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政治衝突與經濟成長之關係 

第二章、相關文獻回顧 

正如前述，本文研究之主要目的，係研究分析台灣地區之政治衝突現

象是否會影響經濟成長。因此，本節將針對有關政治不穩定、政治衝突與

經濟成長相互關係之相關文獻，整理及回顧如下。 

第一節、國外關於政治與經濟相互關係之文獻 

一般來說，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學者皆認為，政治與經濟

兩者經常被當作兩種不同且獨立事件來研究，但兩者間經常是互相關聯而

不可分割，而事實上經濟成長與政治穩定具有相當之關聯性。綜觀國外對

於政治與經濟相互關係之研究較為長久，文獻也較多。其中，Huntington

（1968）和 Huntington and Dominguez（1975）以大樣本之國家為研究對象，

其實證研究結果認為經濟成長與政治之間具有相互影響關係。Terrones

（1990）和 Shleifer and Vishny（1991）強調，競租活動（rent-seeking）對

經濟成長有顯著不利的影響。一個時常在失去執政權利徵兆下的弱勢政

府，將可能會對為獲得前來遊說者與利益團體的支持，政府對這些團體或

關說者的需求將會被予取予求。 

而 Alesina and Tabellini（1990）、Cukierman et al.（1992）、Tabellini and 

Alesina（1990）以及 Özler and Tabellini（1991）等研究所呈現出的是，關

於執政政府繼續執政不確定的模型。而在此模型下，政府會從事次佳政策

（sub-optimal policies）之舉動。其研究結論都認為，這種政治不穩定性會

阻礙整體經濟發展。Grossman（1991）認為，若一國的統治勢力與能力較

為軟弱，如此則較容易被推翻。而老百姓會比從事生產活動有更高的動機

去從事革命，導致國內經濟將無法提升。 

關於政治不穩定與影響經濟成長的關係，國外也有許多學者討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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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不穩定而影響經濟成長之文獻。例如，Alesina and Tabellini（1989）

解釋了政治不確定性在投資與資本移動的影響。政府崩潰的可能將影響政

府對資本和生產活動課稅之傾向，這意味著支持消費和資本移動來代替生

產國內投資。如此，將會導致國內生產下降，而不利於經濟成長。Alesina 

et al.（1992）則應用追蹤式資料，探討 1950-1982 年間 113 個國家政治不

穩定性和平均每人 GDP 成長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在有著高度

政府崩潰傾向的國家，其經濟成長明顯的低於其他國家。Alesina and Perotti

（1996）也有類似的研究，其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政治不穩定與經濟成長

之間呈現一種負向關係，表示政治力對於經濟發展將有一定之干擾程度。 

Darby et al.（2000）則採用內生成長模型及政黨選舉結果，證明政治

不確定將會產生一個穩定的均衡成長率的結果。但此結果將使政府施政無

效率且水準過低，這是因為選舉結果不確定而導致政治不穩定，使得政府

只向前看（forward-looking），而造成短視近利（myopia）的結果。如此，

將使得政府不願意實施較長期的經濟政策。文中利用 1960-1996 年 13 個歐

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追蹤資料，來進行實證分析。4實

證結果顯示，當政治不穩定性越高時，經濟上的表現便越不理想。Quan

（2000）研究利用 3 個政治不穩定性（SPI）的衡量指標，以及 1980-1995 

年間 58 個國家的追蹤式資料，進行實證測試分析。由模型中可知，社會

－政治不穩定性程度越高，經濟成長的速度會越緩慢。 

另外，Abeyratne（2004）研究斯里蘭卡政治衝突下之經濟途徑中發現，

經濟不平等以及隨之而來的內戰，是斯里蘭卡政治衝突的原因。斯里蘭卡

在獨立後發展緩慢，皆起因於政策錯誤。因為錯誤的貿易政策停滯了該國

迅速的經濟發展，而當這種錯誤的政策，這迫使人們分享的是貧困而不是

財富時，政治動盪與內戰亦隨之而來，進而加速該國經濟衰退。 

                                                 
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涵蓋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素有「富人俱樂部」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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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探討政治穩定性與經濟成長的文獻中，Feng（2003）在分析

1960-1998 年的世界各國經濟成長資料中發現，七大工業國的年平均實質

國內生產總值成長率為 2.8%。其中，德法英義四個歐洲國家，受惠於歐盟

的經濟整合而得以同步成長，這樣的經濟表現遠勝過拉丁美洲與非洲國家

的平均值。然而同期間西太平洋地區的成長更為迅速：馬來西亞年平均成

長率為 3.7%、印尼為 4.1%、泰國為 4.5%、南韓為 6.1%，臺灣更甚至高達

6.7%。結果分析在政治制度層面中，政治自由度、政治穩定性與政策確定

性，乃是有利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個最主要因素。並認為，民主制度有利

於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對長期經濟成長具有良好貢獻。故為了讓經濟持

續增長，國家必須維持穩定的政治體系、增進政治與經濟自由並保持政府

的效率。5

後續研究者中，成名（2003）引用了 Feng（2003）研究成果，進一步

研究探討香港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文中指出三種結構性的問題：香港

的經濟競爭力自 1999 年開始不斷倒退、不斷惡化的財政赤字及香港畸形

的政治與文化衝突，這些問題造就了巨大民意要求落實民主化。如不予以

正視，將加深香港的政治不穩定，進而阻礙經濟發展。故要促進香港的繁

榮安定，跨國經驗顯示民主政治能加強經濟發展，並減低政治不穩定的風

險。政治越穩定，才能迎戰各種政治、經濟危機。 

 

 

 

 

                                                 
5 Feng (2003), “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ory and Evidence”, MIT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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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內關於政治與經濟相互關係之文獻 

國內較少有採取政治－經濟交互影響的實證研究方向和角度來分析

台灣政治變遷與經濟成長間相互影響之研究。李文政（1998）研究經濟發

展與政治不穩定的關係發現，開發中國家一般來說大多處於政治不穩定的

情況中。由於政局動盪不安，自然影響到經濟成長，而落後的經濟成長反

過來又導致政治的不穩定，結果形成一種惡性循環，對現代化的進程構成

嚴重的傷害。連國揚（1995）利用發展理論，研究台灣政經發展情況，其

研究中對於台灣政治與經濟相互關係多所敘述，認為不論是依據發展理論

或是現代理論，台灣的政治情勢與經濟成長間均彼此相互影響。 

另外，近期李顯峰、陳紹容（2003），以台灣國會中政黨有效數目（ENP）

作為政治對立之衡量指標，應用台灣 1974 至 2001 年計 28 年之年資料及

2SLS 方法估計政治與經濟之間互動關係中，發現台灣經濟成長與政治不

穩定間呈現相互影響之負向相關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臺灣經濟情況將受

到政治發展之波動而產生變化，而政治發展也將受到經濟表現而產生變

化。但是，台灣政治情勢與經濟體系容易受外在環境之波動或改變而產生

變化。 

另關於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中，國內學者看法皆有所不

同。傅恆德（1998）以民主政治的機制提出假設，並採取跨國資料來迴歸

分析檢驗，並從現代化理論、依賴理論、發展理論和國家的角色來探討民

主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結果發現民主政治與經濟成長並無顯著關係。

而高安邦、黃智聰（2004）利用台灣過去 30 年官方的時間序列資料，並

採用 Freedom House 所出版的民主化指標，以 Toda and Yamamoto (1995) 

所 提 出 的 Granger no-causality 檢定為研究方法，來討論台灣政治民主

化與經濟成長雙向因果關係。實証結果顯示，台灣的民主化程度提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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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延緩經濟的成長；但是相反的，當經濟成長增加時，卻有助於台灣民主

化程度的提升。 

茲將本章節所有文獻、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及研究成果與發現，回顧

整理列表如表 1 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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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獻回顧一覽表（中文文獻） 

文獻作者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或建議 

李文政
（1998） 

質化研究 政局動盪不安，自然影響到經濟成長，而落後

的經濟成長反過來又導致政治的不穩定，結果

形成一種惡性循環，對現代化的進程構成嚴重

的傷害。不論依據發展理論或是現代理論，台

灣的政治情勢與經濟成長間均彼此相互影響。

傅恆德
（1998） 

跨國資料迴歸
分析檢驗 

從現代化理論、依賴理論、發展理論和國家的

角色來探討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結果

發現民主政治與經濟成長無顯著關係。 

Feng（2003） 1960-1998 年的
世界各國經濟
成長資料統計
分析研究 

政治自由度、政治穩定性與政策確定性，乃是

有利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個最主要因素。而民

主制度有利於政治穩定，而政治穩定對長期經

濟成長具有良好貢獻。故為了讓經濟持續增

長，國家必須維持穩定的政治體系、增進政治

與經濟自由並保持政府的效率。 

成名（2003） 質化研究 香港畸形的政治與文化等衝突，如不予以正

視，將加深香港的政治不穩定，進而阻礙經濟

發展。而民主政治能加強經濟發展，並減低政

治不穩定的風險。政治越穩定，才能迎戰各種

政治、經濟危機。 

李顯峰、陳
紹容（2003） 

衡量指標：台灣
國會中政黨有
效 數 目
（ENP）。實証
研究利用 2SLS
法 

1. 發現台灣經濟成長與政治不穩定間呈現相

互影響之負向相關關係。 
2. 臺灣經濟情況將受到政治發展之波動而產

生變化，而政治發展也將受到經濟表現而

產生變化。但台灣政治情勢與經濟體系容

易受外在環境之波動或改變而產生變化。

高安邦、 
黃智聰
（2004） 

設定民主化指
標 後 ， 以
Granger 
no-causality 檢
定。 

討論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成長雙向因果關

係。結果顯示，台灣的民主化程度提高時，將

延緩經濟的成長；當經濟成長增加時，卻有助

於台灣民主化程度的提升。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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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文獻回顧一覽表（外文文獻） 

文獻作者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或建議 

Huntington（1968）和
Huntington and 
Dominguez（1975） 

以大樣本國家
之資料為對象
分析研究 

經濟成長與政治之間具有相互影響關
係。 

Terrones （ 1990 ）和
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質化研究 強調競租活動（rent-seeking）對經濟
成長有顯著不利的影響。 

Alesina and Tabellini
（1990）、Cukierman 
et al.（1992）、Tabellini 
and Alesina（1990）以
及 Özler and Tabellini
（1991） 

採取關於執政
政府繼續執政
不確定的模型

1. 此模型下，政府會從事次佳政策
（sub-optimal policies）之舉動。 

2. 研究結論都認為，政治不穩定性會
阻礙經濟發展。 

Grossman（1991）  若一國的統治勢力與能力較為軟弱，
亦即其容易被推翻。而老百姓會比從
事生產活動有更高的動機去從事革
命，導致國內經濟將無法提升。 

Alesina and Tabellini
（1989） 

研究政治不確
定性在投資與
資本移動的影
響。 

政府崩潰的可能將影響政府對資本和
生產活動課稅之傾向，表示支持消費
和資本移動來代替生產國內投資。如
此將導致國內生產下降，而不利於經
濟成長。 

Alesina et al.（1992） 應用追蹤式資
料，資料分析
1950-1982 年
間113 個國家
政治不穩定性
和 平 均 每 人
GDP 成長之
間的關係。 

高度政府崩潰傾向的國家，其經濟成
長明顯的低於其他國家。 

Alesina and Perotti
（1996） 

 政治不穩定與經濟成長之間呈現一種
負向關係，表示政治力對於經濟發展
將有一定之干擾程度。 

 15



台灣政治衝突與經濟成長之關係 

表 2：文獻回顧一覽表（外文文獻）（續） 

文獻作者 研究方法 主要發現或建議 
Darby et al.（2000） 1960-1996 年

13 個歐洲經
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
國家的追蹤資
料 （ panel 
data），內生成
長模型及政黨
選舉結果分析

1. 證明政治不確定將會產生一個穩定
均衡成長率的結果，但此結果將使
政府施政無效率且水準過低。 

2. 選舉結果不確定而導致政治不穩
定，使得政府只向前看造成短視近
利的結果。 

3. 如此結果將使得政府不願實施較長
期的經濟政策。 

4. 政治不穩定性越高時，經濟上的表
現便越不理想。 

Quan（2000） 利用 3 個政治
不 穩 定 性
（SPI）的衡量
指 標 ， 以 及
1980-1995 年
間 58 個國家
的 追 蹤 式 資
料。實證測試
分析。 

社會-政治不穩定性程度越高，經濟成
長的速度會越緩慢。 

Abeyratne（2004） 質化研究 1. 經濟不平等以及內戰，是斯里蘭卡
政治衝突的原因。 

2. 錯誤的貿易政策停滯了該國迅速的
經濟發展，政治動盪與內戰亦隨之
而來，進而加速該國經濟衰退。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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