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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自 1959 年以後，政治學界對於政治社會化此一觀念的研究，日益

增多，但相較於其界說如何界定，卻是眾說紛紜，各有其獨到之見解，

以下茲就政治社會化之涵義、理論及相關文獻略加說明。 
 

第一節 政治社會化之涵義 

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此一名詞概念，始見於

1959 年社會心理學家 Herbert Hyman 其著作中「政治社會化：政治行

為之心理研究」（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其研究個人政治態度與行為之根源與發展，

並強調學習之重要性，藉由社會機構媒介，學習符合個人社會地位之

各種行為模式。同時期另一學者 Lucian W. Pye 亦以此一概念，協助

了解政治系統中穩定的要素與變遷的動態，尤其在決定「國家建立」

（nation-building）的方向上，更特別突顯其重要性，以下試舉出數

位具代表性之學者見解分述如下。 

 

(一) David Easton 與 Robert D. Hess 以為政治社會化基本上屬

於一種學習過程，藉由此一過程，成員趨向心理成熟，並獲取某些政

治定向（Easton & Hess,1961:228）。 

 

(二)Fred I. Greenstein 認為廣義而言，政治社會化涵蓋人生各

階段中的一切政治學習，不論其為正式或非正式、計畫或非計畫，均

包含於其中。換言之，此種政治學習，不僅包括顯而易見的政治學習，

同時也包含了非正式的政治學習，亦即為凡具有影響政治行為之作

用，均包含於此一概念範圍內（Greenstein,1968:551）。 

 

(三)Kenneth P. Langton 以為就最廣泛的意義來說，政治社會化

即指社會將其政治文化由上一代傳承至下一代的過程（Langton, 19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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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ichard E. Dawson 與 Kenneth Prewitt 對政治社會化定義

為公民習得其對於政治世界認識的一種歷程，其應由文化傳遞與個人

學習二方面來討論。一方面政治社會化培養和傳達國家之政治文化，

一方面政治社會化為公民達成政治成熟之發展過程（Dawson &  

Prewitt, 1969: 80-82）。 

 

(五)David Easton 與 Jack Dennis 將政治社會化一詞以嚴格的方

式界定其為個人獲取政治的行為取向與行為模式之發展過程（Easton & 

Dennis, 1969: 7）。此處所謂之獲取，係包含無意識之影響、刺激、

內化，而非僅止於正式之學習。關於政治行為取向與行為模式方面，

則指個人對於政治事件、問題，所持有之一般性、固定性之反應方式，

其並非一成不變，事實上仍受到時間歷程之影響而改變。在某種程度

上，行為取向與行為模式一經確立後，個人對於政治事件之反應，具

有較為固定之反應模式，而得以預測其政治行為。就發展過程而言，

政治社會化係屬一自兒童到老年之長期累進過程，過程中亦受到新經

驗及生活所影響，具有時間上之深度感。 

 

以上各家學者說法各具有其差異性，亦有其未盡全面之處，如

Langton 的說法將政治社會化侷限於重視上一代與下一代之傳遞過

程，其過於強調代與代間之關係，卻忽視了諸如政治社會化機制中同

儕團體（peer group）間的相互影響；Greenstein 側重於學習層面，

其承認無論正式或非正式的學習，只要對政治行為有所影響，均屬政

治社會化，由於過分重視政治性與非政治性學習，易使人陷入矛盾的

困境；Dawson 與 Prewitt 之定義則著重於外在環境政治知識傳遞，以

及個人自我學習兩大層面；Easton 與 Dennis 將重心放在發展過程，此

種說法似較為妥適，因其係採以個人政治行為作為研究之對象，以「獲

取」代替「學習」，範圍較為廣泛，可適用於任何情境，包含明顯學習

及不明顯學習，且此種說法明白指出所獲取之內容為政治取向及其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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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式。此外，其提出政治社會化為一「發展過程」，具有變更性、時

間性及動態性。 

 

綜合上述的說法，可以歸納為政治態度是政治社會化的結果，政

治社會化是人生各階段關於政治人格及政治態度的學習，亦即為團

體、組織或政府灌輸其組織成員適當的政治行為及態度的過程。（林嘉

誠，1989：67）換言之，借用 H. D. Laswell 在討論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時所提出之「五何」概念，政治社會化之相關研究必

定會牽涉到何人學習、學習何事、自何人學習、學習情形以及學習後

所產生之效果為何等五類問題（李超，1986：7）。 

 

整體而言，相關研究界說由個體及整體觀點觀之，可概分為兩類。

就個體而言，是強調個人獨特的成長（the idiosyncratic personal 

growth）；就整體而言，則是意含著「社會塑造個人使之合乎先存的模

式」或從「政治系統的需要」（the political system＇s requirement ）

來看政治社會化（陳義彥，1979：3-4）。 

 

各家學者對於政治社會化此一概念看法雖或有差異，但可歸結出

兩點共識，此即為「政治社會化是政治知識、態度、價值與行為的學

習」以及「政治社會化非與生俱來，乃為長期累進之發展過程。」（陳

義彥，1979：4-5）。 

 

一、政治社會化是政治知識、態度、價值與行為的學習 

在個人「政治學習」方面，個人所需學習之內容為何？關於此一

部分，Easton 與 Hess 提出了九個面向加以說明，亦即政治系統的成

員在下列三方向共同的期望：認知與解釋政治現象的方式、對政治人

物與政治制度具有的感情、政治評價的標準，簡言之，知識（認知）、

態度（情感）與價值（評價）即為基本的政治定向，另從維持政治系

統的觀點而言，尚有三項重要的目標或主題，此三項目標即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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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政制（the regime）與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此三政治定向與政治系統的三構成部份產生密切關係，

如此構成九個面向，亦即為個人所需學習之內容。前述概念，由我國

學者陳義彥將其整理為表 2-1（陳義彥，1979：6）。 

 

表 2-1 政治定向之種類 

基本的政治定向 

政治系統的層次 知識 

（認知）

態度 

（情感） 

價值 

（評價） 

政治社群    

政制    

政府（權威當局）    

 

二、政治社會化非與生俱來，乃為長期累進之發展過程 

在個人政治社會化的發展過程中，其學習過程乃是持續不斷，並

受到相關政治社會化機構，如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及同儕團體

所影響，其所獲得之政治文化及政治定向，乃是藉由環境之影響型塑，

個人生命中之種種學習經驗均會造成一定程度之影響。Almond 曾經說

過「政治社會化過程乃是持續不斷進行且貫穿個人整體的生命歷程」

（Almond, 1974: 44），可說是為此下了一個最好的註腳。 

 

第二節  政治社會化之理論 

在進行本研究主題之探討前，須先就此一部分之各家學者所提出

之相關理論加以探討，以利釐清政治社會化此一概念，並據以從事有

效且系統化之研究。 

 

現行關於政治社會化的理論中，有許多學者從不同角度切入提出

各類學說理論，其中或從個人政治定向與行為模式之根源之發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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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或從政治系統之穩定及政治文化傳遞之層面探討有之。整體而言，

可藉由學者 D.Jaros 所提出之二種分類，亦即為「微體層次理論」

（micro-level theory）及「整體層次的理論」（macro-level theory）

加以區分（陳義彥，1979：11-12）。其他如我國學者易君博則將大多

數學者所提出之理論概分為行為論、功能論及系統論等三類。以下分

別就各不同分類代表學者所提出之理論加以探討。 

 

一、Hess 與 Torney 的四項政治學習模式 

Hess 與 Torney 將其重點置於「過程」的研究，並以四個模式說明

政治態度的獲取、穩定和變遷（Hess & Torney, 1967: 22-26；轉引

自陳義彥，1979：13-14）。 

 

（一）「累積模式」（accumulation model） 

藉由片斷的知識、訊息及活動累積以形成個人政治態度，

此一模式下注重成人直接教導，並強調兒童經各類參與、

學習，以形成其態度。 

 

（二）「人際關係轉移模式」（interpersonal transfer model） 

透過兒童在家庭、學校與父母、老師的生活經驗，發展出

其日後對權威人物所採取之應對模式，並強調政治學習屬

於人際關係的轉移。 

 

（三）「認同模式」（identification model） 

強調兒童的政治態度與行為模式，係根源自對生活中的重

要他人的模仿與認同。 

 

（四）「認知發展模式」（cognitive－developmental model） 

此模式提出兒童對政治的認識是隨著認知結構而改變。在

兒童的發展過程中，認知結構的發展是由具體到抽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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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尚未達到瞭解某一概念的適當發展階段時，此一概念無

法被兒童所習得了解。 

 

二、Jennings 與 Niemi 的四項政治學習模型 

類近於 Hess 與 Torney 所提出的四項政治學習模式，Jennings 與

Niemi 在關於政治社會化此一議題的研究中，由政治學習之持續性及變

化性切入，將政治學習區分為四種模型，亦即為終生持續模型、終生

開放模型、生命週期模型以及世代模型等四種不同模型（Jennings and 

Niemi, 1981: 19-47，轉引自陳陸輝，2006：18）。 

 

（一）終生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 

在此一模型中，係強調政治社會化效果之長期持久性，一旦個人

經由政治社會化形成個人政治定向，即難以更動，並因此影響其關於

其他政治事務之看法，如所謂之「深藍」或「深綠」民眾對中華民國

及台灣此一名詞定義之極端差異看法即為適例。 

 

（二）終生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 

相對於終身持續模型之長期持久性，此一模型強調政治定向之可

變性，簡言之，改變是可能的，在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其政治

定向可能會隨著不同資訊獲取或事件發生加以改變，舉例而言，所謂

「中間選民」往往因應政府執政、國際情勢等因素轉變對於政黨之支

持傾向。 

 

（三）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在個人成長之過程中，往往隨著智識及經驗增長而對事物有著不

同之思惟或態度，反映在不同時期對政治或公共事務亦有著不同之處

理方式，具有不同之週期表現。 

 

（四）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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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模型強調整體大環境對當代之影響，不同時代背景之個人往

往對事物有著不同之看法。在此種情形下，「十萬青年十萬軍」與「野

百合學運」下出身之青年學子，對各項事物之看法必然有其不同之處，

且能夠反映出當時時代局勢之差異。 

 

三、Dawson 與 Prewitt 間接與直接的政治社會化 

在 Dawson 與 Prewitt 於 1969 年合著的「政治社會化」一書中，

將政治社會化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型態，其分類乃是依據政治社會化

主體以何種方式促使其成員完成政治社會化。以直接型態而言，是指

社會化機構以直接的方式如公民課程教學，傳遞政治性的內容；以間

接型態而言，則是透過個人的非政治性學習，但其結果仍會影響其政

治自我的發展（Dawson ＆ Prewitt, 1969: 63-80；轉引自蘇澄鈺，

2004：19）。 

 

（一）間接的政治社會化模式 

1.人際關係的轉移（interpersonal transference）：早期與

父母師長的互動關係可以轉移為日後與權威人物接觸時的

關係。 

2.見習（apprenticeship）：個人經由各種不同的非政治性經

驗中，獲取適用於政治世界的各種技能與見識。 

3.類化（generalization）：政治態度其發展，乃是由社會價

值擴展至特定政治對象的結果。 

 

（二）直接的政治社會化模式 

1.模仿（imitation）：兒童主要是藉由模倣其日常所見所聞的

價值觀念與行為模式。如兒童受父母的政黨偏好影響甚深

即為適例。 

2.預期的政治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係指

個人對未來希望取得的社會地位或從事某種職業時，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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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取得該地位或職業之前，已開始接受這角色的價值與

行為。 

3.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藉由各種政治社會化機

構，直接傳遞政治價值、信念、知識及行為等觀念。如國

家有計畫的各類公民教育課程、紀念日及愛國儀式等。 

4.政治經驗（political experience）：在個人政治學習的過

程中，有關政治的知識，常來自於政治人物、結構和事件

之互動。這些經驗將成為其日後參與政治活動的態度與取

向。 

 

以上二類政治社會化理論均側重於微體層次之理論，其亦強調兒

童此一時期對於政治社會化之重要性，對於個人成長之歷程中有極其

重要之影響，然而此部分之理論僅從個人部份加以探討，卻未能兼顧

整體政治系統層面之討論，以致於未臻全面。在整體層次之理論方面，

則可以功能論及系統論作為代表，其由政治系統部份切入，可以補足

微體層次理論側重於個人方面探討之不足。 

 

一、功能論 

在政治社會化的功能論中，其基本假設乃是連結政治系統及政治

社會化兩者間之功能關係。在 G. A. Almond 與 G. B. Powell 之著作

「比較政治：系統、過程與政策」（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一書中，提及關於政治系統功能之觀察，可以

由系統、過程及政策等三項層次進行，茲引述如下（Almond & Powell, 

1978: 13-16）。 

 

（一）系統層次 

在此種模式下，焦點主要在於系統維持與適應，其功能可區分為

政治甄補（political recruitment）、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與政治溝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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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甄補中，主要在於為維持系統之存續，必須引進扮演不同角色

之成員進入政治系統，並使其具備應有之認知；在政治社會化中，則

在於政治社會中政治態度及政治文化之塑造與維繫；在政治溝通方

面，則強調政治系統中各階層與成員彼此訊息溝通之重要性。 

 

（二）過程層次 

過程層次中，其討論重心為輸入與輸出轉化過程，其主要功能為

利 益 表 現 （ interest articulation ）、 利 益 匯 集 （ interest 

aggregation）、政策制定（policy making）及政策執行（policy 

implementation）。簡言之，即為個人或利益團體提出其利益為何，匯

集成為政策選擇方案，透過政策合法化程序成為政府政策，最後交由

政府部門或相關民間組織執行之過程。 

 

（三）政策層次 

此層次中主要探討政策如何實現，藉由政策執行之成效，探究其

政治輸出之效益，並研究其未來發展之可能性。 

 

在功能論此一論點中，其立論根據主要仍來自 Daviid Easton 之

「政治系統論」，藉由 Easton 所提出之輸入、過程轉化及輸出之概念，

以建構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系統間之相互關係，然而其論點僅限縮於政

治系統與其功能活動之間，在此種立論下，成功之政治社會化可促使

政治穩定，反之，失敗之政治社會化，則可能導致系統混亂，甚或崩

壞之情形。 

 

二、系統論 

在整體層次之政治社會化理論中，可以 David Easton 與 Jack 

Dennis 於 1969 年提出之「系統持續論」（system persistence theory）

作為說明。在此一理論下，政治系統乃社會系統中之一項次級系統，

除系統本身依一定原則運作外，並隨時與其週遭社會環境進行輸出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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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互動（陳義彥,1979：15）。在輸入方面，可區分為需求（demands）

與支持（supports），在輸出方面，則可區分為決策（decisions）與

行動（actions），介於兩者之間則為政治系統，輸入部分藉由政治系

統產生輸出，並由輸出部分在環境中產生影響，反饋回輸入部分，彼

此形成交互影響之關係。 

 

政治系統如同生物系統一般，其最重要的目的為維持生存與延

續，在整體社會環境中，政治系統屬於其次級系統，亦受到環境對其

所產生之壓力與影響。政治系統其內在有三項主要構成部分，亦即為

政治社會之成員、制度化之統治機構及政治權力之執行者（易君博，

1984：131）。此一政治系統藉由權威性的價值分配，以因應環境壓力，

針對環境輸入的需求與支持，透過執行與轉換過程，產生權威性的決

策與活動。 

 

 

 

 

 

 

 

 

 

 

圖 2-1 政治系統 

資料來源：轉引自易君博，1984：p.131 

 

 

若以 David Easton 與 Jack Dennis 兩位學者的說法而言，系統論

可從三個面向加以探討（葉佳文，2001：38-39）。 

 
政治系統 

需求 

支持 

決策與行動 
輸

入 

輸

出 

反饋 

環境 環境 

環境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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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系統之輸入 

在輸入部分可分為需求及支持，藉由此類因素的進入提供系統執

續運作之動力。 

1.需求 

人民對政治系統往往會藉由各類管道表示其需求，期使政治系

統得以滿足其個人或團體之慾望或利益所在，然而過多的需求

往往易於造成政治系統過載，無法有效運作。 

2.支持 

此處之支持可就特定的支持（specific support）及普遍的支

持（diffuse support）加以說明，前者乃指人民對某項政策

或法案得以符合自身利益之情形，後者則針對政治系統整體之

滿意或信心。 

 

（二）政治系統之輸出 

此處之輸出即為權威性之價值分配，藉由權威性陳述、權威性作

為、聯結性陳述及聯結性作為等四種方式輸出，以期達成發表政治系

統之意見、政策實際執行、賦予政策合法性及提供人民或利益團體所

偏好利益等作為，凡此種種，均可藉由回饋過程影響輸入端之各類意

見。 

 

（三）政治系統之回饋 

在回饋層面，即為一修正機制，藉以連結政治系統輸出及輸入彼

此間之關係，避免流於單向之流通，可由輸出結果了解人民滿意度為

何，進而決定各項政策是否需終止、修正或繼續執行。 

 

綜上所述，相關政治社會化理論無論由微體或整體層面觀之，俱

有其偏重及不足之處，即便採取同一微觀或整體觀點之理論，亦有其

彼此間差異之處，本次研究欲就政治社會化成效進行探討，則須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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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學者理論之特點加以審視，以免偏於單向而有所疏漏。簡言之，

微體層次理論與整體層次理論其共通點在於，人的政治行為必然受到

社會中既存政治行為定向與行為模式之影響；此外，政治行為定向與

行為模式形成則為政治社會化所造成之結果。 

 

第三節 學校 

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同儕團

體均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其中就學校與政治社會化兩者而言，在林水

波「學校在政治社會化中的角色」一文中，曾經指出：「學校以其制度

的特殊及具有統一和較易控制的特性見稱，每一個國家均在其既定的

政策、目標和政治理想的指引之下，透過學校教育的歷程，去塑造個

體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個體在政治上的行為定向與模式。」（林

水波，1973：135），在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學校可說是在家庭

之後所最先接觸到的社會化機制，相較於家庭與同儕團體分散、非刻

意且偶然的性質，學校的政治社會化是在集中以及統一控制下進行，

學校可能為政府擬定統一的政治教育計畫，並以之教育社會全體之兒

童及青少年，使全國的兒童及青少年具有相同的政治價值。因此在學

校所進行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政府常透過相關政治教育課程，灌輸

特定的政治態度及行為傾向，以使其支持其所生活的社會（陳義彥，

1979：144）。V.O.Key 曾經說過：「所有國家的教育制度都是在灌輸未

來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觀念與價值」（轉引自蘇澄鈺，2004：24），也

說明了這項觀念。 

 

關於學校對於政治社會化所造成之影響層面，可藉由 Dawson 與

Prewitt，以及 Ehman 所提出之兩類說法加以說明。 

 

一、Dawson 與 Prewitt 關於課堂內外之分類 

Dawson 與 Prewitt 對於學校在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方面，認為有三

項主要的影響（Dawson ＆ Prewitt, 1969:146；轉引自陳義彥，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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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一）教室的影響：此部分主要包括正式課程、儀式生活及教師。 

（二）教室以外的其他方面：學校的社會環境、政治性青年組織

及課外活動。 

（三）受教育對於政治自我的影響以及學校和其他政治社會化機

制間的角色關係。 

 

關於教室內的影響，其中正式課程方面，內容為公民訓練及政治

教化；在儀式生活方面，則包括升旗典禮、校園中的政治人物銅像、

政治性標語等；在教師方面，其內涵為教師基於其政治價值的傳播者

以及學習文化的掌控者此一身分，對於學生所進行之學習引導。至於

教室以外部份，則可區分為學校成員社會背景之組成以及課外活動與

政治性組織。其中關於成員的背景組成部分，包括了其社經地位、宗

教信仰與種族背景，以及趨向同質或異質。 

 

二、Ehman 關於教室層面與學校層面之分類 

在 Ehman 的分類中，將學校的影響力區分為教室層面與學校層面

（Ehman, 1980: 100-112；轉引自張經瑞，2006：10），相較於 Dawson

與 Prewitt 的說法，Ehman 的分類所牽涉的程度顯得更為廣泛。 

 

（一）教室層面 

就教室層面此一面向而言，包含了三個因素，誰來教、教些什麼、

以及教學如何進行，換言之，分別為教師、教科書、課程及學程以及

班級氣氛。 

 

（二）學校層面 

就學校層面而言，則為學生參與課外活動之情形、學校組織氣氛，

以及其他諸如學校所在區域、規模大小、組成成員社會背景地位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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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學校背景因素。 

 

綜觀 Dawson 與 Prewitt 以及 Ehman 的說法，均包含教室此一重要

的因素，除了教室之外，Ehman 另外提出了學校組織氣氛此一觀念，在

這兩類說法中，教室的部份可說主要取決於教師，在學校此一學習環

境中，學生每日與教師間的接觸與互動相當頻繁，無論是導師帶班的

風格或是其他任課教師上課的方式，在在都會對學生造成潛移默化的

影響。在學生每日的課堂學習過程中，如果教師採取較為開放的授課

方式，並鼓勵學生於課堂上討論，表達其意見，學生將能夠從中獲得

較為民主的思維；反之，如果教師在課程講授時，採取較為權威，且

不容學生質疑的教學模式，學生將難以從民主思維層面思索，並習於

教師的權威式講授方式，換句話說，教學如何進行此一面向，對於學

生在課堂中的學習以及其政治社會化的習得，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在學校組織氣氛方面，學校與一般機關科層組織類同，具有相當

程度的層級節制性，校長、主任、組長等行政系統職務彼此間亦具有

上下服從的關係。早期而言，在「天、地、君、親、師」的傳統觀念

約束下，學生被教導不能對師長提出質疑，無論師長的作法適當與否，

學生均難以提出個人意見，即便提出意見往往也不被採納，相關學生

組織也淪為學生自主的官樣橡皮圖章，因而早期學生在此種權威風格

的組織氣氛下，其政治態度將較為負面，缺乏政治功效及對學校的參

與感。以現今高度民主化的校園風氣而言，學生被允許組成社團或班

聯會等組織，甚至某些作風開明的學校，也提供網路留言板供學生發

表意見，或是藉由班會時間，在導師的協助下，匯集學生對於學校的

相關意見，再轉交教務處、學務處或總務處等學校單位處理，並透過

班會通報了解意見處理情形；在社團部分，學生擔任不同之職務，逐

步學習成人世界中之各種政治角色，凡此種種，皆可視為校園高度民

主的組織氣氛，學生可以在高度參與的氣氛下學習其政治社會化，對

其正面政治態度的養成也有著相當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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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在學校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即便其無法完全達到我

們所預期的目標，但是仍然是屬於較容易控制的政治社會化機制，尤

其在新興國家維持其政治穩定及生存方面，更是政府對其人民進行政

治社會化所不可或缺的（林水波，1973：144）。 

 

第四節 政治信任感 

政治信任感此項概念源起於 1960 年代之後，政治學者彼時注意到

社會上對執政黨及公共政策之不滿，加以各類型政治抗議活動層出不

窮，因而使學者開始注意政治信任感之重要性。整體來說，政治信任

感屬於一種政治態度，其反應出個人內在之心理狀態，藉由政治社會

化過程學習取得，形成之後則無法輕易改變，其主要皆為個人情感層

面之投射，不論在政府整體、政府政策或是政治人物本身，均屬於政

治信任感之範圍（顏秀美，2003：24-26）。 

 

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及信任，可說是所有政權合法性之重要基礎，

在政治支持方面，可區分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典則

（regime）以及執政當局（authorities）等三部分，就政治信任感而

言，即為民眾對政府之信心。在政治權威之能力及操守無法得到民眾

廣泛的信任時，執政當局之裁量權將受到限制，無法任意恣行。（陳陸

輝，2003：150-151）就政治信任對象之標的來說，其範圍涵蓋政治社

群、政治體制及政府官員，在信任的內涵方面，則包括了政策制定能

力、行政效能、是否值得民眾信任、是否追求民眾福利等面向（陳陸

輝，2002：67）。為了解政治信任感之意涵，茲引述下列學者說法分述

之。 

 

（一）政治信任感屬於一種政治態度，其意涵為政治系統成員對

政治系統產出之一般性期待，在此種期待上，並非專指某種公共議題

或政策，而係具有一般性、累積性及穩定性之特性（Gams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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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二）政治信任感可說是對政府或執政當局及公共政策之情感取

向和基本評價（Miller, 1974: 952）。 

 

（三）政治信任感不僅針對政府政策，其涵蓋範圍同時包括對政

治人物及政府作為信任與否之態度（Citrin, 1974: 973）。 

 

（四）政治信任感可說是對政府公共政策產出之評價，以及對政

府表現民眾普遍性認同或不認同之傾向（Muller & Jukam, 1977: 

1589）。 

 

（五）政治信任感是指關於政府官員、政策、政治人物、政治現

象，並包括政治系統、典則及政治結構之信任態度（林嘉誠，1989：

189）。 

 

（六）政治信任感是針對政府運作有無依據民眾之規範性期待加

以評價後之心理性取向，此種評價標準涵蓋官員之品德、能力，以及

政府政策之決策正確性（Hetherington, 1998: 791）。 

 

整體而言，政治信任感是政治系統中得以穩定持續運作之重要關

鍵，高度之政治信任感得以強化執政當局之統治正當性，且有利於政

府行使行政裁量，提高行政效率。在民主國家中，執政黨要能有效推

行政務，需仰賴廣大民眾之信任與支持，如此各項公共政策方能有效

推動。相對而言，假若民眾對於時局不滿及政治信任感低落，往往削

弱執政當局統治正當性，難以有效推行各項政務。 

 

以現今台灣政治局勢而言，2000 年政黨輪替後經濟未見起色甚或

日趨下滑，造成廣大民眾對於執政當局政治信任感普遍低落，加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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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治國無力、官員貪瀆等弊案層出不窮，在此種情形下，民眾對於民

主政治實施的評價或展望將抱持較為負面之看法，對於台灣日後之民

主發展，亦埋下長遠之負面因子，長久以往，將難以期待台灣出現優

質之民主政治（陳陸輝，2003：175-176）。 

 

第五節  相關文獻探討 

為針對此一議題進行研究，茲就國內關於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化

相關之研究進行探討，並歸納如下。 

 

表 2-2 國內政治信任感及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化相關研究之文獻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與本研究有關的研究發現 

張秀雄 

(1993) 

民 主 態

度、政治

態度、民

主認知、

法律認知 

台灣地區

高中職學

生 

1.民主法治態度方面：高中優於高

職；公立優於私立；男比女佳；

參加社團比沒有參加社團的學

生佳；都市優於鄉鎮學校；以民

主方式決定社團事務、選舉幹部

及班級活動程度高之學生表現

佳。 

2.教室管理風氣、師生互動關係、

班會活動、學生互動行為、學校

所在地等，均是影響學生民主法

治態度的學校環境因素。 

黃景裕 

(1994) 

現代公民

性 

台北市高

中職學生 

1.高中職學生在尊重容忍與社會正

義的表現上較佳；在世界觀與參

與公共事務的態度上較缺乏。 

2.女生現代公民性較男生積極。 

3.年級、家庭政治社會化程度、家

庭管教方式不同之學生，其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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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性有顯著差異。 

4.高中學生與高職學生，其現代公

民性未達顯著差異。 

5.公立學校與私立學校之學生，其

現代公民性未達顯著差異。 

蔡璧煌 

(1994) 

政 治 涉

入、政治

效能、言

論自由 

台北市高

中職學生 

1.在政治效能方面：男生高於女

生；與學校聲望有顯著負相關；

與學生預期成就、學生活動參

與、學校教學有顯著正相關；不

同母親學歷的兒童有顯著差

異，但不同父親學歷則無顯著差

異。 

2.學生政治態度與其家庭社經地位

無顯著相關。 

蔡璧煌 

(1995) 

政 治 涉

入、政治

效能、言

論自由 

台北市高

中職學生 

1.政治涉入：與籍貫、家庭社經地

位、班級氣氛及學校結構有顯著

差異；與性別、正式課程、學校

環境開放無相關。 

2.政治效能：與家庭社經地位、班

級氣氛、學校結構、學校環境有

顯著差異；與性別、籍貫、正式

課程無相關。 

3.言論自由：女生比男生支持；與

家庭社經地位、班級氣氛、學校

結構、學校環境有顯著正相關；

與籍貫無相關。 

古珮琳

(1998) 

公民責任

感、政治

效能感、

高中職學

生 

1.學生的民主態度與公民責任感較

佳，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感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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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任

感、民主

態度 

2.性別在整體的政治態度上無顯著

差異，但女生的政治態度較男生

積極。 

3.學生的性別與其民主態度有極顯

著的關係，與籍貫則無任何顯著

關係。 

4.家庭政治化程度高的學生其公民

責任感、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

感也愈高。 

蕭揚基 

(2000) 

公民意識 中部地區

高中生 

1.不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公

民認知、態度及參與行為未達顯

著差異。 

2.學生之公民態度趨於積極正向。

3.學生與家長之互動和公民認知態

度及參與行為成顯著正相關。 

曾欣儀 

(2001) 

政 治 態

度、班級

氣氛 

北市公立

高中生 

1.高中生之政治態度呈積極正向。

2.男女生之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

女生較男生積極。 

3.家庭社經地位不同之高中生，政

治態度無顯著差異。 

4.班級氣氛愈開放、民主，學生之

政治態度愈積極；班級氣氛與政

治態度呈正相關。 

葉佳文 

(2001) 

政治社會

化機構及

效果 

桃園地區

高中職學

生 

1.學生自主性愈高、與父母溝通愈

好、教室氣氛愈民主、大眾傳播

媒體接觸率愈高，則政府信任感

愈高。 

2.同儕團體對學生的民主價值取向

影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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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儕團體對學生的政治知識最具

影響力。 

4.父母對某政黨的認同愈強烈，子

女對該政黨的認同也愈高。  

鄭慧蘭 

(2001) 

公民參與

態度與行

為 

台北市公

立高中生 

1.北市高中生之公民參與態度呈積

極、正向。 

2.性別、年級、家長管教方式、幹

部經驗、教師教學方式不同，其

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女生

高於男生；一年級高於二、三年

級；受民主方式管教者高於受權

威方式者；受民主教學方式者高

於受權威教學方式者。 

陳韋碩 

(2001) 

政治社會

化及國家

認同 

宜蘭地區

高三學生 

1.影響國家認同態度的來源可能來

自多方面，諸如個人的背景因素

（如省籍、政黨支持、學校所在

地），以及社會化管道因素（家

庭、學校、同儕、傳媒）等等。

2.「學校所在地」、「政黨支持」不

同，是影響學生民族主義的主要

因素。而「學校所在地」、「政黨

支持」、「傳播媒介」不同，則會

影響學生的統獨意識。 

陳陸輝 

(2002) 

政 治 信

任、選民

投票行為 

立委選舉

選民 

 

1.在 1992 到 1998 年期間，民眾政

治信任感逐步下降；在 2001 年

立委選舉中，歷經 2000 年總統

大選政權和平移轉的台灣民眾

政治信任感有顯著提升。 

2.在 1992 到 1998 年期間，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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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小學及以下教育程度者以

及國民黨的認同者，政治信任感

較高，而民進黨或是新黨認同

者，政治信任感較低。 

3.政權輪替後，民進黨認同者政治

信任感顯著提升，然而同時間國

民黨認同者並無顯著下降。 

4.在立委投票行為中，選民政治信

任感愈高愈傾向支持執政黨，顯

示民眾的政治信任感與其對執

政黨的政治支持之間，有重要關

聯。 

陳陸輝 

(2003) 

政 治 信

任、施政

表現、民

主展望 

立委選舉

選民 

 

1.在 1992 到 1998 年之間，民眾政

治信任感出現顯著下降趨勢，在

政權輪替後，則出現回升的現

象。 

2.對執政黨表現評價以及總體經濟

之評估，均與民眾政治信任感顯

著相關。 

3.當民眾認為執政黨過去一年表現

較差，以及整體社會經濟變壞

時，其政治信任感出現顯著偏低

情況。 

4.民眾政治信任感與其對於民主政

治的評價或展望有重要關聯，民

眾政治信任感愈高，對台灣民主

政治實施展望或對民主政治評

價愈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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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伶 

(2003) 

自 我 概

念、政治

態度 

北縣高中

職學生 

1.高中職學生其政治態度傾向於積

極正向，而在政治信任感之態度

反應上，表現較不理想。 

2.不同性別及年級之高中職學生其

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女生之政

治態度較男生積極，一年級之政

治態度較二年級積極。 

3.高中學生之政治態度較高職學生

積極。 

4.家長管教方式、同儕關係及教師

領導方式與政治態度呈現顯著

正相關。 

5.高中職學生之自我概念與政治態

度呈顯著正相關。 

盛治仁 

(2003) 

民 主 價

值、政治

信任感、

政黨輪替 

立委及縣

市長選舉

選民 

 

1.台灣民眾的民主價值高低依序為

「平等原則」、「參政原則」、「自

由原則」、「制衡原則」及「多元

原則」，在政黨輪替後，十項價

值中有八項是往退步的方向轉

變。 

2.在政治信任感方面，由高而低依

序為「考慮民眾福利」、「首長信

任」、「計畫能力」、「浪費稅金」

及「官員清廉」，在政黨輪替後，

政策制定的面向有進步，但是在

可信度和操守兩個面向都呈現

退步趨勢。 

3.在影響政黨輪替前後態度變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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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省籍的影響並不顯著，黨派

立場卻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此

部份尤以政治信任最為明顯。 

顏秀美 

(2003) 

新聞媒體

閱聽行為

與政治信

任感 

台北市公

立高中學

生 

1.影響台北市高中生新聞媒體閱聽

行為之個人背景因素有性別、家

庭社經地位與政黨支持傾向。 

2.台北市高中學生對政治的信任程

度偏低，對於政治抱持消極、不

信任的態度。 

3.影響台北市高中生政治信任感之

背景因素為籍貫與政黨支持傾

向。 

江玉貞 

(2004) 

國家認同 台灣地區

高中生 

1.高中生認為在資訊全球化下，國

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

異會愈來愈小、國家的地理疆界

會變得模糊、以及兩岸以戰爭方

式來解主權爭端的可能性會降

低，可是不因此認為國家認同已

不再重要，但如果和全球性認同

相比，則更勝於對國家認同的投

入。 

2.高中生具有強烈的台灣意識，認

為台灣與大陸屬於兩個不同概

念實體，而且在他們想像中，國

家與民族的概念是可以區分的。

3.高中生的政黨支持傾向不同對兩

岸關係發展、大陸政府及人民看

法會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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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澄鈺 

(2004) 

政治態度 台中地區

高中職學

生 

1.不同性別的高中職學生之政治態

度有顯著差異。 

2.不同學校屬性的學生之政治態度

有顯著差異，且高中生政治態度

表現顯著優於高職生。 

陳陸輝 

(2006) 

政 治 信

任、立委

選舉 

立委選舉

選民 

 

1.自 1992 到 1998 年期間，民眾政

治信任逐年下滑，2001 年首次政

黨輪替後短暫止跌，2004 年跌至

十幾年來最低點。 

2.政治世代、省籍、民眾對執政黨

好惡程度、過去一年來經濟情形

回溯性評估等因素對政治信任

感均有顯著影響。 

3.2004 年立委選舉民眾支持泛綠

或泛藍候選人，其影響因素除民

眾政黨認同與台灣人認同外，民

眾對於陳水扁總統過去四年施

政表現評分及政治信任高低，均

有顯著影響。 

陳陸輝 

(2007) 

政 治 信

任、縣市

長選舉 

台北縣、

台中市、

雲林縣與

高雄縣四

縣市民眾 

 

1.民眾對中央政府頗不信任，雲林

縣對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感最

高。 

2.民眾對中央政府與縣市政府的信

任程度，因所屬縣市不同出現差

異。 

3.政治信任決定投票方向；就台北

縣與台中市而言，對中央政府愈

信任，愈傾向支持民進黨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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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台中市與雲林縣，對地方

政府愈信任，愈傾向支持國民黨

候選人。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探究上述相關研究及文獻，可概略了解影響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

化之因素相當廣泛，其中關於個人居住區域、學校所在地、學生籍貫、

性別、年級、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民主化程度、學校管理、教室氣氛

等諸多因素，均會對學生之政治社會化成效造成相當之影響。然而由

於受限於時間、經費等因素，大多數研究只能針對不同研究者所設定

之焦點加以探究，必須由整體觀之，方能一窺此課題相關研究之全貌。 

 

整體而言，可以發現性別因素影響高中職學生政治態度及政治社

會化成效甚鉅，在大多數研究中，女性均表現出較男性積極之政治態

度（黃景裕，1994；曾欣儀，2001；鄭慧蘭，2001；陳怡伶，2003），

此一項發現或可能根源於女權意識興起，其主動積極表現自我政治態

度亦淡化傳統刻板印象中女性附屬於男性之情形，可看出台灣日趨民

主後女性地位之提升。此外，根據張秀雄（1993）及陳怡伶（2003）

研究顯示，高中生之民主政治態度表現亦優於高職生，此部分是否歸

因於兩者間入學成績優劣之差異，或因為兩者所接受之教育類型不

同，升學通才教育與專業技能訓練之差異所導致兩者間程度之不同，

亦為一值得探究之原因。 

 

在黃景裕（1994）的研究中也發現年級不同，其政治社會化程度

有顯著差異；陳怡伶（2003）發現，不同年級之高中職學生其政治態

度有顯著差異，一年級政治態度較二年級積極。張秀雄（1993）發現

教室管理風氣、師生互動關係、班會活動、學生互動行為等因素，均

會影響學生民主法治態度；在曾欣儀（2001）與陳怡伶（2003）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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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則發現班級氣氛與政治態度呈正相關，由以上可知高中職、性

別、年級、班級氣氛等因素，均與學生政治態度有一定之關係。 

 

探究以上相關研究發現原因，在高中職學校部分，各校間由於校

長治校風格、學生管理方式、職業學校科系、各校歷史傳統等不同，

往往會造成各校間之差異，在校內差異部分，諸如校內申訴管道設置、

學生自主性、學校控制度、教室民主氣氛等因素也有可能有所不同；

此外，在年級部分，不同年級所接受學校教育之內容及時間長短必然

有所差異，相較於初進學校的一年級學生，三年級學生在學校中所接

收的學校政治化內容應較為長久且深刻，此項因素也可能產生學生彼

此間政治態度之不同，其他如學校所在地、學校屬性、學校聲望等各

校差異性，以及教師教學方式、班會活動、社團活動、班級氣氛等各

校不同特性，往往也是影響各類型不同之政治社會化成效的可能原因。 

 

在政治信任感方面，常伴隨政治功效的概念出現，陳陸輝（2006）

的研究中發現，選民的政治信任感在 1992 年到 1998 年之間，有著逐

步下降的趨勢，雖然在 2000 年因為政黨輪替短暫止跌，但在 2004 年

則跌到十幾年來的最低點。陳陸輝（2002）也發現民眾的政治信任感

與其政黨認同關係相當密切，在 1992 年到 1998 年期間，認同國民黨

者具有較高之政治信任感，認同民進黨或新黨的民眾其政治信任感相

對較低。此外，對執政黨表現評價以及總體經濟之評估，均與民眾政

治信任感顯著相關，當民眾認為執政黨過去一年表現較差，以及整體

社會經濟變壞時，其政治信任感出現顯著偏低情況，民眾政治信任感

愈高，對台灣民主政治實施展望或對民主政治評價愈樂觀（陳陸輝，

2003），在陳陸輝（2007）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民眾對中央政府頗不信

任，不同地方政府之間的民眾，對於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感有

所差異，此部份差異亦反映在其投票選擇上。 

 

在盛治仁（2003）的研究中，在政治信任感方面，由高而低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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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考慮民眾福利」、「首長信任」、「計畫能力」、「浪費稅金」及「官

員清廉」，在政黨輪替後，政策制定的面向有進步，但是在可信度和操

守兩個面向都呈現退步趨勢。此外，在影響政黨輪替前後態度變化方

面，省籍的影響並不顯著，黨派立場卻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此部份

尤以政治信任最為明顯。由陳陸輝及盛治仁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

政黨偏好對於政治信任感，可說具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的發現，加以自身的研究興趣，個人擬將此次

之研究範圍界定於高職學生，並分別就一年級及三年級之學生加以探

討，本研究在政治社會化研究之自變項部分，將設定於個人背景及學

校政治社會化機制兩大部分，個人背景包括性別與政黨偏好，學校部

分則包括申訴管道、學生自主性、學校控制度、教室民主氣氛、不同

學校、年級以及科系等項目，另外在政治社會化效果部份，則以政治

信任感做為本次研究政治社會化成效的研究變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