整

體發展利益關懷的全球性社團，組織連結能力有限，解嚴後這股民間社會自主的

組織能力才開始崛起。 

 

二、社團的發展與社會自主性的建立 

    到了 1980 年代，即使政治仍並未完全開放和民主化，此時各種社會力量已

經開始衝撞政治的藩籬，從 1971 年以「保釣運動」為起點的學生運動開始（鞠

海濤 2006），之後陸續出現了許多類型的社會運動，19學者稱這是台灣社會運動

的「黃金十年」（蕭新煌 1989；李丁讚、林文源 2000、2003）。 

    1990 年台灣社會運動開始逐漸轉型，李丁讚和林文源（2003）的環境運動

研究指出，環境運動由肢體抗爭慢慢轉變成遊行示威，再轉變成專業遊說，整個

過程中臺灣社會出現高度組織化現象，而暴力、衝突的發生越來越少，稱之為「社

會力的馴化」。顧忠華（2000）也認為解嚴後，台灣的社會力曾表現為風起雲湧

的社會運動，但自 1992 年開始不少社運團體紛紛「機構化」，轉為正式立案的非

營利組織。 

    社運組織的制度化，使得台灣市民呈現出不同以往的新貌，如顧忠華和林勝

偉（2004）從官方的統計資料來看，認為早在 1970 年代台灣社會中的結社活動，

無論就組織數量或者民眾參與的人數來看，都已經出現緩慢上升的趨向。解嚴之

後，各類社會團體的成長更是顯著增加。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料顯示，近十年來

全國性社會團體有結構上明顯的改變：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會等團體數量呈現

負成長，而宗教團體、社會服務團體及慈善團體的總量則大為增加。這種現象反

                                                 
19 這段期間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政治控制開始鬆動有密切的關係，張茂桂（1989：42）認為

80 年代的社會運動風潮，主要是國民黨的政權先已發生統治危機，失去完全鎮壓政治反對力量

的能力，被迫進行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改造工作，也無力阻止既有資源投入受排斥的民眾部門

的社會抗議提升抗議層次，形成民眾部門的社會運動資源得以串聯、擴大，蔚為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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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非營利組織情境中，原先以血緣、地緣為主的組織減少，取代成為具有特定目

的與社會訴求的現代結社性組織。 

    社會團體大幅出現的原因，有學者認為這是由於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社會對

於社會運動的容忍度大增，使得原先社會運動逐漸喪失原先擁有的議題重要性，

而呈現出一種例行化的現象，於是制度化就不得不成為社會運動必然的趨勢（何

明修 2003）。當原先社會團體機構化之後，就等於建立起本身資源動員的管道，

不必再依賴反對黨，因此社運組織與民進黨的關係逐漸衰弱。如此一來社會自主

力充分展現，不再泛政治化的甘作政治勢力的附庸，而有更為明確的定位，並且

多元立場監督政府的施政（顧忠華 2003；李雅玲 2004）。 

    這樣的結果也反應在社團特質的改變，由於早期政治力的滲透，市民結社只

能生在各種初級團體之間，依靠血緣與地緣的關係來動員，但到了民主開放之

後，市民社會充分發展的結果就是目標各異的社團得以蓬勃發展，而且因為不再

仰賴傳統的人際關係，各個社團的性質也逐漸由地方性轉變為區域性或國際性，

甚至產生彼此結盟的關係，如後期的社會運動就經常看到各地社運組織串聯的現

象。當然這也呼應了社團專業化的需求，正由於組織技術變的越來越重要，於是

專家參與更加的不可或缺（李丁讚、林文源 2003）。 

    更重要的，原本被侷限的地方社團參與，在社區居民逐漸展現熟練的政治運

作能力，透過公聽會、公開討論、遊說、媒體等方式來表達自己的意見，影響了

社區公共事務的決策（張毅欽 2003）。 

    總結來說，從 70 年代一直到 90 年代期間，台灣社會經歷了兩次結構性的轉

變，這樣的過程中社會力不但復甦，而且產生相當大的改變，從原先以大量社會

運動的方式來呈現，轉變到社運團體大量組織化的現象，一方面代表政治規範的

減輕，國家逐漸從社會領域退卻（顧忠華 2003），另外一方面，群眾動員工作的

現象逐漸消失（變成以直接被影響的群眾為主），轉移對於行政與立法過程的說

服，專家的重要性大幅提升了。 

    雖然民主化之後社團參與的形式更為多元了，早期血緣性以及地緣性等傳統

特質為主的民間力量似乎不再那麼重要，然而這是否就代表早先社團參與的形式

完全消失了？社會草根的力量逐漸失去影響力？本文認為可能並非如此。 

    在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基層的力量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例如李丁

讚和林文源（2000）認為社會抗爭的暴力化是早在政治自由化就開始展開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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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力結構的鬆動或政治自由化來解釋社會力誕生，是有本身的局限，而不能

忽略掉由下而上的自主社會力基礎。更重要的，早期自立救濟的行動者，都是一

些社會底層的市井小民，甚至是邊緣人口，他們有相當強烈的草根民眾性格，所

謂外力的介入是十分有限的。20

    這股力量在現在的台灣仍然可以觀察得到，雖然一方面，各種目的性社團有

著日益重要的角色，例如董氏基金會對於菸害防治的推動，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對

消費者保護運動的努力。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地方公職人員被國民黨牢牢掌控

了超過五成以上的席次，至於宗親會等草根力量在選舉的角色依舊重要，（劉佩

怡 2005），例如地方派系雖然有解組現象的產生（杜慶承 2005），但是卻又在政

黨內扮演更重要的角色（徐永明、陳鴻章 2005），對於地方選舉和公共事務的影

響力仍然存在（劉滿娣 2004）。 

自Tocqeville提出對美國民主的觀察後，美國就被視為一個參與者的國家

（nation of joiners），但是Putnam在 2001 年出版《Bowling Alone》一書之後，經

過對於美國市民社會做了全盤的觀察後，資料卻呈現美國社團成員參與呈現明顯

的下滑趨勢，而且遍及各種形式的志願性團體。21美國人主要的休閒活動變成為

不停地看電視、上網或透過電子郵件來溝通，Putnam提出警告，假如市民都不參

與任何一個市民組織，那麼這並非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實踐，而只是一個「沙發馬

鈴薯式的民主」（Hoffmann 2003）。22

相較於美國，台灣社團參與的情況似乎展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不過運用政

府的統計資料是否能真實反映不無問題。這些資料通常以組織為單位來蒐集和分

析（顧忠華、林勝偉 2004），從中研究者並無法看到行動者的特質與運作情形，

而且在測量真正參與人數上也有問題，無法計算出成員重複的狀況，因此真正社

團成員的總數可能過分被高估了，社團組織的數量也可能是如此，並無法反應台

                                                 
20 不過不同運動之間可能有差別，范雲發現女性運動的形式有著不同的面貌。從社會運動者本

身生命傳記的背景來看，早期婦女運動的先驅者有著教育、階級的優勢與特殊族群構成，她們選

擇基金會等無須草根動員的組織模式，使其運動路線偏向社會服務、立法與文化宣傳，但 90 年

代隨著新近運動者的不同背景，成為政治變遷中的新動力。 
21 McPherson（2006）從美國人交談網絡（discussing network）規模的變化某種程度證實了Putnam
的憂心。在兩次相距二十年的資料中，網絡規模呈現大幅縮小的現象，親屬關係成為主要討論網

絡的對象，鄰里和社區等現代社會主要社團形式卻逐漸失去本身的重要性。在考慮教育具有的影

響之後，McPherson更進一步得出令人沮喪的結果，一般而言，教育程度越高由於具有的社會資

源越豐富，也較有參與社團的意願，所以兩者往往有著正向的關係，但是這個效果在兩次調查的

比較中卻逐漸減緩了。 
22 For Putnam, there will be no democracy, only a “couch photo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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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市民結社是否真的蓬勃發展。 

更重要的，西方傳統觀念中社團參與的公共價值，是否能完全反應在台灣社

會，這點或許是更值得我們去探究的。一般而言，台灣許多的學者將民間社團視

為一種玫瑰圖像，主張社團參與可以為民主政治的健全提供了充分的保障，但是

卻往往忽略了台灣獨特的社會結構可能使得社團參與具有其他層次的意涵。 

   事實上，社團的發展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草根的參與仍深深影響台灣社

團參與的發展。以地方派系為例，陳東升（1995）發現在台北縣土地開發的過程

中，地方派系轉而與財團結合展現出強大的力量；而且地方派系的成員也仍參與

了各種地方性的組織，以獲取許多重要的組織資源，甚至在都市計劃中和市政府

結合起來成為最具影響力的行為者（熊瑞梅、邱瑜瑾 1995；熊瑞梅 2001a）。 

    因此，為了理解台灣社團參與的結構特質以及民主化過程前後的改變，除了

觀察社團參與的人數與不同類型社團之間的消長外，接下來筆者將進一步討論利

基分析以及網絡結構分析，希望透過這兩種分析方法，能夠對於台灣社團參與研

究提供較多的貢獻。 

 

三、社團成員的利基特質 

個人參與社團往往並非全然是一個隨機的過程，有時反而是充滿著一個選擇

的過程，所謂的「物以類聚」、「臭味相投」都是最好的形容，23從社團成員的組

成上往往就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 

雖然現代社會中的結社行為，經常被視作具有目的與工具性的特質，同質性

並不如早期以宗親家族為主的形式，然而這並不意味成員間不具有某種程度的相

似性。學者認為正如個人的人際網絡連結般，志願性團體往往也呈現出同質性，

加強了相似而拒絕相異的人的連結（McPherson and Smith-Lovin 1986、1987）。

這就是所謂的同質性連結（homophily principle），也因為如此志願性社團在社會

空間（social space）的分布也就具有重要的意涵。24

    當代社團社群就如同個市場一樣，每一個社團在其中就如同商品般的供人選

                                                 
23 具有相同品味和嗜好的人彼此互動的可能性就較高，比如Mark（1998）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

音樂喜好類型存在密切關係；又或者不同接觸地點會影響不同面向的同質性，例如學校是最容易

促成同質性，而鄰居和家庭則是會影響到宗教信仰方面（Flap、Kalmijn 2001）；最為明顯的就是

個人的友誼網絡，朋友間確實會呈現出行為的相似性（謝雨生、吳齊殷、李文傑 2005）。 
24 McPherson藉由Blau空間來獲得啟發，社會空間是由許多社會經濟變項所構成的圖，通常圖中

的距離越近就代表它們的特色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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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換個角度來說，對於志願性社團而言，「人」就是最重要的資源，唯有依賴

志願者不斷的投入，組織才能繼續維持下去。假如「人」是取之不盡，用之不竭

的話，那麼志願性社團彼此之間就不會有太多競爭，各自追求本身的目標。然而

事實正好相反，由於個人的精力和時間都是有限的（大部分必須在工作有閒暇之

時才有可能參與社會組織），當社團越來越多的時候，「人」也就成為了稀少的資

源。 

當志願性社團競逐新成員加入組織時，其實也就類似於一個服務業產品市場

競爭消費者的運作原則，25每個社團在不同面向、不同層次有屬於自己的利基，

形成一個分化的結構位置。如果理想的情況下，每個社團都有自己獨特不與其他

社團競爭的利基，然而真實的情況往往會發生志願社團的市場利基重疊，如此社

團間就會產生競爭，如果當越多團體爭奪相同社會空間時，McPherson（1983、

1995）就認為此時處在社團利基邊緣成員會逐漸轉移到其他社團之中，社團成員

的流動率大增，但也使得組織的專門性越來越強烈。26

    利基重疊除了會造成社團間的競爭外，重疊在社會學中具有另外一種重要意

涵。對於 Simmel（1955）而言，由於當代社會中各種團體間的界線已經不是那

麼清楚，反之，不同團體產生許多了交會之處，這些重疊成為了最重要的社會結

構，社會才得以整合於一定的網絡之中。正如同 Breiger（1973）提出的「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的概念，經由個人在團體成員身分的重疊，建構出了一套

社團網絡的架構，有助於我們對於社會的認識。 

    利基上的重疊象徵著社團成員在社會特質上的重複，固然這帶來激烈的競

爭，使得社團面臨生存的壓力大幅度增加，但是另一方面，社會空間上的接近（社

團成員），代表這些社團也更可能出現彼此合作和連結的情況，就如同個人一樣。

因此，當社團與其他社團的社會空間距離越近時，意味他們之間有著越高的相似

性，這個社團正當性的基礎也就越穩固，如此有助於本身的存續（DiMaggio、

Powell 1983）。 

                                                 
25 更進一步，McPherson（1996）專注於不同志願性團體成員變動的過程，他提出兩種解釋的假

設：首先，利基邊緣假設（niche edge hypothesis），意指成員位於組織利基的邊緣比起在利基中

的成員，有較高的離開率；其次則是利基重疊假設（niche overlap hypothesis），表示志願團體是

相互競爭成員的時間和注意力（McPherson 1983；McPherson and Rotolo 1996）， 
26 這種從生態利基角度出發的想法，成為組織研究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對於組織間的競爭和

存亡往往能提供深刻的見解，如Baum和Sngh（1996）討論組織面對競爭時的動態模型，而Sandell
（2001）則從生態論的觀點，研究社會運動組織規模上遭受限制的原因都是。 

 17



    一般而言，關注社團在社會空間位置的情況是以社會人口變項為主，例如教

育程度的表現，可能會強烈影響組織成員的流動（McPherson、Miller、Popielarz  

1995）。許多學者也都認為台灣社團有逐步走向專業化的態勢（李丁讚、林文源 

2003），藉由對於社團成員特質的觀察，或許就可以進一步看出這樣的狀況是否

存在。 

此外，在傳統社經變項之外，成員族群的特質或是觀察台灣社會發展一個很

重要的面向。由於自政府遷台以來，台灣的本省族群在政治和公眾參與受到相當

大的壓抑（林佳龍 1989；鞠海濤 2006），對於政治和社會層面影響甚巨，因此

這種長期不平等的情況對台灣政治和社會層面造成很大的影響（吳乃德、林佳龍 

1990；徐火炎 1991；吳乃德 1993a、1993b；王甫昌 1994；陳陸輝 2000）。27

 

四、組織網絡結構的分析 

    毫無疑問，國家會企圖去影響這些社會團體，因此不同國家本身的治理型態

就會影響市民社會的運作情況，集權國家可能會限制了社會中的協會活動，特別

是對於新社會運動組織，而統合式的國家則會正面增加了會員數目，尤其對於一

些舊社會運動增加的效果更大（Schofer and Gourinchas 2001）。相關的許多研究

也都指出社團和政治力量更為複雜的互動關係。28

    威權統治下，國民黨透過種種手段建構出了一套綿密的社會網絡，對社會無

所不在的監控和滲透使得國民黨的影響力進入每一個組織化的力量中，形成了國

民黨治理的機制。換句話說，藉由這些社團的幫助下，作為一個統合主義下的國

                                                 
27 吳乃德（1993b）指出，從許多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台灣族群的認同主要是在戰後，國民黨來

台灣之後才形成：當日本殖民政權撤出台灣之後，台灣的居民事實上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國

民黨的政權，可是緊接而來的二二八事件，刺激了台灣族群意識的產生，而後外省人又壟斷的政

治權力。Gates也認為今天在台灣所看到的族群關係，幾乎完全是戰後臺灣人和大陸人之間政治、

經濟、社會各個層面互動的結果，因而族群意識被創造出來，這在以前是不存在的（陳明通 
2001）；王甫昌（2003）認為這和 80 年代反對運動有著密切關係。當時的民進黨反對運動剛開始

並不是以本省人的族群運動為目標，而是以「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主，但在當時台灣的

政治結構情勢下，它卻產生了本省人族群意識升高的（非意圖性）族群運動效果。 
28 假如當市民社會本身尚未成熟時，社會團體反而可能失去本身的自主性，成為國家滲透進入

的管道，如Riley（2005）對於威權政體下的義大利和西班牙比較得到了不同結果。他從Gramsci
理論的角度出發，認為市民結社不必然會促成了民主的發展，以義大利為例，反而提供法西斯主

義和政黨發展的資源，並形成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整個社會完全操控在國家手中；相對的，由

於西班牙並未有一個健全的市民參與，因此也只能產生一個經濟統合主義式的獨裁（economic 
corporate dictatorship），給予了市民社會較大的自主空間；Korkut（2005）則透過匈牙利和波蘭

的民主化過程研究，發現這兩個國家的市民社會並沒有因此變得較為健全，菁英主義還是鑲嵌在

政治和市民社會的運作過程中，市民社會仍是處在一個跛腳的階段（be cripp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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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民黨充分的吸納和掌控社會的各種力量。 

    既有文獻所提供的一些觀察，雖然有助於理解國民黨得以穩定統治的原因，

不過困難的是，該如何去真正呈現出國民黨與社團之間的互動結構，或者說，不

同類型社團間的社會結構位置又是如何（例如以血緣和地理鄰近性組成的社團，

與其他目的性社團具有的差異）。另外一方面，在面對民主化乃至於政黨輪替之

後，這樣的結構是否瓦解消失了，還是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改變，仍持續影響台灣

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因此，經由網絡分析的幫助，本文就可以進一步的描繪出台

灣社團和政黨之間連結的運作機制。 

    近年來網絡分析成為社會學很重要的領域，一般而言，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代表網絡關係密度的社會整合，以及網絡結構中所蘊含的社會資源、

社會資本和社會支持（黃毅志 1998）。依據Knokeand Kuklinski（1982：12）與

Emirbayer and Goodwin（1994）等人，社會網絡可定義為一組連接著個體的社會

關係；在網絡分析圖上，個體關係用連接的線來代表。對網絡研究而言，關注的

並非這些節點所代表的個體本身，而是彼此之間連結著的線（代表著關係），以

及經由這些線所形成的網絡架構。29

    網絡分析的單位不僅僅侷限在個人層次而已，這樣的分析還可以擴展至巨觀

現象的解釋上，包括了擴散、社會動員、政黨組織與社會整合等概念（Granovetter 

1985），尤其是本文關注的國民黨與社團之間互動。 

    不同於個人之間直接的互動，團體之間的連結必須從成員參與多元團體才有

可能。Breiger（1973）延續 Simmel 對於當代社會結構的觀察時，就進一步提出

了「個人和團體的雙元性」（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他認為個人之多

元社會團體參與是社會團體交互切割與連結的重要機制。從網絡分析的觀點來

看，個人之間的關係、團體之間的關係往往交錯的切割了團體的界線（陳家倫 

2006）。透過個人參與社團和政黨的資料，組織成員身份相互重疊時擴展了組織

網絡連結的範疇，如此也形成了一幅組織網絡圖。 

    當行動者所處的位置是不同群組間的重要聯繫，又或者根本是扮演一個橋樑

                                                 
29 社會網絡結構的變化可視為理解社會變遷與社會行動的重要途徑，網絡結構涵蓋許多不同面

向，包括網絡的完整組成，行動者在網絡所占的位置，甚至行動者之間的聯繫，都反映出網絡的

關鍵內涵（傅仰止 2001）。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理解網絡特質與社會資本，Freeman（2004）因

此稱網絡分析是一種結構取向的方法。目前網絡社會學家對網絡的研究大致分成三種不同的方

向，分別是使用組織間網絡、找工作網絡和個人資料網絡等三種資料形式來分析社會網絡特質及

其影響（熊瑞梅 2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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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brokerage）的角色時，就能夠透過這些聯繫獲得最快最多的資訊和資源，並

且成為溝通管道的掌管者，而這種行動者也通常是位於網絡的核心（Burt 1992）。

換句話說，行動者在網絡的位置表現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它往往代表了資源、

資源和權力的分布狀況。30

    從網絡結構位置研究不同行動者之權力資源互動關係的，首推Laumann和

Knoke在 1987 年出版的《organizational state》一書。他們使用社會網絡分析與集

體行動體系的觀點，研究美國卡特政府時代能源及衛生政策背後的行動者─事件

行動體系結構體系。因為行動體系是由一套對政策有影響力的行動者所組合成，

每位行動者在政策功能範疇內的重要議題都表現出興趣和可以動員的資源來影

響。經由對不同行動者參與事件的變化，他們清楚描繪出行動者所處的網絡結構

位置，包括核心和邊陲，這些差異充分象徵了行動者之間權力的不同以及對政策

的影響力（熊瑞梅 2001a）。31

有關個人與組織重疊網絡的研究多是環繞在組織如何藉由契約、企業協定以

及精英之間的聯繫來預防外在環境可能的不確定，降低企業可能遭遇的風險

（Moore 2002、Preffer and Salancik 1978），比如董監事和股份連結之間的關係，

往往是決定企業結盟和行為很重要的因素之一（Burris 2005）。但是這樣的組織

觀點是有其侷限性的，它們忽略了內部的最大組成份子─一般成員。對於志願性

社團而言，其生存最重要的因素並非如同企業是以營利為主，而是如何獲得許多

個人的參與，因此社團內成員的表現就決定了社團本身的能力以及在整個社群所

能運用的資源。 

    社團參與的行為往往是為了達到一個工具性結果，成員參與各種不同社團是

團體維繫很重要的機制，如此就可以透過成員身份的重疊擴展在整個社群的連結

程度。這種在社群中的鑲嵌對於社團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藉由與他者的連結使

得行動者可以獲得充分的資訊和資源（Bonacich 1987），另外一方面當在社群的

鑲嵌性越高時也反應出一種正當性的基礎，有助於本身的存續（DiMaggio、Powell 

1983）。 
                                                 
30 Granovetter（1973）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提出了「弱連繫」的概念，對網絡研究而言，

弱聯繫不僅改變對人際網絡的想像，更重要的，也使得網絡研究脫離既有社會心理的範疇，研究

者必須從一個更大的網絡架構中來分析，才有可能得到更為真實的面貌。 
31 台灣學者採用類似的網絡觀點來作分析，還有熊瑞梅和紀金山（2002）針對《師資培育法》

的制定過程來則充分運用了政策網絡的概念，他們展現出在法案發展的不同階段，隨著政治機會

環境的變遷，國家教育官僚、教改社運組織和其他關鍵行動者彼此互動模式的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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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要能夠在整個社群之中佔有關鍵的位置，成員多元的參與是相當重要

的，換句話說，藉由評估成員參與的情形，就能夠清楚了解社團所具有的優勢。

一般來說，成員的參與特質可以從兩方面討論，分別是位置鑲嵌性與結構鑲嵌性

（Cornwell and Harrison 2004）：前者是指社團成員多重參加其他社團的效果；後

者則是與其他社團成員相似性的程度。總結來說，鑲嵌在一個更大社群之中，對

於行動者來說具有相當多的好處，它可以降低一些結構的限制（諸如資源和資訊

的缺乏），以及避免環境不確定性的干擾（Burt 1983）。因此，藉由在整個社團的

鑲嵌性程度，以及社團間的網絡位置與連結，就能幫助我們瞭解不同行動者間的

優劣情況。 

    總之，藉由社團和政黨參與的資料可以發展出它們之間的互動網絡，再加上

三期的資料就可以提供十年間變化的狀況。由於此時台灣社會正面臨許多重大結

構上的轉型，於是本文想要了解這麼大的改變是否影響了社團之間和社團─政黨

間的關係。更重要的，社團做為國民黨滲透進入市民社會的工具，社團網絡必然

會形成國民黨一個重要的治理機制，但是這樣的機制是否受到民主化的影響而改

變，也就是本研究組織層次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之處。 

     

 

 

 

 

 

 

 

 

 

 

 

 

 

 

 

 

 21



第二節 社團參與和社會資本 

    自 Putnam 提出社團參與的重要性之後，社團參與和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就

一直被學者所關注著，由於 Putnam 的影響下，社團參與和社會資本理論擴展至

許多不同的領域，包括政治學、社會學、犯罪學、教育學等都是，但這股全新的

浪潮也動搖了社會資本理論的內涵以及模糊了社團參與所帶來的效果，本節將重

新從社團網絡的資源效果來審視個人參與社團具有的意義。 

 

一、傳統社團參與的效果 

    法國政治學者 Tocqeville 對 19 世紀美國政治與社會的觀察有如此的描述： 

    四面八方都傳來吵雜的喊叫…，這邊，鎮上四分之一的人在集會，決定建築

一座教堂；那邊，正在選舉一個議員；再過去一點，一個區的代表正匆匆趕往鎮

上，以便商量地方上的某些改革事項…」（Tocqueville 2000：178）。 

    他評論道，美國民主政治制度之所以能確立，除了天然環境與社會風俗的幫

助之下，更重要的是美國人民積極參與各式各樣的市民生活。Tocqueville 認為倘

若人人皆具充分的參政權，並且積極參政，就能產生一個公民社會，人們會因追

求共同的社會目標而改其自私與冷漠，人際的紐帶也會重建，社會上孤立的個人

團結成不同的社群，就可以阻止強人的出現，並且減少多數暴政的程度（呂亞力 

2000）。由於美國社會參與的普遍，形成了一個非常踴躍的公共領域，Tocqeville

認為熱衷於公共事務使得美國人對於政治事務顯得相當嫺熟。 

    從Putnam的觀點來看，社會資本是「一個社會組織的特徵，例如信任、規範

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行動來提高社會效率」（Putnam 2001b），在這

個定義下的社會資本，被視為一種社會的公共財，能被社會中的所有人集體享

有。由於日常志願性團體的見面式互動，有助於形成人際間的信任和信心，或者

是一個更為廣泛的社會信任機制，強化市民參與和政治參與的可能性，因此就能

有效的維持民主機制運作。32Putnam的研究甚至發現連經濟發展都與市民參與有

著強烈的關係，相對的，傳統上民主政治與經濟的連結（Schumpter 1942；Lipset 

1959；Diamond1992；郭承天、吳煥偉 1997；蕭全政 2004），則無法呈現明顯

                                                 
32 在針對義大利所做的經驗研究中，Putnam嘗試運用在制度環境的一致性下，尋找出影響政治

表現的原因。結果發現影響政治表現最重要因素是該地區的公共社群程度（Civic Community），

包括運用了社團的平均數目、報紙的閱讀率、公民投票率與特別支持票四個指標來測量公共設群

結果發現公民社群與制度表現的關係r=.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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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關係。 

    有些學者對於Putnam的理論基本上抱持著肯定的態度，如Newton（1997）

認為社會資本包含著三個不同的概念─信任、規範與網絡，這樣的優點是使得觀

點更為有趣和說服力；至於Woolcock與Narayan（2002）認為即使社會資本理論

本身的缺陷和不足，經驗結果也都發現社會資本可能同時擁有正面和負面的效

果，但社會資本仍是可以提供學者、贊助者及政策制定者一個更為廣泛的溝通空

間；33而Paxton（2002）則運用 1994 年World Values Survey調查的資料加以分析，

證明參與協會的確會影響民主的運作。34  

    目前國內學者仍是延續著西方自Tocqeville以來的觀點，如顧忠華（2004）

引述Taylor的見解，認為公民社會或公共領域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自治社團加以

支撐，展現出公眾生活中的社會自主性，並且令政治權力受到限制，那就沒有達

到起碼的標準。35換句話說，民間社團是公共領域的社會基礎，沒有民間社團，

公共領域其實很難開展（李丁讚 2004），許多研究自然都視社團為市民社會的基

礎，包括蕭新煌（2004）整理這些討論市民社會和政治轉型的文獻，並加以區分

兩類；36顧忠華則長期關注台灣各種非營利組織以及社區大學的發展（顧忠華 

2004、2005）。 

    然而 Putnam 從整體而並非從個人層次蒐集到的資料，卻使得其所做的理論

和推論產生了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後續的研究紛紛展現出不同的結果。例如

Putnam 強烈批判年輕世代對於公眾事務的冷漠，使得美國民主陷入危機，Rotolo

和 Wilson（2004）於是從世代的角度切入，嘗試挖掘美國市民參與是否存在著世

代的差異，但是在控制社會經濟面向的趨勢變化後，卻發現世代間的參與程度差

異並未如 Putnam 描述般的劇烈。換句話說，年輕的一代並沒有傾向不願意參與

                                                 
33 這樣的概括性也增加社會資本理論本身的活力，幾乎社會中的現象都可以透過社會資本賦予

解釋，包括社區發展、教育表現、犯罪率與社會參與等都是（McClenaghan 2000；Messner、P. Baumer 
2001；Tolbert et al. 2002；Saxton、Benson 2005）。 
34 同時Paxton也認為這不僅是單方面的效果而已，反過來說，民主政治的實踐也會影響協會的形

式和活動，因此他認為一個民主政治良好的國家必然相伴著蓬勃發展的協會。 
35 顧忠華（2005：54）認為公民們的集體參與乃是「公共領域」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力量

根源，單獨或無法組織起來的需求，相對的較無法獲得足夠的重視，因此社會上各式各樣競逐資

源的群體，強勢者可以成立自行掌控的組織，弱勢者也得尋找代理組織或仗義直言。 
36 第一類著重於個別國家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的發展及其在廣泛的民主脈絡下與國家的關

係，第二類則將亞洲整體當成一個區域性的關注焦點，並嘗試描繪出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在

這個地區許多國家中形成一個新興社會和政治部門之共同特徵，或者是放在研究不同的國家中，

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對國家挑戰之異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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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這更可能是一個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使然。 

另外一方面在 Putnam 與許多類似的研究中，社會資本都被視為公共所有的

集體財產，並非為任何一個人所擁有，因此社會資本的出現是有助於整體社會的

進展。但是這樣的論點卻開始逐漸受到許多學者質疑，如 Foley 和 Edwards（1998）

就認為 Putnam 固然喚醒了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但是這樣的策略卻改變從

Bourdieu 和 Coleman 以來的傳統，並傷害了原先以社會關係為基礎的經驗價值，

使得社會資本研究反而陷入了一個危機。 

    經驗分析中，大部分的研究都無法證實 Putnam 的社會資本理論假設，Aberg

（2000）研究東歐及中歐國家發現，即使缺乏對於國家正式機構的信任，也不必

然造成社會網絡形成的困難，這也解釋為什麼非共產主義式社會資本所造成的交

易成本降低，無法轉化到對正式機構的信任上。Freitag（2003）針對瑞士的研究

也發現到，參與志願性社團與社會任信之間的關係並無法被証實，反而是被人際

間的資源、社會背景變項及心理及個人態度所決定。 

    吳乃德（2004）和Marsh（2005）用台灣的資料分析，發現參與社團並不會

影響到社會信任感，甚至參與程度的差異也不大（在控制其它變項後，效果就消

失），反倒是社團參與是會影響到政治態度和政治行為等變項。Marsh的結果甚至

呈現信任反而有著負面影響，換句話說，越不相信台灣政治系統的人卻享有著較

多的民主和容忍態度。37

    當社團的社會資本效果並無法獲得證實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從不同社團之間

的差異來觀察，這也是目前學者的反省之處。38換言之，民間社團的影響力是否

會呈現出不同呢？諸如非法性的幫派或犯罪組織以及公共服務性組織（如慈濟功

德會），兩者對提供社會整體的助益應該是不一樣的，因此換個角度思考，我們

或許該進一步辨別這些各種不同形式社團的特質（吳乃德 ibid），以及其中運作

的機制為何？ 

    吳乃德（ibid）將社團加以分類之後，確實發現參加公益型社團的人信任有

較高的趨勢，雖然由於此一樣本數太少導致無法有效的推論，但是不同社團所帶

                                                 
37 Marsh在解釋為何台灣參與社團活動與信任之間的負向關係時，認為由於在長期的威權統治

下，台灣反對運動的人同時也經常參與社團的活動，但是他們對國家政府卻抱持著強烈的不信任。 
38 目前學者們都已承認社團的不同效果，如Putnam（2001b）就提出橋樑性（bridging）社團與

凝聚性（bonding）社團有著不同的影響，Stolle & Rochon（1998）、Paxton（2002）和吳乃德（2004）

也運用經驗資料將分類後的社團加以驗證，都發現具公共服務性質及連結能力強的社團較能產生

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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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效果，確實是在分析社團的意義與效果時必須注意的。但是這樣的分類標準

卻會產生很大的疑慮，所謂的公益該如何斷定，是否會陷入一個價值觀的爭論，

能否獲得有效理論的解釋，可能都是必須面臨的挑戰。 

    另外一方面，也有學者從社團的網絡結構出發，探究不同結構位置社團的社

會資本效果具有的差異，並得到了豐碩的結果。Lin（2001）將社團區分為全面

型（gobal）與在地型（local），前者在網絡結構中的連結能力是較全面的，並位

在核心的位置，後者則僅有局部的連繫資源，這個差異影響了參與社團所造成的

社會資本效果。 

總之，參與團體不必然就代表追求民主的精神，社團可能呈現出不同的目的

（Ariel 2004）。39許多學者開始擔憂社會資本理論已經逐漸失去原始的意義和啟

發性，甚至成為一種陳腔濫調，假如在不注意的話，社會資本可能會被其他更為

精確、更有完整論證架構的理論所取代（傅仰止 2005），因此勢必必須回到社會

資本理論最原初的定義。 

 

二、社會資本 

    一般而言 Putnam 理論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將整體的社團參與和政治參與

轉為日常的個人層次上的運作，我們該如何看出政治效果在這過程中增強的機

制，正如 Coleman 在《社會理論的基礎》（1992）一書，從行動論的觀點來反省

Weber 在《基督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宏觀結構層次的因果關係邏輯，他認

為韋伯的理論遺漏了一個主要元素，解釋任何社會組織的發展或出現，無論它是

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或是其他類型的組織，必須說明這一組織內部的職位結構是怎

樣出現的，什麼動機支配著組織中的個人，使其各司其職？什麼樣的報酬結構，

使組織內部相互依賴的關係得以維持？這些是分析社會組織時應當回答的中心

議題（Coleman 1992：11）。換句話說，他認為只有這些宏觀層次的結構轉化成

日常生活微觀的行動實踐層次的指標，再從日常生活行動者間互動共享一些集體

規範理念與價值，才會產生宏觀結構的效應。 

當回到社會資本的原始概念時，最早使用「社會資本」一詞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在其 1916 年就以此敘述美國的鄉村學校社區中心。然而真正

                                                 
39 Laumann和Knoke（1987）的研究中就發現多數議題公眾所關懷的興趣較窄，多屬特殊利益團

體，關注所謂公眾利益的社團其實只佔了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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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的處理社會資本則是法國社會學大師Bourdieu，他從階級（class）和網絡

關係（networks of relationship）的角度來定義社會資本。對Bourdieu而言，社會

資本是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the aggregate of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resources），而且這種資源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絡關係，它是成員之間集

體擁有的資本，且可以讓內部成員去取用（Bourdieu 1988：248-249）。40

    美國社會學大師Coleman進一步將Bourieu的概念帶入經驗研究中，根據

Coleman的看法，社會資本指涉許多不同的實體（entities），但是它們卻有兩項共

同的特徵：首先它們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面向；其次他們他都能協助達成該社

會結構中的某些行動（Coleman 1988：98）。41最重要的是，社會資本是一種內生

於行動者關係的資本，並非隸屬於任何一個行動者。雖然Coleman社會資本的定

義相當廣泛與抽象，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強調這種資本對其成員可能提供的資源是

扮演重要的角色。42同時Coleman的定義也隱涵社會資本不全然都是正面的，他

曾指出：「一種協助達成行動目標因而產生價值的社會資本，對其他人而言可能

無用甚至有害」（Coleman 1988：98）。 

    從 Bourdieu 和 Coleman 的觀點來看，社會資本就是一種關係性的資本。林

南（Lin）延續了這種觀點，並進一步從對資本的討論出發，賦予資本一個投資

性的概念，他綜合許多學者的觀點（包括了 Bourdieu、Coleman、Putnam、Flap、

Burt、Erickson、Portes 等人），認為社會資本所探討的是對於社會關係的投資，

並期望藉此在市場中獲得回收（林南 2005：29）。林南從社會資本的角度，作了

相當多「找工作」的研究，認為社會資本有助於個人可以找尋到條件較好的工作，

並獲得職位升遷的機會也較高。因此，傳統上的社會資本雖然並非內生於個人之

中，而是隸屬於關係脈絡，卻仍是個人得以享用的資本，有助於未來的回報，這

點和 Putnam 觀點有著非常大的差異。 

    Putnam 的觀點認為社團參與能夠透過日常接觸中幫助個人產生與他人的信

任，或是透過許多事務的協調和合作培養出公民意識的概念（Marsh 2005；吳乃

                                                 
40 在Bourdieu的觀點中，社會資本並非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其他資本有著密切的關係。人們擁

有不同的社會資本乃是取決於兩個因素：一是視其所能有效動員網絡關係的幅度，另一則是該網

絡成員們所擁有的其他型態的資本數量，包括經濟 （economic）、文化（cultural）和符號（symbolic）

資本。事實上這兩者的關係才是Bourdieu社會資本理論的重點（王中天 2003）。 
41 Coleman在這篇關於教育的研究中，要顯示天主教的學校以及其他宗教的學校比起其他私立的

非宗教學校有較低的退學率，他將原因歸咎於宗教和教育結果所產生的社會資本。 
42 例如他說：一個內有廣泛值得信賴感和彼此信任的團體是會比沒有這些特質的團體達成更多

目標（Coleman, 19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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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2004）。然而，這種社會資本理論的角度，其實是相當背離社會資本作為一種

關係性資源投資的概念，換句話說，個人的動機和行為消失了，投資的意義也不

存在了。許多學者的研究證實了，社會關係作為一種投資有著重要的意義，個人

許多的行為其實是鑲嵌在人際網之中，包含本文關注的政治參與，透過人際網絡

的連結，當行動者的網絡範疇越大，往往能獲得更豐富的資源和資訊，對於未來

所採取的行動就會產生影響（林南 2005；Ikeda、Kobayash 2007；Galaskiewicz 

2007）。 

    當回顧到原先的討論中，可以發現社會資本注重的理當是存在於人際脈絡中

的資源，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連結的情形，或者甚至就是在更大社會連結脈絡

中具有的位置，這和網絡研究長久以來所關注的面向是有其共同之處。因此，網

絡分析經常就是一個社會資本研究的最好工具。43

    Breiger的觀點不僅適用在組織層次上，對個人而言，經由社團參與者彼此的

重疊身分，社團成員往往可以擴展出更廣泛的人際網絡。因此參與社團就等於建

立了與其他成員的聯繫，或者說就是一種社會資本的投資行為，並且經由不同社

團成員彼此的聯繫，構成了一個更為廣大的網絡區域，使得個人可以多元的接觸

他人（Hsung and Lin 2007）以及獲得收入的回報（Boxman、de Graaf、 and Flap 

1991）。44

    日本學者Ikeda和Tetsuro Kobayash（2007）就以社團參與網絡出發，解釋政

治學長久以來的古老議題─政治行為和態度（包括為何參與，參與代表的意義，

以及包容態度的出現），他的研究發現社會網絡的多元性和個人參與中介組織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有強烈關係，45這些組織往往扮演聯絡不同社會階

級的橋樑角色，甚至展現對民主發展的重要性。而且根據弱連繫理論，網絡的多

                                                 
43 網絡研究和社會資本理論帶來的影響，使得許多研究者開始以此來重新審視一些既有的問

題。如Galaskiewicz（2007）等人關注鑲嵌性對於消費面向的影響，以孩童於學期內週六活動的

場所為研究目標，由於一個收斂、緊密的網絡所帶的優點（包括信任、安全和監視），他發現了

孩童週六活動地點，是強烈的受到既有家庭網絡的影響，對於每個家庭父母而言這種行為卻是一

個再理性也不過的投資，尤其當地區內有越多的熟識關係就會有越多的鑲嵌性消費（embedded 
consumption）。 
44 雖然規模大的網絡通常密度低、同質性也較少，成員間由於來自不同的生活圈中，彼此差異

性相當大。但是Laumann認為這種網絡中的行為者資訊接觸豐富，政治主張的包容性較大（熊瑞

梅 2001a），能接觸到的社會圈不容易重複，有助於達到個人的資訊多元化，社會流動和工具性

目的的達到。 
45 Ikeda延續林南測量網絡的指標，以個人能接觸到地位的廣泛性來定義多元性，採取position 
generator的測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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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可以替行動者提供較充足的資訊和資源，他的研究也證實了網絡多元性與政

治參與有著正向關係。Lin（2001）也從網絡的角度來看，認為社團所具有的差

異或許應該更放在網絡的架構中來審視，或許公益社團之所以扮演培養社會信任

的功能，就是因為此種類型並沒有地域和血緣的限制，能夠較順利的與其他社團

產生連結，擴大了網絡的範圍。 

    本文借用 Breiger 的雙元性理論來闡釋社團參與所代表的意義，絕對不僅僅

如 neo-Tocquevillean 所描述的，是一個培養公共信任、促進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

運作的機制而已，實際上它能提供我們了解市民社會的圖像，成員參與的重疊往

往能建構出網絡的位置圖像，形成了個人資訊的流通管道，。 

    本文認為 Putnam 所面臨理論和方法上的困境，相當多是來自於研究者對社

會資本的定義不清楚，不論是在宏觀與微觀層次的定義都相當模糊所致。社會資

本會產生正面與負面的效應，是要看投資的社會關係、社會活動事件、或參與的

社團組織類型和往外連結的能力，及使用的行動目的類型而定。故研究社會資本

的效應，必須區分這些網絡在不同層次的結構特質，及行動目的類型，才能更精

緻具體地將社會資本的理論釐清，也才能具體地將社會資本理論應用在不同行動

目的的研究上，產生建設性的學術累積效果。 

 

三、社團、地方派系與投票抉擇 

    上一個部份筆者談論了社團多元資訊可能對於政治參與的影響，但是這邊本

文要回到台灣社團的獨特的運作機制，進一步探討社團網絡對於投票傾向的效

果。 

    選舉中人際網絡的效果早在 Lazasfield 和 Katz（1955）在親身影響一書中就

提到，他們認為影響選舉時投票態度最關鍵的是團體中所謂的意見領袖，這些意

見領域往往扮演的中介者的角色，將許多的資訊傳遞給成員知道，並且改變了他

們原先的選舉態度。不過後來隨著密西根社會心理學派的興起之後，由於諸如政

黨認同和漏斗模型相關概念的提出，人際網絡在選舉中的作用就甚少再出現。 

    近年來由於網絡分析在理論概念和技術的進步，許多學者又開始重新關注人

際網絡的影響，例如 Knoke（1994）在《Political Networks》一書中就重新審視

既有學術研究對於政治行為的觀點，並提出網絡分析具有的優勢以及倡導網絡這

種結構觀點能夠帶來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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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許多人際網絡和選舉行為的研究都放在異質性，大部分都發現了異質網

絡帶來的資源效果有助於政治參與（Huckfeldt et al. 2001；Gimpel & Lay 2005； 

Kwak et al. 2005；McLeod et al. 1999)。不過有一部份的結果卻呈現了異質網絡帶

來的人際壓力，卻促使了政治行為的消極（Mutz 2002a；Mutz 2002b；Costa and 

Kahn 2003）。台灣類似的研究仍不多，只有吳重禮等人（2004）用交叉網絡的觀

點發現了其負面的作用。 

    但是相關的研究中卻甚少以社團參與的面向出發，更別說對於投票傾向的討

論了，但在台灣特殊的歷史環境下，本文認為這是不得不去深思的問題。如同前

面所描述的，歷經五十多年的威權統治，台灣許多社團都是國民黨滲透社會及選

舉動員的管道，這樣的效果是否在民主化之後就全然的消失了，如果真是如此的

話，那為何新台灣新聞週刊會有如此的報導呢？ 

    除了社團之外，地方派系一直都是國民黨得以穩固統治的另一個關鍵，國民

黨與存在於各地的地方派系發展出一種結盟關係，學者稱之為「侍從主義」（Wu  

1987；陳明通 1995；王振寰 1996），地方派系也是國民黨得以穩固統治台灣的

重要原因。46從歷史的發展來看，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由於其外來政權的屬性與

省籍隔閡的限制，很難深入統治台灣社會（林佳龍 1989；王業立 1998），因此

必須借助本土菁英為其爭取政治支持，以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地方選

舉與地方自治的實施，47正是建立本土菁英正式分享政治權力的制度性設計（王

業立 1998）。48它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兩者相互聯繫構成

                                                 
46 地方派系出現的原因，有不少學者提出不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派系政治不僅僅出現在地方，

事實上台灣的派系是同時出現在中央及地方層級。隨著日本戰敗，國民黨接收台灣，台灣無可避

免的要承襲國民黨種種統治方式，派系主義因此跨海而來，不僅依附在長官公署內，也滲入到本

土社會（陳明通 1995：43），於是就會見到中央派系與地方派系相互結盟，以及於其他派系相互

對抗的情形；趙永茂（1978）和陳陽德（1981）則提出，認為地方派系勢力的興起是傳統地方鄉

紳勢力的延伸。地方派系的政治勢力之所以能夠主導地方政治，是因為傳統中國鄉民性格與人情

關係所致；吳乃德（1988）主張地方派系勢力的興起，與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方式有密切關聯。由

於國民黨政府是外來的政權，因此他企圖透過政治制度的設計，培植新的地方政治勢力並與之聯

盟，以為其統治，這也就是侍從主義的展現；最後一種則從蔡明惠與張茂桂（1994）對於河口鎮

的研究結果，地方派系有其自發的社會基礎，國民黨是在比較具有深入動員社會能力之後，才與

之合作利用，以利其統治。 
47 陳介玄（1994）認為地方派系不同於一般性的人脈概念，它是一個地方社會建構的機制，派

系透過對於樁腳網絡的動員以掌握俗民網絡，必然會對於村里、鄉鎮及縣市不同行政域邊界下的

人際組合，與以重新形塑。如此地方派系便能穿透傳統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人際連帶邊界，達成

從部落、村里、鄉鎮及縣市不同層級之人際網絡的串聯與收編工作。 
48 除了地方政治利益外，國民黨還運用經濟利益來拉攏地方派系，朱雲漢（1989）認為地方派

系主要透過下列四種管道獲取特殊經濟利益：（1）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獨占經濟性活動，如銀行、

信用合作社、農漁會等；（2）省營行庫的特權貸款；（3）省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公部門採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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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侍從主義的主體，並得以維持國民黨長達五十年的統治。49

    地方派系和社團並不是截然獨立的個體，他們是彼此相互依賴的，熊瑞梅和

邱瑜瑾（1995）的研究中就發現了其中的連結，他們將焦點放到台中市政網絡的

狀況，結果民主化之後地方派系的市議員依舊佔據了地方重要性的組織職位，如

信合社、營建企業、獅子會、商會、家長會、寺廟管委會、都委會等，希望藉著

參與社團組織或都市事件來累積社會資源與政治資源。 

    此外她們還挖掘出政黨與市民組織之間的關係，民進黨市議員雖然有部份組

織參與模式與地方核心政治菁英很類似，但相對卻自成一個位置，無法打入既有

地方派系的網絡核心。50熊瑞梅（2001a）在其他研究的結果也証實了在都市計

劃中，地方派系與市政府的聯盟是具有最強烈的政策影響力，專家學者相對都是

邊陲的。 

    社團參與的資源效果固然促成了政治參與的可能性，可是本文認為這樣的現

象具有更深一層的意義，在台灣的歷史背景下，反過來說變成傳遞一種選擇性的

資訊，透過地方派系和社團的相互幫助，國民黨徹底建立了一套嚴密的社會網

絡。或許正是這樣結構機制的影響，國民黨保有了雄厚的基層組織，在連續面臨

兩次大選的挫敗下，依舊可以在鄉鎮市長或是縣市議員選舉中佔有關鍵的地位。 

    從上述文獻可以發現台灣市民社會的特色，尤其是國民黨、社團參與、地方

派與政治行為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些研究提供了理解市民社會運作機制相當

好的途徑。不過更進一步，本文則首度嘗試以大型資料庫的驗證出這樣的關係，

期望藉由本文的討論能夠找出社團參與形成的網絡結構以及效應，並提供對於台

灣市民社會進一步的了解以及未來可以努力的方向。 

 

 

 

 

 

 

                                                                                                                                            
要是公共工程的承包與小額工程分配款的運用；（4）以地方政府公權力所換取的經濟利益，包括

表面上的假公濟私與以公權力掩護非法公職身分。 
49 隨著民主化的實踐之後，學者指出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關係早已不是傳統的侍從主義，兩者

的關係逐漸轉變為「擬似水平二元結盟關係」（王業立 1998）。 
50 相關類似的研究還包括邱瑜瑾（1996）的博士論文與紀金山（1996）的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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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解嚴前台灣並沒有一個真正市民社會的出現，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使得社會沒

有一個真正自主的組織力量，任何一個跨區域的社團不是由國民黨輔佐成立，不

然就是受限於法規而無法登記。於是此時台灣社會力主要展現在地方性的組織

中，包含著宗親會、同鄉會、農漁水利會、寺廟團體等，並構成了地方派系的主

要成員。 

    由於這些地方社團具有血緣上和地理上的鄰近性，使得它們並沒有辦法連結

成全國性的力量，但是本身的凝聚力卻相當強，在面對地方性事務有著關鍵的影

響力，選舉中更能有效的展現動員能力，形成台灣社會獨特的社團參與。然而這

並非是一個成熟市民社會的表現，因為黨國的力量其實經由這些社團滲透到市民

社會之中，社團毫無自主性可言，充其量只是侍從主義下的一環。 

    民主開放之後，市民結社所遭遇的枷鎖鬆綁之後，許多學者都認為台灣此時

社團參與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蕭新煌 2004；李丁讚、林文源 2003；何明

修 2003、顧忠華、林勝偉 2004）。社團參與開始享受到得來不易的自由空間，

各種以目的為導向的社團紛紛成立，包括其他工會聯合會組織的成立挑戰了原先

的工會組織，相對而言既有的地方派系和草根力量反而略顯衰退（王金壽 2004；

劉頂順 2001；曾權林 2006）。 

    不過這些觀察也受到一些研究的質疑，傳統的歷史結構似乎還存在於市民社

會之中，國民黨的基層組織還是相當雄厚（鄉鎮市或縣市的公職人員以國民黨為

主），地方派系可能只是轉變形式而並非消失（熊瑞梅、邱瑜瑾 1995；劉滿娣 

2004），寺廟或同鄉會等社團依舊活躍的生存在台灣社會之中（蔡常斌 2004；劉

中興 2006）。因此為了探求這些關於台灣解嚴後社團參與轉變的爭議，本文企圖

藉由量化的資料來佐証，期待可以使用大型的資料庫來推論，觀察到社團參與結

構上的變化。 

    有鑒於過去台灣延續的社團參與取向以 Tocqueville 和 Putnam 為主，是從公

共性的價值討論社團具有的功能，但往往無法有效了解台灣社團參與的真正面

貌，以及社團參與的意義為何。 

    經由 Simmel（1955）和 Breiger（1973）的貢獻，社團網絡的建構使得觀察

社團間的互動和連結成為可能，Cornwell 和 Harrison（2004）的研究將焦點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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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組織內部精英轉移到一般成員間，並進一步提出了社團在社群中的鑲嵌性，

對於社團本身的發展和正當性有重要影響。 

    此外這種社團的網絡結構在個人層次更會影響到社會資本的獲取，除了

Simmel 和 Breiger 的觀念外， Lin（2001）、Erickson（2001）、Hsung and Lin（2007）

的研究都展現出了社團參與的資源效果，包括了社團的連結能力以及社團在網絡

中的位置。最後，除了單純的資源效果外，台灣的歷史背景使得社團參與可能還

有更深一層的意涵，地方派系、社團和國民黨的關係是不能忽略的。 

    受益於許多研究者的豐富討論以及反省，本文打算以這些文獻為基礎對台灣

社團的參與作更深入的觀察，期望因此能對整個台灣公民社會領域的發展有著較

佳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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