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主題 

    根據前面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之討論，市民結社一直以來都是社會學所關注

的議題，它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鑲嵌於日常社會之中。一般而言，社團

參與通常被當作研究市民社會的很重要代表。為了去檢視台灣社團參與的獨特意

義，本研究分析是從個人參與志願性社團所建構出的網絡為主，包括產生的重疊

性以及連結能力，如此就能夠有效的檢視台灣市民社會的發展以及社團所具有的

結構性特質（如政黨與市民社團的連結關係），加上採用不同時間的調查資料後，

進一步可以探查出在時間上的變化。 

    本文認為如果透過對參加成員的分析，可以從組織和個人兩個層次來討論其

意義（大致結構呈現在圖 1 和圖 2 的研究架構圖中）： 

    首先，在社會整體方面，李丁讚、顧忠華、蕭新煌等人都認為台灣社團參與

從 80 年待就逐漸增長，借用這三次調查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來驗證台灣社團

參與的狀況，包括在人數上以及人口特質是否能觀察出特殊的發展趨勢，能否符

合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  

    另一方面，社團成員之間的重疊包括了個人具有的特質，McPherson 幫助我

們了解到社團成員的特質在社會空間有著分布的特殊性，稱之為社團利基。更進

一步 Cornwell 和 Harrison（2004）認為社團的相似可以促成社團間連結的可能性，

故本文關注社團成員具有的特質，包括了性別、年齡、教育和族群分布上，前面

三項主要釐清台灣社團本身在不同社會經濟變項的趨勢如何（如教育程度升

高），又呈現出什麼樣的競爭態勢；至於族群則是目前台灣社會重要的議題，因

此在族群空間的位置對於社團間的互動應該是相當重要。 

    更重要的，由於這些不同志願性社團所形成的網絡連結，往往代表彼此間的

權力關係和資源程度，因此透過網絡位置可以進一步了解社團彼此互動的運作狀

況。本文從成員間的相互連結開始，觀察這些組織所組成的網絡關係以及這些網

絡分析所呈現出來的圖像，除了上述社會空間的位置遠近之外，還包括鑲嵌性及

重疊網絡的連結。如此或許可以幫助理解志願性社團的連結情況，尤其是台灣政

黨與社團的關係和社團之間的連結在逐漸民主化之後產生什麼樣的轉變（如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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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早期以國民黨為核心的型態，逐漸產生本身的自主性），不同政黨的連結強度

是否呈現出不同的樣貌，不同類型社團所處的位置是否也隨著時間變化而有著差

異。 

    其次，社團網絡的參與不僅僅會造成一個集體的效果（如維繫民主政治），

事實上，對於個人而言，它可能是一項經過理性計算的投資行為，由於可以在無

形中擴大了個人的網絡連結範圍，如此所得獲得的資源和資訊也就大幅增加，甚

至影響到政治行為的投入。不過，這種效果可能是帶有某種選擇性，會促使個人

政治參與朝向特殊政黨，尤其台灣過去威權體制的影響下，地方派系和社團似乎

都成為國民黨的動員工具，因此本文嘗試釐清台灣社團參與對政治參與的影響和

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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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組織層次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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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個人層次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資料 

    本研究是探討台灣市民社團參與的狀況以及產生的影響，採用次級資料來分

析，資料庫來源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這個調查

從一期一次（1984 年）開始舉辦，至目前為止已經到了四期五次（2004 年）。這

個調查每年固定會有兩次對全台灣地區的居民抽樣加以訪談調查，它是一個具有

代表性的機率樣本，所以可以有效的推論至整個母體51。除了每次會針對不同的

議題設計問卷外，定期之間都會有一次共同的主題，期望如此可以得到台灣社會

長期性變遷的面貌。 

    本研究主要以「社會變遷調查」二期三次（1992 年）、三期三次（1997 年）、

四期三次（2002 年）社會階層組的資料檔作為分析主體，並根據關於投票傾向

及地方派系研究的需求分別加入了四期五次（2004 年）公民文化組和二期四次

（1993 年）政治文化組的資料檔。 

    由於本研究有三個依變項，分別是政黨參與、投票參與投票傾向，代表了本

文所關注社團參與網絡的特質對政治行動的影響。在處理樣本的時候，只將自變

項與控制變項具有遺漏的樣本刪除，以維持最多的樣本數。52這三次的問題中都

會詢問受訪者重要的社經變項，一方面可以作為觀察台灣志願性社團參與者的特

質指標，另一方面在檢驗社會資本理論的時候，可以作為重要的控制變項。 

    由於本研究從不同層面加以分析，因此變項處理可能有不同的方式，以下就

個別詳細陳述。 

 

一、組織層次 

    社團方面，主要三次調查中的選項都略有不同，一致的包括宗親會、職業團

體、宗教團體、同鄉會、康樂團體、校友會、祠堂祭祀公業、社會團體與其他團

體等九個。不一致的則有：二期三次多了政治團體，三期三次增加政治團體與學

                                                 
51 本研究採計的三次調查其抽樣方法都略有不同：二期三次為先依據內政部的人口統計資料，

統計出各鄉鎮市區 20-64 歲的人口數，再將台灣各鄉鎮市區劃分為九個層級，並計算各層 20-64
歲的總人口數。之後按照各層的總人口數比例，算出各層所應抽出的樣本數，最後各層進行獨立

的抽樣，以鄉鎮市區為第一抽出單位，村里為第二抽出單位，人為最後的抽出單位，各階段各單

位的抽樣，採抽取率與單位大小成比例（PPS）方式來決定；三期三次原則上和二期三次類似，

唯其分層原則改為依據羅啟宏先生所著之「台灣省鄉鎮發展類型之研究」（台灣經濟月刊 1992），

分成為十大類，且北高兩市跳過區直接以里為第一抽出單位；四期三次和三期三也很相同，唯一

不同的地方是計算 18 歲以上的總人口數，而非僅有到 64 歲而已。 
52 二期三次至四期五次中樣本數依序為 2262、1885、2506、1946、174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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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家長會，四期三次多社區管理委員會。本文為了方便處理，將這些多出來的選

項都併入「其他團體」此一項目中，其結果如下。 

    由此表可以發現，三次調查在宗親會、宗教團體、同鄉會、康樂團體、祠堂

祭祀公業與社會團體的比例差異都不大，因此不太可能會受到分類的改變而影

響；而職業團體在四期三次下降了將近 10%，唯這個變化應該不是受到政治團體

和學校家長會這兩個分類消失的影響，而此次增加的社區委員會和職業團體之間

也應該沒有關係；至於合併過後的其他團體，比例分別為 14.3%、9.2%與 5%，

所造成的差異應該也有限，不至於產生太大的研究問題。 

    在其餘二期四次以及四期五次調查中社團的分類方面，由於這邊目的是進一

步探討不同社團對投票傾向的影響，並沒有處理到社團網絡方面，因此就依照原

先問卷設計的分類而不改變。不過由於四期五次中有將參加的宗教社團區別出

來，因此筆者將其歸納成佛教團體、西方宗教團體、民間宗教團體以及其他宗教

團體，觀察不同宗教團體在投票傾向的效果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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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期調查中社團分布情況表 

二期三次 三期三次 四期三次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宗親會 83 3.5% 82 3.2% 43 2.2%

職業團體 473 19.9% 519 20% 216 10.8%

宗教團體 180 7.6% 192 7.4% 168 8.4%

同鄉會 56 2.4% 35 1.3% 34 1.7%

康樂團體 74 3.1% 83 3.2% 89 4.5%

校友會 147 6.2% 68 2.6% 82 4.1%

祠堂祭祀

公業 
29 1.2% 30 1.2% 21 1.1%

社會團體 126 5.3% 1331 5.1% 109 5.5%

其他團體 64 2.7% 133 5.1% 13 0.7%

   

政治團體 275 11.6% 53 2.1% -- --

社區委員

會 
-- -- -- -- 86 4.3%

學校家長

會 
-- -- 52 2.0% -- --

樣本數 2377 2596 1992 

註釋： 
1原三期三次社會團體分開計算為獅子會、青商會、扶輪社、學術團體與婦女團體，在四期三次

的報告書中又將其合併為社會團體這一項。 
2職業團體人數在 2002 年呈現大量減少，本文認為這可能和台灣經濟結構轉型有很大的關係，隨

著製造業大量外移，台灣產業逐漸轉向第三級的服務產業為主，而一向以製造業為主要利基的職

業團體因此開始萎縮。 

 

    政黨方面，三次調查中政黨的選項都或有不同，除了國民黨和民進黨一直都

是一個很穩定的選項，其他政黨都有消失或新增的現象（人數也都相當少），因

此這兩個政黨也很適合作為本研究的分析對象。 

    本研究的核心焦點是放在社團網絡的效果上，根據 Breiger 的雙元性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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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個人參與社團我們可以發現出社團之間與個人之間所產生的重疊現象，而藉

由 UCINET 本文可以建構出這種重疊現象的矩陣並加以分析。 

    然而本次資料的社團並非如真實的組織（只是某一類型的集合），和 Breiger

的預設是有差別的，因此筆者在組織和個人層次採取不同策略來處理社團連結網

絡的結果。 

    在組織層次，Cornwell 和 Harrison（2004）的研究就是根據個人參與不同類

型社團資料所形成的社團網絡，解釋社團之間的連結和互動情況，如此增強

Breiger 理論可運用的範圍，也使得筆者可以從社團鑲嵌性和網絡位置來檢視社

團的互動情況： 

    首先社團參與資料是在 Excel 中處理，「行」是表現出每一位個人，「列」則

是代表每一個社團，如果個人有參加某種社團，數值填上 1，沒有的話則為 0，

並將其匯入 UCINET（就是個人*社團的表格）。由於個人和社團有著雙元性的特

質，社團是可以透過個人之間的連結而產生聯繫，因此藉由 UCINET 的幫助能

產生「社團*社團」的矩陣。假如越多的行動者同時參與兩個社團，則這兩個社

團的聯繫也就會比較強，根據這樣的資料，本文就可以進一步的運用 UCINET

算出社團鑲嵌性及呈現社團 MDS 圖和網絡圖。 

    根據Cornwell和Harrison（2004）的觀點，社團鑲嵌性主要有位置鑲嵌性及

結構鑲嵌性兩個面向。53前者從社團矩陣中計算個別社團的power centrality，並

和鑲嵌性最高的社團加以比較；至於結構鑲嵌性是測量與其他社團的平均相似

性，並和鑲嵌性最高的社團加以比較（每個社團的數值，以數值最高的社團當作

1，一一去比較相對的比例關係）。 

   至於 MDS 和網絡圖也是以「社團*社團」的矩陣為基礎，運用 UCINET 處理

而成的。但是因為社團間 interlock 的情況可能比較密集，在繪出網絡圖時可能無

法明顯的看出彼此連結差異，因此本文個別算出每個原始網絡的平均密度，在社

團*社團的矩陣中，interlock 的個數超出平均密度則為 1，沒超過改為 0，再加以

繪圖，如此可以強化原先的強弱之分，方便辨識圖形呈現的結果。必須特別說明

的，組織層次的網絡本文是將政黨放入討論之中，以方便觀察政黨和社團之間的

                                                 
53 位置鑲嵌性表示出組織成員與其他組織連結的情況，即當參與其他組織的比例越高，位置鑲

嵌性也就增加；至於結構鑲嵌性，則是當組織成員與其他組織有較高相似性時，就容易形成策略

性結盟關係，這種結構鑲嵌性往往也是組織同型主義的指標，反映出合法性的制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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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狀況。 

 

 二、個人層次的分析變項 

（一）控制變項 

I. 性別：分為男性與女性。 

II. 年齡：用當年的年份減掉每個人出生年份。 

III. 族群：題組中有個別問到父親與母親的族群屬性，本文依照 Marsh（2005）

的分法。假如父母都同為一個族群的話，則歸為那一族群；假使父母族群不

一致的情況下，則劃分為混合，閩南族群作為比較組。 

IV. 教育程度：題目是以類別變項作為受訪者圈選的答案。在模型中，由於本文

認為直接採教育年數計算，效果可能不明顯，許多研究結果也指出教育的效

果或許從不同層級較易展現，因此本文將各類別區分為高教育程度（大學專

科以上）、中學教育程度（國中、初職、士官學校、高中）以及低教育程度

（國小、自學及無），以方便比較三個區塊間的差異54，而以中學教育程度

當作比較組。 

V. 月收入：題組是以類別變項呈現，唯其編號是按照多寡順序加以排列，本文

所以就以編號作為多寡的依據，至於沒有工作的樣本則全都視為沒有收入。

由於收入的分配並非是一個常態分配，因此進一步取其對數值。 

VI. 信仰宗教：調查中宗教的選項包括了佛教、道教、民間信仰、一貫道、軒轅

教、天主教、回教、基督教及其他。本文將道教、民間信仰、一貫道及軒轅

教合併為民間信仰，天主教、回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信仰合併為西方宗教及

其他，沒有信仰併入同一組，最後結果就為佛教、民間信仰、西方宗教及其

他和「無宗教信仰」，其中民間信仰為比較組。 

 

（二）自變項 

1. 由於參與社團對於個人政治參與之效果是本文的核心，參與狀況的測量當然

就是本文的重點，不過受限於資料屬於類型式的社團，而且個人層次的行動

者相當多，建構出來的網絡圖並無法幫助理解網絡結構的意義，因此本文改

以個人參與社團所能接觸到的潛在網絡範圍為主，稱之為網絡的連結能力

                                                 
54 至於「其他」這個類別則以遺漏值加以處理。 

 40



（capacity）。如同林南將社會資本視為社會網絡的多樣性，潛在網絡連結範

圍強調社團參與重疊網絡的連結性位置，當個人的社團網絡連結能力越強的

話，代表可獲得的資源和資訊也就越多，政治參與的可能性就大幅提高。由

於社會變遷調查隨機性的特質，其樣本具有代表性可以推論至整體，因此資

料中呈現出每種社團的規模可以假設為實際該種社團的平均值。一方面當社

團成員數越多時，代表參加該社團可造成的連結會跟著增加（不代表都可以

產生聯繫，但表示出了一種潛在的可能性），本文就可以根據這樣的狀況，

從每個人參加不同社團的資料計算出可連結的潛在能力。55其計算公式如

右：Capacity=N1*(1/n)+N2*(1/n)+…………Na*(1/n)56 

2. 本文也將社團加以分類，觀察所能產生的影響是否有所不同。這篇本文運用

UCINET 中類似於集群分析的方法（concor），結果主要分成三組（圖 3），

分別祠堂祭祀公業和同鄉會一組、宗親會自己一組、剩餘的社團一組，本文

認為宗親會與前面兩個社團一向在台灣選舉扮演重要的地位，因此將宗親

會、同鄉會和祠堂祭祀公業合併，其餘的合併為同一類社團。這剛好也就是

三個擬式血緣社團，具有著較高的同質性以及地理鄰近性（顧忠華、林勝偉 

2004），所以本文將之命名為 local 型，至於後者則是除此之外的其他社團，

它們擁有較廣泛的連結與擴展可能性，所以分類成 global 型，最後並檢證個

人參加不同類型社團的政治參與效果是否有差異。 

 

 

 

 

 

 

 

 

 

 

                                                 
55 由於每個人參與社團的差異相當大，使得分配並不是一個常態分配，因此本文將計算出的

capacity值取其對數值，至於都沒有參加社團的人則給予capacity值為 1（如此對數為 0）。 
56 Na為參加社團a的規模，n則是個人參加社團的總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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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社團分類 concor 圖 

3. 本研究在後面繼續探討社團對於投票對象的影響，因此將是否參與社團與參

與社團種類也會當作自變項來處理。57 

 

（三）依變項 

I. 參與政黨：三次問卷中都有詢問受訪者是否參與政黨，只要參加任何一個

政黨都當作有這項政治行為。  

II. 投票：在二期三次與四期三次調查中，問卷題目都有詢問到受訪者是否有

參與投票（三期三次則無此一題組），這也相當適於作為本研究政治行為態

度很好的指標。 

III. 投票傾向：在二期三次、二期四次與四期五次都有投票對象的題目，本文

將投給泛藍設定為 1，投給泛綠設定為 0，觀察不同社團和地方派系是否對

於投票對象產生影響。 

IV. 地方派系，二期四次有詢問受訪者是否認識地方派系的成員，假如有認識

的話為 1，沒有或不適用的則設為 0，58其他則為遺漏值。 

    此外，這三次調查的期間分別為西元 1992 年、1997 年與 2002 年，這三個

                                                 
57 本文之所以不採用林南類社團型的網絡指標，主要是認為社團的網絡效果應該從整個網絡架

構來看，而並非社團的類型，而且根據本文資料結果呈現，假如以社團類行當作指標的話，在投

票上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58 由於題目是先問居住的鄉鎮市是否有地方派系的存在，本文將居住地沒有地方派系的受訪者

視為不認識地方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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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恰巧都有著一些特殊的意涵： 

I. 1992 年正是台灣解嚴不久，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的隔一年，也

是國會全面改選的那一年。當時台灣民主政治正逐漸踏上軌道，社會參與

和社會運動的情況也方興未艾，民進黨的勢力成為了國民黨之外最重要的

一股政治勢力。 

II. 1997 年的時候，台灣民主化繼續的蓬勃發展。政治上，前國民黨黨主席李

登輝站穩了國民黨的權力核心，並當選了台灣第一屆的民選總統，聲望可

以說如日中天。然而，國民黨卻在此時開始分裂，產生所謂的主流與非主

流之爭。一些外省族群為主的精英，如趙少康等人離開國民黨，成立了新

黨，此時期更重要的，是本土化來勢洶洶，民進黨因此發展的更加迅速。

另外一方面，社會卻逐漸出現不安的情況，於前年底爆發了彭婉如命案與

劉邦友官邸血案，隔年更有白曉燕命案，使得社會產生大規模社運，抗議

治安的敗壞。 

III. 2002 年，前兩年民進黨贏得了總統大選，台灣政治發展史第一次政黨輪替，

民進黨成為了執政黨，至於國民黨在遭遇失敗之後，李登輝被迫辭去黨主

席，並相當程度帶走了國民黨內的本土勢力，成立了台灣團結聯盟；至於

獨立候選人宋楚瑜則出走，帶走一批原先國民黨的人士成立親民黨，並於

隔年立委選舉成為了國會第三大黨。 

   這些事件的發生，對於台灣政局的影響不可謂不大，當然也會對國民黨和民

進黨內部造成重大的改變，本研究也企圖找出這些變動的蛛絲馬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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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分析 

    本文主要依循著 Breiger 的觀點，探討台灣志願性團體參與的情形與變化，

以及帶來的影響為何。換言之，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臺灣市民社團參與趨勢或

成員重疊所產生的效果（包括社團的利基變遷），是否產生什麼樣的特色，和既

有文獻又能產生什麼樣的對話。 

    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部份： 

I. 首先是敘述統計的部份，主要呈現出台灣市民參與的特質為何，包括三次

調查參與情況的消長、參與者的特質為何，以及是否有發生什麼變化。 

命題 1:    

民主化以及社會力的解放使得人民參與社團困難性降低，根據學者及政 

府統計都發現市民結社呈現蓬勃的發展，因此參與社團的人理應呈現 

增加的現象。 

命題 2： 

        根據相關研究的觀察，台灣社團有逐漸專業化的趨勢，因此社團利基 

        層面來看，平均教育年數應該有提高的趨勢。 

 

II. 第二個部份是組織的層次，本文嘗試找出志願性社團間彼此的關係以及呈

現出來的結構，為了可以清楚的呈現網絡關係，筆者運用網絡分析軟體─

UCINET 來計算鑲嵌性與描繪出網絡關係圖。前者是算出社團在社群中的

power centrality 和相似性；後者為根據個人參與志願性社團的資料，來找

出組織間的 interlock，並且呈現出兩種圖來幫助理解，分別是 MDS 圖與網

絡圖。透過這些數據和圖表能夠清楚的看出，哪些組織是比較接近的，是

否有呈現分裂的情況，尤其是國民黨或民進黨與哪些社會團體的關係較為

密切（距離較近，也有著直接的連結），或整體來說擁有較佳的位置與較多

的聯繫（位處於網絡的核心），這些圖都可以幫助我們了解志願性社團權力

分配的狀況。 

命題 3： 

民主化和政黨輪替的趨勢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鑲嵌性和連結情況應 

該會有所變化所（國民黨逐漸衰退，民進黨則會提升），即社團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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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連結性應該會更為多元分裂，而並非侷限在國民黨身上。 

命題 4： 

在市民結社日益普遍的情況下，各種目的結社和社團連結成為重要的 

        現象，因此此時 local 型社團所佔的比例下降，而 global 型的社團 

        則逐漸增長並成為主流。 

命題 5： 

同樣的在族群議題激化的影響下，社團的連結可能也會產生變化，例 

如社團內族群比例是否改變，以某一族群為主的社團是否會和以另一 

族群為主的社團產生對立、分裂的情況會呈現相互對立的情況。 

 

III. 第三部份則是從個人角度出發，社團參與可以視為一種關係性的投資，因

此測試社團參與狀況是否促進政治行為的可能（包括參與政黨和投票）以

及投票傾向。前者由於依變項是屬於名目變項（有和無而已）而不是連續

變項，無法以傳統線性迴規模型來計算，因此這邊是運用二元邏輯回歸模

型（logistic regression），來看出其效果為何。 

假設 1： 

個人社團網絡潛在的連結能力越強（capacity 值越高），就越有可能 

產生政治參與行為。 

    此外，個人參與不同類型的社團也有可能會產生差異，因此本文根據參與

者不同的參與狀況將社團分成 global 以及 local 兩類（林南 2001），如前面兩個

部份的假設，考察不同類型社團的效果不同。 

假設 2： 

參與 global 的社團會比 local 型的有著更高的政治參與行為。 

    除了促進政治參與外，社團網絡的效果還包含了特定支持某些政黨的可能

性，因此本文進一步假設之間存在的關係。 

假設 3： 

        參與社團可能會較高投給國民黨的傾向，不過隨著時間的變化這種效 

        果可能會逐漸消失。 

    地方派系也是影響台灣選舉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這邊借用二期四次具有的資

料本研究將檢視地方派系與社團之間的關係，在選舉結果上地方派系又扮演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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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角色。 

假設 4： 

       參加社團的人有比較高的可能性會認識地方派系的成員。 

假設 5： 

       認識地方派系的人在選舉時會傾向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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