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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社會政策與福利國家都是近代的產物，學者對於如何由單純互助精神演變至龐大社

會立法自然充滿興趣。本章探討社會政策的相關概念與研究，作為後續探討台灣社會政

策範圍與發展的基礎，最後闡述本研究的理論基礎。 

 

第一節    相關概念的釐清 

 

社會政策是福利國家的基礎，因此多數文獻將社會政策與福利國家混合探討。然

而，不同國家對於福利國家的政策範圍有不同稱呼。我國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以「社

會安全」（social security）為名，但預算卻以「社會福利」（social welfare）稱之。西方

各國也常出現不同的「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足見概念混淆不清（吳菁盈，2004：

24）。因此，有必要釐清經常出現在社會政策與福利國家文獻中的相關概念。 

 

壹、 社會政策的相關概念 

 

一、 社會安全 

 

社會安全以一九三五年美國《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為濫觴，該法案

建立以老年、死亡以及傷殘者為主的保險體系2。法案最初只包含離職的私部門員工，

一九六五年更進一步結合醫療保險建立起美國的社會安全網。 

然而，世人熟知的社會安全是以推動此概念最力的「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為基準。該組織於一九四二年定義社會安全範疇包含：老人年

金、殘障年金、遺囑年金、疾病及生育照顧、職業災害補償、失業補償、家庭津貼、以

                                                 
2 該法案起因於一九二九年的經濟大恐慌，人們首次意識到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市場、競爭、政府的概念

有修正的必要。因此 F. Roosevelt總統於一九三三年所推行的「新政」（New Deal）一改過去沉溺於個人

主義哲學的施政，促成該法案的通過。學者多數認為這是美國聯邦政府介入社會政策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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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救助八大類。範圍涵蓋搖籃到墳墓的過程，因此社會安全通常就是社會保險、社

會救助、社會津貼的總稱。 

 

二、 社會福利 

 

社會政策本質上就是社會福利措施。社會福利涵蓋健康、經濟、精神三個層面，因

此較以經濟弱勢為考量的社會安全來得廣泛（蔡宏昭，1990：5）。社會福利是指由官方

或非官方運用有組織、系統的方法所提供的措施、制度與政策，用意在於協助個人、家

庭解決困難，滿足生活需要，適應社會，提高人格尊嚴（古允文，1987：5）。不論是公

私部門、團體或個人，只要其採行的措施能滿足人民的需求與保障都是社會福利的一環。 

 

三、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津貼 

 

Shafritz（2004: 270）定義社會保險就是國家提供給有需要人民的方案。因此，社

會保險就是國家制定政策以強制方式對於全體或部分國民所提供的社福措施。 

社會救助係對生活困難之低收入者，遭受緊急患難或變故者，以及非常災害之受害

者之各項救濟，也就是將救濟「公共化」的制度。與社會保險不同處在於社會救濟是單

方面以國家稅收來救濟，屬於非納費制的社會政策，與保險具有權利義務對等的性質不

同（王正，2000：7）。 

部分學者將社會津貼分為普及式與條件式的福利服務，符合特定條件對象的群眾無

須透過「資產調查」（mean test）即可享受。惟政策成本昂貴，儘管其金額象徵意義大

於實質，但須以高額稅負支應，易造成國家財政超額負擔。三種政策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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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津貼之比較 

比較項目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社會津貼(福利服務) 

政策模式 職業成就 殘補福利 制度再分配 

政策性質 自助、互助 社會扶助 社會補充 

政策功能 防貧 濟貧 防貧 

政策意涵 工作成就 恥辱、懲處 社會權 

政策目的 所得維持 所得維持 所得維持 

政  

策  

面 

政策內容 全國一致 因地制宜 特定條件全國一致 

政府角色 適度介入 最後防線 首要防線 

財政負擔 中 小 大 
政 

府 

面 對價屬性 商品化 去商品化 去商品化 

風險分攤 強調 不強調 不明確 

工作誘因 佳 不足 中 

保障範圍 普遍性 選擇性 普遍性、選擇性 

資格取得 不須資產調查 資產調查 不須資產調查 

權  

利  

面 

權利義務 對等 不強調 不強調 

資料來源：修改自王正（2000：8）。 

 

 

貳、 福利國家的相關意涵 

 

福利國家最早出現於一九四一年英國主教William Temple出版的《公民與教徒》

（Citizen and Churchman），目的是為取代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Hitler與Mussolini所主張

的「權力國家」（Warfare State）（詹火生，1992：4）。儘管名詞出現於二十世紀，但其

思潮的形成更早於名詞的出現，因此福利國家的起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古允文，1987：

6）。這套體制直到一九七○年石油危機以後，英國 Thatcher與美國 Reagan奉行新右派

理念，大力縮減（retrenchment）社會支出後才再次面臨討論3。 

                                                 
3 近年來論者將歐洲各國所面臨的失業與經濟問題歸諸於優渥的社會福利政策與勞動保護措施，因此出現

回到自由主義競爭式國家的呼聲（呂建德，2001：292）。目前西方各國都已經掀起改革的聲浪。堪稱福

利國家始祖的英國在 Thatcher改革下，開始減少社會政策的干預範圍和程度，隨後工黨首相 Tony Blair
也在 Giddens「第三條路」的引導下，強化家庭與社會的力量。美國則一直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主要結

合企業、社區以外包的方式提供私人福利，政府依然以殘補式社會政策為主。至於號稱從「搖籃到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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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於福利國家並無一致定義。Macarov表示定義身受「無限回歸」（infinite 

regression）問題的困擾，亦即每一個字的定義中還有更多意義（官有垣 譯，1995/2000：

4）4。Mishra認為全面就業是福利國家的中心要件，但 Cochrane, Clarke and Gewirtz（2001: 

5）認為此條件太過嚴格；Spicker（2000: 134）則主張社會安全才是必要條件。部分學

者乾脆放棄追求明確定義，例如 Goodin（1988: 6）認為就某方面而言可將福利國家視為

一種「試著去緩和貧困」（attempting to relieve distress）的體制；Esping-Andersen（1990: 

2）直接使用「福利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取代福利國家。Rothstein（1998: 16-17）

將福利國家分為實證性及規範性兩種。實證性探討的是「福利國家實際是什麼？」；規

範性探討的是「福利國家應該是什麼？」5。 

 

一、 實證性福利國家 

 

Esping-Andersen（1990）依照「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與「階層化」（social 

stratification）兩概念區分出三種福利資本主義模型6。第一類型是所謂的「自由福利國

家」（liberal welfare state），以資產調查式救助與有限重分配政策為主，社會政策主要迎

合低收入戶，福利被限制在邊緣的地位也伴隨著「烙印」的效果。 

第二種類型是「組合主義福利國家」（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該體制關注的焦點

                                                                                                                                                         
（cradle-to-grave）的制度性福利國家瑞典，甫於二○○六年九月的大選中，右派的中庸黨（Moderate Party）
以百分之一的些微票數擊敗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結束社民黨長達十二年的統治。中庸黨的領導者 Fredrik 
Reinfeldt宣稱將挽救僵化的勞動市場與福利體系以適應全球經濟的競爭。因此，瑞典的社會民主路線亦

受到考驗。資料來源：BBC，http://news.bbc.co.uk/2/hi/europe/5353092.stm。（上網瀏覽日期：2006/9/18）。
但實際上，如 Pierson（1994）與 Deakin（1987）等學者都認為福利國家轉型並非如新自由主義者所宣稱

那麼成功。 
4 關於福利概念的模糊性 Goodin（1988: 4）描述得非常生動：英國的「國家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與美國的醫療保險（Medicare）、醫療補助（Medicaid）屬於社會政策範疇概無疑問，但是
其他的公共健康測量，例如水資源等就顯得模糊不清。弱勢學童的學齡前兒童的方案屬於社會政策概無

疑問，但所有的教育是否應該屬於社會福利政策則顯得模糊不清。就業政策屬於社會政策概無疑問，但

是勞工的市場政策呢？ 
5 Roehstein僅提出該分類，並無探討本研究下述內容，本研究僅借用實證性與規範性的概念作為探討福

利國家定義的標準。 
6 Titmuss也曾提出福利國家的三個模型分別是「殘補」（residual）、「工業成就」（industrial achievement 
performance）、以及「制度」（institutional）。此三分法是延續Wilensky與 Lebeaux（1965）的著作。Wilensky
與 Lebeaux提出殘補與制度模式，Titmuss再加上工業成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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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保存既有地位，不注重再分配效果。該類型的國家不像自由福利國家維護市場，只

有家庭能力耗弱時才會介入干預，屬於一種補助性社會政策的福利國家。 

第三種類型為「普及主義福利國家」（universal welfare state）。該模式追求最大程度

平等，解除市場與家庭的限制，先發制人將家庭成本社會化7。此外，該模式最突出的

特徵就是主張充分就業的社會政策，建構出所有人都是依賴者的福利國家型態。 

 

二、 規範性福利國家 

 

規範性定義主要認為福利國家的任務在矯正市場失靈，保障經濟弱勢團體對抗風險

（Glatzer and Rueschemeyer, 2005: 10）。Robert Barker定義「一個國家系統的方案與服

務，用來幫助人民面對社會、經濟、教育、與健康的需求，並維持社會的基礎」（轉引

自 Dolgoff and Feldstein, 2002: 109）。但此定義無法區分非營利組織、自願團體與國家的

不同8。Wilensky與 Lebeaux（1965: 7）直接強調國家的重要性界定福利國家就是「政府

保障每一個國民的最低所得、營養、健康、住宅、教育之水平，這是一種政治權利，而

非慈善；同時，福利國家亦含有所得再分配與機會均等兩大意含」。此定義說明福利國

家與傳統互助之區別在於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制定社會政策，不再只依賴市場與第三部門

的施捨。Asa Briggs直接說明福利國家就是政府透過三種方向有計畫地運用組織力量來

修正市場失靈。首先，保障最低所得；其次，縮小不安全的範圍，使個人與家庭有能力

因應社會事故；最後，確保所有國民都能獲得最佳水準的社會服務（轉引自 Ku, 1997: 

2）。林萬億（1994：13）歸納福利國家四項主要特質如下： 

（一）國家以社會政策介入市場經濟。 

                                                 
7 儘管普遍主義福利國家不容許國家、市場，以及勞工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二分的情形，但並非表示所有

的國民都享受齊頭式福利給付。該類型的社會政策積極追求最高標準的公平，每一位國民不分階級均可

加入普及性的社會保險體系，享受相同權利；但保險給付仍會因為所得不同而有差別。據此可保障所有

國民的參與，同時也保障勞工改善生活的相同權利，提供完備的平等。 
8 實際上，社會福利的發展早期就是由自願性團體所提供的。一般認為具有公共性質但卻是非政府的機構

式之社會福利是由一八六九年在英國創立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為濫觴，

該組織的目標在於協調整合許多的慈善機構，以便整合力量與資源分享（官有垣 譯，1995/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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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力量是福利國家必備也是異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地方9。社會政策的功能如

同 Briggs的定義是「修正」（modify）市場力量，而非「拒絕」（reject）市場經濟10。 

（二）社會政策目的在於保障最基本需求。 

公共政策是為了回應「政策需求」（policy demands），或是那些在公共議題上要求

作為與不作為的主張（Dye, 1972: 2; Dinitto, 2000: 2; Anderson, 2003: 3）。因此Macarov

認為社會政策處理的是「人類需要」（human needs）的問題（官有垣 譯，1995/2000：26）。 

（三）社會政策是一種權利。 

福利國家奠基於普遍化的相互性，所有社會中的成員都能從這樣的制度安排中受益

（呂建德，2003：202）。福利國家的要素在於人民有權要求適當程度的福利來分享社會

資源。因此，社會權就是基於福利國家的理念，避免貧富不均與勞資對立，防止自由權

保障流於空洞化，尋求實質自由平等所形成的新人權（林端，2002：350）。 

（四）社會政策是強制性、集體性與非差別性的直接滿足為原則。 

公共政策本就意味政府對於私人有干預或管制的權力。社會政策是一種重分配的政

策強制意涵甚為明顯。集體性與非差別性在於政策滿足國民最低基本需求為目標，不因

階級地位而有所不同，同時也非無止境地滿足所有需求。 

 

第二節    國內政策的脈絡 

 

壹、 台灣的社會政策範圍 

 

Aspalter、Ku與Wong等學者將台灣視為福利國家，但社會政策範圍卻未有共識。

其模糊性亦出現在我國官方定義中，政策範圍時大時小，隨著經社條件不同而有所更迭。 

                                                 
9 根據左派學者的看法，福利國家與市場經濟其實是存有矛盾的，福利國家立基於市場經濟的結果最終只

會導致福利國家的衝突矛盾繼續擴大（O’ Connor, 1973; Gough, 1979; Offe, 1984）。 
10 由於福利國家與市場經濟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不少學者結合兩者的概念稱為「福利資本主義」

（welfare capitalism）或「福利國家資本主義」（welfare state capitalism）。這種看法主要來自於 John Keynes
與William Beveridge的影響，認為政府採取積極的態度以社會政策來矯正市場失靈，因此福利國家也常

被稱為「凱因斯福利國家」（Keynesian Welfar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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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三章第四節設有社會安全專章，分別於第一百五十二條至第一百

五十七條明列我國社會安全政策之要項包括充分就業、勞工及農民之保護、勞資協調合

作、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婦女兒童福利政策、衛生保健事業。隨後一九六五年的「民

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具體條列出國民就業、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國民住宅、福利

服務、社會教育及社區發展七項重點政策為我國福利國家的社會政策範圍，相較於憲法

本文增列國民住宅、社會教育與社區發展三項。 

一九八六年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會）於《我國社會福利制度整體規劃之研

究》中，將我國社會政策歸納為三大類八大項，分別是社會保險制度，包含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與個人福利制度，包含社會救助與福利服務；建設性福利制度，包含國民就業、

衛生保健、國民住宅、社會教育與社區發展。隨後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考會）

於一九八九年《我國社會福利定義範圍之研究》則將我國社會政策更細分為基本生活需

要、社會生活需要、環境品質及精神生活需要三大類，亦將環境品質、國民休閒與文化

生活納入社會政策範圍，這是我國對於福利國家政策範圍最廣的定義。 

二○○○年公佈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分別列舉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國民

就業、社會保險與醫療保健為我國福利國家的政策範圍，並在第五項、第六項、第七項、

第八項、第九項、第十一項與第十二項明定全民健保、婦幼、身心障礙與原住民族的福

利保障。經過歷年的討論與修正，社會政策的範圍回到原來憲法中的五個項目，但保障

對象卻擴大。 

二○○一年行政院內政部依據全國社會福利會議所作成的結論，公佈《社會福利基

本法草案》函送立法院審議。該草案第二條明列我國社會政策的範圍包含社會救助、福

利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療保健等福利事項11。二○○四年行政院所修正核定

的《社會福利政策綱領》則以社會保險與津貼、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就業安全、社會

住宅與社區營造、健康與醫療照護等六大項目為該綱領之內涵12。 

                                                 
11 法案內容請參閱：行政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ey.gov.tw/public/Attachment/20050222175710750.doc。
（上網瀏覽日期：2006/10/25）。 
12 綱領內容請參閱：中央研究院，http://www.sinica.edu.tw/asct/asw/seminar/2005/main/policy.doc。（上網瀏
覽日期：20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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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台灣社會政策範圍的更迭 

年    代 1947 1965 1986 1989 2000 2001 2004 

政策項目 中華民國 

憲法 

民生主義現階

段社會政策 

經建會 

研究報告 

研考會 

研究報告 

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 

社會福利 

基本法草案 

社會福利 

政策綱領 

社會保險 ◎ ◎ ◎ ◎ ◎ ◎ ◎ 

社會救助 ◎ ◎ ◎ ◎ ◎ ◎ ◎ 

福利服務 ◎ ◎ ◎ ◎ ◎ ◎ ◎ 

國民就業 ◎ ◎ ◎ ◎ ◎ ◎ ◎ 

醫療保健 ◎ ◎ ◎ ◎ ◎ ◎ ◎ 

國民住宅  ◎ ◎ ◎   ◎ 

社會教育  ◎ ◎ ◎    

社區發展  ◎ ◎ ◎   ◎ 

環境品質    ◎    

文化休閒    ◎    

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 2-2顯示我國福利國家社會政策範圍的更迭。由上表可知經過數年討論與調整，

幾乎可見我國社會政策的共識在於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療保

健五項。至於國民住宅、社會教育與社區發展則無高度共識。環境品質屬於環保政策，

文化休閒則概念甚為模糊，不論西方或我國都將之排除在福利國家社會政策的範圍。 

可見不論是學理或是國內外對於福利國家的政策範圍尚無一致的準則。廣泛的定義

可能太過模糊以致失去精確性，而容易陷入套套邏輯的論調中；狹義的定義可能太過偏

狹以致失去適用性，而容易陷入以蠡測海的困境中。Dolgoff與 Feldstein（2002: 109-111）

主張，儘管概念甚為模糊，但是基本原則應該保含下列準則：政府介入增進或維持人類

生存社會功能的行動都可視為社會政策；社會政策的方案隨著各國的接受重視程度而有

所不同；沒有一種定義是完美的，但廣泛的定義較能涵蓋主要範圍。 

本研究主張福利國家就是「政府透過社會政策介入市場保障國民福祉與權益的制

度，該制度隨著歷史演進而逐漸擴大保障範圍與政府行動，政府行動主要包含社會保

險、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國民就業與醫療保健五大政策，此外更包含其他增進或維持

人類生存的政策」。在此定義下，儘管部分研究指出國民住宅的受益對象非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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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不符合社會政策的意涵，但本研究依然視國民住宅為有利國民生存福祉的社會政策，

同時亦符合台灣社會政策發展初期的歷史脈絡。此外，教育政策是否屬於社會政策的一

環一直存有疑慮。如同 Hill（2003: 2）表示，不論是要將教育涵蓋或是排除都很難找到

正當理由。本研究認為一般教育政策與福利意涵不同，但職業教育與針對外籍配偶等弱

勢團體的教育補助、特殊教育等政策又有促進就業增進生存能力的政策目標，因此將針

對弱勢團體的教育補助視為福利服務的一環。至於環境保護，雖然經建會與研考會曾將

之納入，亦有部分學者表示贊同，例如鄭文輝（1989）、詹火生（1989）等，但後續並

無統一共識，且環境保護與福利意涵有所差距，故本研究將之排除。此外西方視社區為

個人與家庭的延伸，儘管國內對於社區由上而下刻鑿的痕跡相當明顯，但畢竟與社會政

策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目的有別，因此本研究將社區發展排除在社會政策範圍之外。 

在對象方面，軍公教福利是否屬於社會政策一環國內見解不一。詹火生（1989）認

為軍公教非弱勢團體，政府提供龐大預算是否符合社福的原始意義不無可議。但由於特

殊歷史結構，國內研究多半將軍公教人員納入探討。基於傳統與歷史觀點，本研究認為

將軍公教人員納入社會政策對象的分析範圍之內是合適的。婦幼人身安全是否屬於社福

的範圍一樣存有疑問，該項疑問牽涉治安政策與社會政策的連結。鑒於婦幼在台灣長期

以來確屬弱勢，甚且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三章第四節的社會安全專章中明確提及婦幼人身

安全為我國社會安全的一環，因此本研究將婦幼人身安全納入社會政策的探討範圍。 

基於國內對於社會政策的共識，本研究主張台灣福利國家的社會政策項目包含：社

會保險、社會救助、福利服務、醫療保健、國民就業、國民住宅等六項政策；政策對象

包含：老人、婦幼、勞工、軍公教、青少年、傷殘弱勢與少數族群。 

 

貳、 台灣的社會政策發展 

 

台灣社會政策起源甚早，一九五三年首次制定《軍人保險條例》的前身《陸海空軍

保險》，象徵社會民主福利國家的勞工保險也在一九五○年開始規劃，一九五八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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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13。隨後陸續制定《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例》、《公務人員撫恤法》、《兒童福利法》、

《國民住宅條例》以及福利三法等14。此時期雖有社會政策但距離福利國家保障人民最

低需求的目標甚遠，主因在於此時的社會政策多半含有社會控制、維持政權的意涵。台

灣在威權統治之下，國民黨政府偏重國家福利，政策對象涵蓋軍公教、勞工、兒童、老

人與傷殘急需救助者，福利國家的基本立法逐漸完備。然而，這些社會政策卻甚少修正，

同時政策範圍與內容也呈現停滯發展的局面。 

解嚴後所帶來的民主競爭動能，開啟台灣福利發展的黃金時代。表 2-3條列出解嚴

後我國社會政策制定與修正的情形，可看出民主化後台灣社會政策的成長。隨著社會政

策內容與範圍的擴大，台灣福利體制逐漸擺脫威權體制國家福利的陰影邁向福利國家的

道路。這樣的情況一方面顯示國內社福支出的成長（表 2-4、圖 2-1），另一方面則說明

台灣的政策決策重心已從行政部門轉向國會，證實李易駿（1996：38-41）根據對台灣

社會政策決策過程的觀察。首先是一九八○以前的精英決策，此時期受到威權體制的影

響，決策集中在少數執政精英身上，國家中心色彩濃厚；一九八○至一九九○年的利益

團體遊說模型，台灣逐步邁向多元社會，利益團體力量逐漸增強。但此時期立法院對於

行政院的質詢福利部分並未明顯增加，社會福利法案亦缺乏全面性的改善；一九九○年

以後的國會決策模型，國會擺脫橡皮圖章的角色成為社會政策決策的重心。 

 

表 2-3 民主化後台灣主要社會政策的立法與修法15 

立 法 年 份 社  會  政  策 修 法 年 份 

1943 職工福利金條例 1948、2003 

1953 軍人保險條例 1959、1956、1970、2004 

1958 公務人員保險法 1974、1995 

1958 勞工保險法 1988、1995、2001、2003 

1960 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例 2000 

1971 公務人員撫恤法 1981、1992、1995 

                                                 
13 《職工福利金條例》制定於一九四三年，屬於國民政府於大陸時期的社會政策，並非來台後制定。 
14 福利三法是指《老人福利法》、《殘障福利法》、《社會救助法》。 
15 《軍人保險條例》的前身為一九五三年制定的《陸海空軍軍人保險條例》。《兒童福利法》與《少年福

利法》於二○○四年廢止，並制定《兒童及少年福利法》。《殘障福利法》於一九九七年修正名稱為《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並修正全文。《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於一九九九年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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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法 年 份 社  會  政  策 修 法 年 份 

1973 兒童福利法 1993、1999、2000、2002 

1974 勞工安全衛生法 1991、2002 

1975 國民住宅條例 1982、2002、2005 

1980 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 1995、1999 

1980 殘障福利法 1990、1995 

1980 老人福利法 1997、2000、2002 

1980 社會救助法 1997、2000、2004 

1983 職業訓練法 2000、2002 

1984 特殊教育法 1997、2001、2004 

1984 勞動基準法 1996、1998、2000、2002 

1989 農民健康保險條例 2000、2002 

1989 少年福利法 2000、2002 

1989 1989教師眷屬健康保險 1992 

1990 低收入戶家庭健康保險 1992 

1991 傷殘者健康保險  

1992 就業服務法 1997、2000、2001、2003、2004 

1994 全民健康保險法 1999、2001、2002、2003 

1995 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暫行條例 1998、2000、2002、2003 

1996 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 1997、2001 

1997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2001、2003、2004 

1998 原住民族教育法 1999、2004 

1999 公教人員保險法 2000、2002、2004 

2000 特殊境遇婦女家庭扶助條例 2006 

2001 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  

2001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2001 兩性工作平等法  

2002 敬老福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 2003 

2002 原住民敬老福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 2003 

2003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  

2003 大量解雇勞工保護法  

2003 政務人員退職撫恤條例 2006 

2004 性別平等教育法  

2004 勞工退休金條例  

2005 原住民基本法  

資料來源：整理自立法院國會圖書館立法統計系統16。 

                                                 
16 該系統網址為：立法院國會圖書館，http://npl.ly.gov.tw/do/www/lawStatistics?first=y。（上網瀏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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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級政府政事別支出佔總支出之比例 

會計年度 國防支出 教科文支出 經濟支出 社福支出 債務支出 雜項支出

1951-60平均 45.9% 11.7% 11.8% 6.3% 2.0% 6.3% 

1961-70平均 41.8% 14.4% 16.0% 7.5% 4.3% 2.2% 

1971-80平均 28.2% 16.4% 27.1% 11.0% 3.9% 1.7% 

1981-90平均 22.4% 18.9% 28.4% 15.2% 3.7% 1.0% 

 1991-99平均* 14.5% 19.2% 20.3% 21.7% 11.5% 1.4% 

51-86平均(1) 36.1% 15.1% 20.0% 9.4% 3.3% 2.9% 

87-99平均(2) 16.0% 19.1% 23.4% 19.9% 9.5% 1.3% 

(2)/(1) 0.4% 1.3% 1.2% 2.1% 2.8% 0.4% 

   註：99 年為預估數。 

資料來源：修改自蘇彩足（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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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民主化後台灣的社會福利支出 

資料來源：修改自行政院主計處政府統計總覽網站17。 

 

早期台灣社會政策偏向特定人士，與西方發展大相逕庭，民主化後台灣社會政策在

質與量都不同以往，政策範圍逐漸擴大甚至超越西方福利國家的政策範圍。然而為何此

時的社會政策容易進入政策議程？是什麼原因造成台灣社會立法的發展？政治行動者

                                                                                                                                                         
2006/10/12）。年代下的底線代表該年舉辦選舉，單底線代表國會選舉，雙底線代表總統大選，其中 2004
年同時舉辦總統大選與第六屆國會改選，因此以虛線表示。 
17 行政院主計處政府統計總覽網站：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3213&CtNode=3504。（上網瀏
覽日期：200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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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又扮演何種角色？民主化後的台灣國會是否有利於這些政策的推行？都有待進

一步的研究。 

社會政策預算的成長以及社會政策的立法與修正代表政治行動者與國會偏好結構

對於社會政策的支持。我國政治人物以增加各類社會政策拉攏選民的局面在一九九○年

代之後開始白熱化，尤其之後幾乎年年有選舉，更醞釀了利益團體競相向政治行動者爭

取社會福利經費的大好時機（蘇彩足，2000：68）。部分學者從民主化的角度探究台灣

社會政策的發展，但甚少研究關注此時期國會的重要性以及未曾瞭解政治行動者的政策

偏好。王順民（1993：8）認為以社會政策議題作為考察尺度時，必須將所觀察到的社

利政見擺回整個政經社會的脈絡格局中來了解其內在意涵。過去研究從未將重心置於微

觀的偏好問題，有鑒於國會成為決策重心並是中央民意代表，是僅次於行政首長的重要

競爭場域。因此，本研究將焦點置於國會外部的選舉與內部的結構，從選舉議程設定的

角度到國會內部的政策偏好結構，檢視國會選舉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與福利國家的發展。 

 

第三節    相關研究的探討 

 

傳統文獻多從宏觀的角度探討台灣福利國家或社會政策的發展與變遷。這部分的文

獻主要依循功能論的觀點，認為社會政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近年則有學者大幅修

正傳統理論過於靜態的缺失，結合政治、社會、經濟的影響，發展成較為動態的理論，

然而兩者同樣都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Aspalter, 2002a: 11-20; 2002b: 11-12）。 

 

壹、 理論探討 

 

一、 結構功能論 

 

此途徑主要受到 Talcott Parsons與馬克思經濟決定論的影響。這派學者解釋社會政

策完全採用實用和技術性的看法，他們視社會為一整體，社會政策的產生被視為一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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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社會問題的技術和工具，最終的目的在於達到一個穩定的狀態（詹火生，1988：33；

唐文慧、王宏仁，1993：19）。 

結構功能論主要強調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對於社會政策的發展有關鍵性影響。

該學派的基本看法可由Wilensky（1975: 47）在其著作《福利國家與平等》（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中清楚表現： 

 

長期來看，經濟程度就是導致福利國家的基本，但它的影響很明顯地是透過過去幾

世紀以來人口結構的變遷，以及政策本身的力量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安全的成長

始於經濟成長的適應，以及人口結構的結果…18。 

 

結構功能論奠基於工業主義邏輯，本質上就是一種「技術決定論」（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該學派認為由於工業化所造成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使得傳統社會無法

有效解決各種新的問題及需求，自然會發展出新的社會制度來加以因應，而社會政策與

福利國家就是為了滿足現代化需要的制度19。 

 

二、 國家中心論 

 

福利國家的傳統理論決定論色彩過於濃厚，以致於未能處理歷史發展上政治衝突以

及不同階級間的權力資源問題（Quadagno, 1987: 13）。國家中心論則將焦點置於政治系

統、權力結構、政府制度、政策制定等過程，從衝突的角度出發，探討社會政策的發展。 

                                                 
18 原文為：Over the long pull, economic level is the root cause of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but its effects are 
felt chiefly through demographic changes of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momentum of the programs themselves, 
once established….Social security growth begins as a natural accompani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demographic outcomes…. 
19 由於工業主義邏輯與「聚合理論」（convergence theory）都採用結構功能「技術決定論」（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觀點，因此學界視為相同途徑。聚合論主張各社會在工業化早期有很大的差異，但由於

工業的進步，源自工業技術和經濟標準化的影響，開始迫使各社會朝向共同的制度性模式（王永慈 譯，
1976/1992：148）。聚合理論認為在工業社會中，社會制度的本質和發展係依據工業技術和經濟的「拉力」

（功能必要性）及「推力」（工業化結果）來決定，社會政策是社會制度之一，自然也不例外（詹火生，

1988：37）。此外，聚合理論更提出階段論的觀點，認為技術本質會導致社會政策從殘補向制度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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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功能論能完整解釋西歐福利國家的發展，Skocpol、Pierson、Rimlinger等人

則利用國家中心論來解釋為何美國空有經濟成長，但社會政策卻發展緩慢的問題。因此

該途徑起源於美國，主要論點在於不同制度會影響國家權力同時也限縮社會政策；另一

方面，政策過程、統合主義則是社會政策成功的因素（Aspalter, 2002a: 14; 2002b: 18）。 

不同於馬克思主義將國家視為依變項，國家中心論採用總體的觀點將國家視為單獨

的分析單位。Skocpol（1985: 28）在其著作中的論述可作為最佳註解： 

 

就此而言，國家可被視為一個透過官僚集體追求不同目標的組織，…另一方面，宏

觀來看，國家可被視為一種組織或行動的結構，可以影響社會內所有團體與階級的

政治意涵與方法20。 

 

Skocpol的呼籲使學者注意國家並不偏袒任何階級，只擔心自己的地位穩定。就此

而言，國家中心論與馬克思主義一樣強調穩定的概念，部分學者甚至將之歸諸於馬克思

理論的分支21。國家中心論著重分析國家本身的內在動力，視國家為行動者或制度化、

結構化的架構，並可形成政治文化、公共輿論與社會政策（劉獻文，2001：153）。該理

論繼承Marx Weber認為官僚就代表社會知識的獨占，官僚可以透過專業引導意識型態，

制定社會政策（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96: 308）。福利國家是官僚基於自身知識與

利益，為達到階級服從目標所推行一連串社會政策的結果。由於官僚所得與工作保障皆

來自國家，其自身不但是福利的提供者，更是社會政策直接的受益者，因此當然會維護

福利國家，導致社會政策早期發展以官僚福利為主，也造成福利預算的浮濫。 

近年部分學者修正過分強調國家單一因素對於社會政策決定性的影響，從衝突的觀

點出發，強調階級、團體、政黨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馬克思觀點中資本與勞工利益

                                                 
20 原文為：On the one hand, states may be viewed as organizations through which official collectivities may 
pursue distinctive goals,…On the other hand, states may be viewed more macroscopically as configurations of 
organization and action that influence the meanings and methods of politics for all groups and classes in society. 
21 本研究認為國家中心論雖具有左派色彩，但其立論基礎在於國家結構與制度，以及國家與階級的順服，

已經脫離古典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經濟決定論。同時國內關於社會政策的研究亦以國家中心論為主，因此

將之視為獨立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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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本來就是造成社會不穩定的主要來源（Ku, 1997: 211）。在Offe 與 Gough 的著作

中也特別提及社會階級經由組織力量穿透國家政策的影響。這派學者承襲「資源動員理

論」（power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將社會運動視為社會政策發展的助力，並關注

勞工團體與社會民主政黨的連結，認為兩者對社會政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Korpi（1983: 

26）的說法成為最好註解： 

 

資本民主國家中受薪階級主要的權力資源在於集體行動的組織。透過組織可以將受

薪階級個人微小的權力結合並有顯著性的增長。在這個情況下，主要的組織就是工

會與政黨22。 

 

當集體行動的壓力大到足夠撼動國家壓制，或造成國家壓制行動的風險，勢必影響

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執行。換句話說，社會政策是勞工階級要求改善福利水準與國家統治

階級衝突的結果。就此而言，社會政策與勞工團體、左翼政黨與工會的發展息息相關，

社會政策就是資本主義以及階級運動互相衝突的結果。 

 

貳、 實證研究 

 

一、 國外的相關研究 

 

（一）以經濟指標為主要變數 

Wilensky（1975）比較六十四個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發現社會政策與經濟成長有密

切關聯，國民生產毛額是影響國家社會福利支出的重要變數。Cutright（1965）則透過

比較研究發現一國社會政策所涵蓋的人口比例與該國經濟發展呈現正相關，並認為社會

                                                 
22 原文為：In a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major power resources of the wage-earners are their organiza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these organizations the individually small power resources of the wage-earners can be 
combined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creased. In this context, the organizations of primary interest are un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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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發展與經濟成長、都市化有十分高度的關聯性。Galenson則透過回歸分析研究四

十個國家經濟與福利之間的關係，並發現不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不同的社會政策支出，

且社會政策支出對於經濟亦有正面的再投資功能（轉引自劉獻文，2001：142）。 

 

（二）以國家政府為主要變數 

Skocpol與 Amenda（1986）研究發現，西歐國家的權力集中化程度較美國高，因

此社會政策的發展程度亦高於美國；北歐國家結構的影響力亦較美國所發揮的影響力來

得強大，因此社會政策的回饋效果亦較美國為佳。Orloff與 Skocpol亦從研究英美兩國

社會政策差異中發現，英國以中央科層組織與政黨競爭為政策取向，因此較能透過社會

政策吸引選民；美國是一種「法院與政黨」（courts and parties）的政治型態，政黨多半

著重政府組織的掠奪，其國家傳統呈現薄弱的行政中樞、片段化的權力與非務實性的政

黨，正足以說明為何美國未能形成英國早期福利制度之主因（轉引自劉獻文，2001：

154）。另外，Pierson（1994）亦從宏觀的角度連結政策回饋與政治制度分析英美社會政

策，並發現政治結構對於社會政策的擴張與縮減關係重大。 

 

（三）以政黨勞工為主要變數 

這方面研究先趨是 Saville針對英國社會政策的分析，他認為英國社會政策的發展

雖然受到勞工運動的影響，但是階級的權力平衡依然傾向統治階級（傅立葉，1993：42）。

Williamson與Weiss的研究發現社會主義政黨與工會在福利官僚上的擴張扮演著顯著但

非直接的角色〈轉引自 Quadagno, 1987: 113〉。Flora與 Alber（1981: 63-70）亦利用回歸

分析西歐十二個國家的社會保險立法時間發現，引用社會保險制度係發生在勞工動員較

高，或是社經發展較高的國家。Korpi（1983）則利用比較法分析 OECD國家的勞工運

動與左翼政黨並分析瑞典階級關係的發展，發現有較高勞工階級動員與左派政府長期掌

控的國家較能達成社會政策重分配效果。Korpi（2001）於隨後分析中更證實團體間權

力的不對稱是影響西歐社會保險政策發展的主因。Esping-Andersen（1985）則從歷史比

較的方法檢視北歐主要三個國家丹麥、瑞典、挪威亦有相同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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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的相關研究 

 

（一）以經濟指標為主要變數 

1. 以中央政府支出為主要分析單位 

胡勝益（1977）、劉阿榮（1980）、王守勉（1985）、王梅芳（1992）四人不約而同

的從民生主義的觀點探究經濟與社會政策間的關係，並藉此探討社會福利指標的建立。

然而這類研究多半屬於歷史回顧性質，無法釐清兩者的相關程度，但畢竟屬於國內社會

政策早期研究的開拓者。在實證研究上，彭懷真（1982）利用統計資料發現我國的工業

化與社會政策是不可分的，工業化與社會政策是現在國家共同的必然選擇；同樣地，徐

偉初與黃細清利用多元回歸亦得出平均每人所得與社會政策發展的顯著性（轉引自劉育

廷，2001：12）。此外，黃哲悠（1990）透過時間序列分析一九六三年至一九八七年的

社福支出，發現政府提高社會支出會刺激私人消費，間接證實 Galenson福利支出有助經

濟成長的論點。但是，蘇文麒（1985）的研究卻顯示社會政策規模與經濟成長率之間並

無單一直接的相關性。隨後，李翠萍〈2003〉亦持相同觀點。 

 

2. 以地方政府支出為主要分析單位 

除透過總體觀察外，後續有研究單一地方政府社會福利支出者。宋淑珠（1989）、

王湧泉（2000；2004）兩人以各地方政府的社會政策支出當作依變項，前者探討一九七

○至一九八八年，後者探討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年各縣市的支出水準，兩人都發現影響

台灣各縣市社會福利支出的決定性因素為每人所得水準與社會結構的變遷。直得注意的

是，王玉輝（1997）的研究卻發現社會結構的需求面因素在台北市的社會支出上未達顯

著性，間接駁斥聚合理論的主張。 

 

（二）以國家政府為主要變數 

1. 以威權體制為主要分析單位 

然而，工業主義邏輯並非毫無缺失。政府遷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下推行的各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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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策難以與經濟發展連結。因此後續研究主要援引福利國家理論中的國家中心論來解

釋威權時代社會政策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首先以宏觀的角度來研究威權體制與社會政

策。傅立葉（1993；1995）從左派的社會控制與右派的去商品化概念來觀察台灣社會保

險制度，發現台灣早期的社會保險是國民黨政府攏絡軍公教，穩定社會的工具。而詹火

生（1989）、林萬億（1997）、汪其芬（1997）分析我國社福支出發現有獨厚特定對象的

情況，王正勤（1993）、洪銀山（1998）曾淑麗（1999）、王方（2003：65）等人的研究

也發現台灣早期的社會政策在於攏絡軍公教維持社會安定，並且維持勞工生活促使其得

以再就業，達成政府經濟發展的目標。這方面的研究認為台灣社會政策的發展必須面對

歷史遺留的政策傳承與國家威權的獨特結構，社會政策是國家自主性下的產物。 

 

2. 以單一政策為主要分析單位 

隨後則有學者就單一社會政策提出國家結構的歷史分析。鍾華菁（1995）利用國家

中心論作為研究架構分析全民健保政策的規劃，認為台灣的國家機關在社會政策形成過

程中的角色扮演吻合國家中心論主張國家機關相對自主性的假說，但在利益團體的活動

上，多元中心與馬克思主義則可提供部分解釋。張家麟（2001）則在隨後的研究中提出

更細緻化分析，並且提出三項有力的結論。首先，健保政策的形成深受國家自主性及國

家能力的影響，而國家自主性又受國家領導政治菁英的社會政策政治理念及過去國家社

會保險政策的傳統所影響；國家民主化的發展卻造成國家自主性在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形

成的影響力減弱。其次，官僚與學者的結合、國家權力集中促使國家規劃及協調全民健

康保險政策的能力增強。最後，社會團體無法整合，社會偏好愈無法在全民健保政策中

貫徹；國家與社會團體的交互作用影響之下，國家偏好強過社會偏好，對全民健保政策

形成產生較大的影響。這部分的研究正與 Skocpol與 Amenda對於權力集中有利於社會

政策發展的結論相同。在失業保險政策上，曾淑麗（1999）發現當國家機關富有社會控

制意涵的社會福利做法、經濟個人主義更勝於社會公平的意識型態、缺乏國際環境壓

力、勞工階級力量未形成及國家機關高度自主性等因素影響之下，八○年代前期的高失

業率並未對國家機關帶來足夠的壓力以促使其開辦失業保險。隨後，宋世宏（2000）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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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失業救助、失業保險、資遣費以及工作福利四項社會政策的分析亦持相同結論。 

 

（三）以民主選舉為主要變數 

1. 以政府預算為主要分析單位 

這方面的文獻承襲工業主義邏輯，主要著重民主化造成社福預算成長的分析，以及

政策資源的配置情形。例如，林萬億（1997）、汪其芬（1997）、李國興（2004）的研究

主要目的在於還原社會政策支出的原始意義與現況；其他文獻探討國內社福預算的成長

情形，詹火生〈1991：151-167〉從立法年代、保障人口數、經費支出三項指標來觀察

台灣民主化與社會政策之發展獲得肯定的結論。其他則如：李運生（1995）、劉育廷

（2000）、吳采旆（2004）等，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社福預算支出與民主化的關係。 

 

2. 以單一政策為主要分析單位 

除了著重預算成長與政策資源分配的分析外，其他學者或從整體政策的角度，或從

單一政策的角度切入研究民主化與社會政策，這部分的文獻主要著重民主化對社會政策

的影響與發展。謝青雲（1989）針對八○年代社會變遷與福利發展的探討可說是先驅性

的研究。隨著台灣民主化，相關文獻亦逐漸豐富（李明璁，1995；陳正芬，1996；Ku, 1997; 

Aspalter, 2002b; Wong, 2004; 詹火生，2005）。 

 

3. 以競選政見為主要分析單位 

此外，部分學者從選戰政見論述研究中，探討我國社會政策的發展。例如魏中仁與

楊志良（1997：435-447）針對一九六九到一九九五年的立委選舉醫療保健政策的分析，

隨後有朱美珍（1996：49-53）、楊孝濚（1999：1-30）、王順民（1993：1-10；2001：3-43；

2003）與 Aspalter（2002: 95-133）分別針對二、三屆立委選舉，十三屆台北縣長選舉，

二○○○年總統與第三屆首都市長，一九九七縣市長選舉與一九九八北高市長、市議員

選舉分析其社會福利政見，並不約而同發現社會政策已成為主要的競選主軸。然而這部

分的文獻多半著重社會政策政見的歸納與比較，未進一步探究這些行動者的偏好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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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台灣社會政策的發展，且著重於單一時間點的分析，未能呈現全部圖像。甚者，這些

文獻所定義的社會政策範圍也未見一致，無從得知其研究方法與編碼規則。 

 

第四節   現有研究的評析 

 

壹、 理論適用的問題 

 

理論的適用性正是研究台灣社會政策發展的難處。馬克思主義相較於右派政治經濟

分析修正工業主義邏輯未能處理政治衝突與階級間的權力配置問題，但該途徑過於著重

理論發展缺乏實證研究作為立論基礎，以致於社會控制、合法性等論述成為套套邏輯。

再者，馬克思主義本質上亦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經濟決定論。至於國家中心論亦有學者批

評過分重視精英對於社會政策的影響，忽略政策形成中其他非政治性的因素（唐文慧、

王宏仁，1993：138）。 

可見不論從任何理論來觀察台灣都可解釋部份現象但也忽略部分現象。這種理論解

釋的困境正是因為這些理論的西方觀點。學者Wong（2001: 10）認為傳統解釋社會政策

的理論源自於安格魯─歐洲的經驗，因此無法針對台灣近年發展提出適當解釋。 

事實上，傳統定義下的西方社會政策與台灣發展經驗截然不同。東亞新興工業國家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 Countries, NICs）與西方比較顯示，東亞是強勢國家、

弱勢社會，社會政策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國家供給；西方是弱勢國家、強勢社會，社會政

策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推動（葉肅科，1999：2）23。針對這種差異，學者開始質疑傳統理

論的適用性，並發現 Esping-Andersen三種福利體制的不足，詢問是否有東亞社會政策

模式的存在。Dixon 與 Kim（1985）所編著的《亞洲的社會福利》（Social Welfare in Asia）

首先進行亞洲各國跨國比較，隨後Midgley（1986）、Jones（1990）、Goodman與 Peng

（1996）、Goodman、White與 Kwon（1998）、Aspalter（2002）、Holliday與Wilding（2003）

                                                 
23 李易駿（2003：154-161）研究台灣發展型福利體制則發現有下列特性：高社會投資與社會消費、社會

福利的差別待遇現象、個人與家庭承擔較高的福利責任，使得福利低涵蓋率、低替代率與高保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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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持續論辯是否存有第四種社會政策發展模式24。 

不論是否存有超越 Esping-Andersen西方模式的亞洲模式，傳統理論在台灣的適應

性確有盲點。如果接受部分學者主張儒家思想的東亞模式，只能夠說明人際網絡中互助

理念的延伸，甚難與社會政策的發展有所連結。東亞新興國家的發展不論在地域上或歷

史上的確有其相似性，但如果貿然以單一模式來解釋台灣個案，將會忽略個案上的獨特

性。因此，本研究認為無論是接受何種模式，都只能掌握整體而忽略更細緻的樣貌，甚

且東亞各國社會政策的發展也不盡相同，惟有揚棄單一模式的概念，將台灣視為單一個

案予以研究，才能深入了解台灣社會政策的發展。 

另外，這些理論的缺失在於基於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多數採用宏觀途徑以致甚少討

論福利國家的社會政策是如何納入議程與制定；也甚少置於民主的脈絡中探討選舉、政

治行動者、國會如何影響社會政策。換句話說，這些理論忽略民主化後政治行動者的偏

好與國會才是制定社會政策的核心。對此，Aspalter（2002b）、Wong（2005）提供一個

很好的起點，他們同樣認為政策、制度、政黨競爭是研究社會政策的良好起點，並能正

確掌握新興民主國家社會政策的變遷。 

 

貳、 方法實證的問題 

 

國內多數研究利用經濟成長率、國內生產毛額、人口結構、都市化等經濟指標來測

量中央或地方政府社會政策支出的相關性並獲得統計顯著的結論。實際檢視兩變數可發

現，我國的經濟成長率自一九五二年以來多半維持在 5％以上，社會支出則是穩定上揚

                                                 
24 學者對於亞洲是否獨立構成第四種社會福利體制有不同見解。悲觀論者如 Tang, Kwong-leung甚至認為
東亞四小虎擁抱西方福利國家之路是無望的（轉引自 Holliday and Wilding, 2003: 11）。東西方經驗上的差
異使得學者尋求文化論、擴散論來解釋亞洲社會政策的發展。例如 Jones、Goodman與 Peng分別認為儒
家與日本對於東亞地區的價值影響甚深，儒家仁愛的遺緒深入東亞社會，使得東亞重視人際互助的網絡

關係（quanxi），另外東亞地區曾經受過日本殖民的影響，而有日本型態社會政策模式的呼籲。然而，White
與 Goodman研究東亞地區的社會政治與制度差異性後，卻拒絕了東亞模式的概念，相同的想法也出現在

Holliday與Wilding的文獻中。他們大體上主張，如果接受隱含著連結與相似的單一模式，那麼在實證研

究上將很難進行更適當的跨國比較。實際上，不僅歐亞福利體制存有巨大差異，例如中國目前的年金制

度僅有 13%的涵蓋率，難與歐美福利國家相比（Powell, 2006: 9）。同時，亞洲各國的社會政策發展也的
確有明顯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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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經濟成長的確帶動社福支出。然而，如果再進一步檢視政策內容可以發現，

儘管支出穩定上揚，但此時社會政策的立法與內容修改幅度甚微，社會政策依然侷限於

特定受益者（表 2-5）。換句話說，工業成就確實刺激我國的社福支出但並無造成台灣社

會政策的轉型，社會政策依然局限於特定對象，與福利國家的普及性內涵相距甚遠。事

實上，一九五八年到一九八○台灣的經濟迅速成長，但福利制度卻只有漸進改變而無顯

著的突破（Goodman and Peng, 1996: 205; Wong, 2004: 11）。這些現象說明傳統研究方法

上的盲點，這些方法只能說明福利預算的增加，但卻未考慮社會政策的內容與對象，也

無從得知社會政策如何被納入議程，如何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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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台灣 1952-1990 年經濟成長率與社會安全支出比例 

資料來源：修改自行政院主計處政府統計總覽網站25。 

 

此外，圖 2-2顯示台灣的社福預算與其他國家相較並不突出，因此馬克思主義所強

調的福利國家危機並未發生於台灣。資源動員理論所強調的勞工運動在台灣戒嚴時期亦

不顯著。國民黨政府以大陸時期針對初步工業化防範工人運動為基本架構的工會法、團

體協約法、勞資爭議處理法來管理工人，特別是在人民團體法中規範同一地區、同一性

質的人民團體數限制為單一個，及人民團體採立案登記制，以便管理（李易駿，2003：

166）。根據研究，一九八六年台灣僅有 22.3%的勞工組織工會，然而工會多半受制於管

                                                 
25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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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階層或國民黨的地方黨部（Chu, 1998: 191）。從過去來看，左翼活動在威權的東亞根

本未曾存在，因此早期的台灣不存有代表勞工、左翼或是社會民主的政黨（Wong, 2004: 

11-12）。事實上，直到進入九○年代，國會選舉過程的轉變才使得社會福利團體有機會

透過競選過程將社福理念注入到公共論壇之中（Hsiao, 2001: 170）。這正可解釋為何國

內的研究多數採用國家中心途徑來分析早期的社會政策。 

 

表 2-5 台灣戒嚴時期的主要社會政策 

年代 社會政策立法 

1950 勞工保險 

1958 公務人員保險法 

1973 兒童福利法 

1980 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福利三法 

1985 公務人員眷屬疾病保險條例 

資料來源：修改自詹火生（1991：159）。 

 

儘管歷史顯示國家的確在威權體制下扮演影響台灣社會政策發展的關鍵角色。然

而，該途徑卻無法解釋解嚴後社會政策的變遷，特別是對於重分配政策的轉變（Wong, 

2004: 13）。表 2-3與表 2-5顯示台灣民主化前後的社會立法相差甚遠，福利國家所須具

備的政策大都在九○年代制定完成，現有政策也在九○年代作出不少修法，因此多數研

究同意九○年代是台灣福利國家的重要階段。到底是什麼動力促成台灣民主化後的社會

政策發展？學者 Kwon, Huck-ju（1998: 48）認為社會經濟轉型以及外在壓力都不是社會

政策的必要結果，而是一九八○年代以來的政治改革促成台灣社會政策朝向新的發展方

向。國內部份研究已將焦點置於民主等相關變數與政策預算的分析，但卻缺乏探討選舉

與政治行動者的政策偏好，也缺乏探討制定社會政策的國會。實際上，民主政治中與民

眾的互動機制，選舉本身議程設定的功能以及競爭壓力的存在，都提供政治行動者有足

夠誘因回應民眾需求並造成政策偏好轉折的機會，進一步影響國會對於社會政策的支持

程度。 

總之，過去研究在理論上忽略民主對於台灣社會政策發展的影響，實證研究著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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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分析不僅是行政部門的觀點，同時也未能掌握民主選舉與國會在政策制定的角色。重

要之處在於民主化後國會已成為台灣社會政策的關鍵，然而現有研究仍然侷限於行政觀

點，忽略國會選舉對行動者所帶來的政策誘因與國會偏好結構對於社會政策的影響，以

致於無法清楚掌握民主化如何影響構成台灣福利國家基礎的法案與內容。事實上這些變

數才是掌握政策合法化與社會政策發展的關鍵。傳統的理論與研究方法不僅無法掌握民

主如何影響社會政策，更無法瞭解九○年代台灣社會政策顯著制定與修法的因素。故本

研究認為必須從國會選舉的系絡，從政策議程設定到行動者政策偏好與國會偏好結構，

重新檢視民主化與台灣社會政策的影響，才能掌握九○年代社會法案成長的因素。 

 

第五節    國會選舉的影響 

 

過去對於社會政策的研究多是社會與經濟的觀點。Skocpol（1985）「將國家納入」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籲使學界將眼光重置於政治觀點。學者認為政治制度

的民主化與競選活動都與社會政策的形成有所關聯，此一論點成為簡單民主模式（simple 

democratic model）的邏輯基礎（林昭吟，1992：89；劉獻文，2001：149）。 

 

壹、 選舉與社會政策 

 

Schumpeter（1987）對於民主的看法就是一個治理者產生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最重

要的環節便是選舉26。Kay Lawson（1999: 322）定義民主就是「由人民治理」（rule by the 

people），就實務而言就是人民藉由投票於選舉中自由表達意志。此定義符合 Dahl自由

選舉是民主首要條件的看法，同時亦與 Schumpeter競爭式民主的定義相當。無論就理論

或實務而言，自由民主理論就是個人有權利於選舉中做出符合自身利益的選擇（Lawson, 

1999: 47）。因此，民主的主要特徵就是自由選舉。透過自由選舉人民獲得表達意見的管

                                                 
26 原文為：the democratic method is tha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arriving at political decisions in which 
individuals acquire the power to decide by means of a competitive struggle for the people’s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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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政治行動者決策得以向民意負責。 

 

一、 國會選舉與社會政策概述 

 

民主國家中，民意是公共政策發展的生命線，民意取向的政策形成乃政策制定者的

目標，否則就無法爭取多數民意的支持（柯三吉、張四明、林昭吟，2001：7）。國會作

為民主國家主要政策制定機關，選舉時的政策議程更是影響未來社會政策制定的關鍵。 

選舉的邏輯在於導致政治行動者在選戰中的競爭加劇，迫使政治行動者有誘因提出

政策選項吸引選民支持，代理民意入主國會後進而制定社會政策回應選民，同時民眾亦

得依據利益做出有利選擇。選舉會激發強烈競爭增取選民支持，進而刺激公共支出的提

高，這部分的研究首先由 Tufte於一九七八年證實公共干預的主要擴張多出現在選舉期

間，以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轉引自 Esping-Andersen, 1990: 15）。國內學者蘇彩足（2000）

亦有類似研究發現。 

國會選舉如何影響社會政策的發展？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它是由一連串授

權關係所構成的決策體系，因此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一種「授權鏈」（a chain of mandate）

的關係（Moe, 1985: 765；陳敦源，2002：81）。詳言之，民主制度就是人民藉由選舉將

治權交給政治行動者「代理」，並從政治行動者定期接受改選「續約」壓力的設計當中，

保障「委託人」的權利，選舉一方面可視為是一種相對於內戰成本比較低廉的「政權替

換」（political takeover）方式，另一方面則可視為一種彌平委託代理關係中「資訊不對

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利器（陳敦源，2002：171）。簡單民主模型在解釋社會

政策的起源與擴張認為應歸功於代議政治中社會力的運作，社會政策的發展並不必然反

應階級或意識型態的需要，而是反映被代理者的利益，因此代理者為了在選舉中脫穎而

出，因而有足夠的誘因提出政策議程。所以只要具有西方形式的民主選舉，社會政策必

然會成為議題並且被立法制定。因此，國會選舉對於處於政治制定環節中的政治行動者

而言是一種政策主張的誘因，競爭程度決定其偏好的可欲性，使社會政策納入議程。換

句話說，如果社會政策的提出與民主競爭的成敗無關，那麼政治行動者將無誘因主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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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策。 

 

二、 國會選舉與政策議程概述 

 

在任何一個民主政治體系中，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許多來自於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要

求與意見，然而並非所有要求與意見都能順利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凡事那些少數被政

策制定者納入處理公共政策時程表的要求與意見就是政策議程（丘昌泰，2000：139）。

因此，選舉提供政策議程形成的重要管道，政治行動者的政治資源又受到外部議題的影

響（楊婉瑩，2003：94）。 

Kingdon（1984）提出的政策議程模式包含問題、政策與政治三大流程，當這三個

流程在關鍵時刻會合時，政策就很容易進入議程，這種關鍵時刻稱為「政策窗」（policy 

window）。國會選舉提供民眾參與決策制定的機會，政黨、候選人、政治企業家透過選

舉催生議題，賦予選民來考驗。換句話說，國會選舉時的政策論述本身就有議程設定的

功能，它界定了哪些社會政策是大眾所關切，並期盼採取行動加以解決；哪些社會政策

是能夠進入政府議程，並付諸實現加以執行。因此，國會選舉本身就可視為政策窗開啟

的機會，提供社會政策建立與變遷的管道。一般而言，簡單民主模型假定民主化愈徹底

愈有利社會政策發展，此乃因為選舉愈激烈愈有利於社會政策議程的設定。 

 

貳、 偏好與社會政策 

 

一、 政策偏好 

 

構成福利國家的社會政策最終得經由國會合法授權，因此社會政策的制定並不會自

然發生，除非政治行動者認為社會政策是值得的。如果該政策選項對於政治行動者而言

並無任何利益，政治行動者也就無任何誘因推動該項社會政策，反而成為政策的阻礙。

政策並不會自動制定，除非政策制定者控制政治資源去落實政策轉變，並且需要政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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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同時在議程設定扮演角色以及控制立法多數。只有在三種條件同時滿足時政策制定

才會發生（Heller, Keefer, and McCubbins: 1998）。 

首先，行動者的政策偏好決定政策制定是否是可欲的。政治行動者重視政策主張在

選舉過程中如何影響他的支持基礎，因此他們在意的是選舉結果而非政策本身。社會政

策的民主合法程序需要政治行動者在利益與誘因上的轉變，以致於推動社會政策變得比

目前現有的計畫更有吸引力。例如國會議員的替換，政治行動者支持聯盟的轉變，或是

該名行動者本身對於現狀價值的轉變。換句話說，政治行動者的誘因與他們執行政策的

能力應與他們本身的偏好呈現一致性。對於政治行動者制定社會政策的淨期望效用必須

超過保留維持現狀的預期淨價值，也就是政策制定者的風險承擔的利益減去風險承擔的

成本。在此情況下，行動者才能確信可以根據他們的偏好定義可信的政策選項。因此，

政治行動者的社會政策主張是否容易在選舉中脫穎而出可能是一個指標。 

對於現狀價值可能的內在改變導因於自我決定的累積影響。政策制定只有在政治行

動者想要制定政策時才會發生，然而其背後支持聯盟的轉變會決定該項政策是否是政治

行動者偏好的選項。因此，選舉的改選也可能指出一個充分改變偏好使得政策制定更為

可欲的充分條件。 

其次，政策制定的第二個條件是政治行動者必須要有政治與技術上的知識來達成他

的政策目標。沒有任何一位政治行動者會在不確信政策會導致更好的結果時提出政策轉

變。因為缺乏充分知識的政策設計可能會導致不可預期的結果，使他在競爭中處於不利

的地位。因此，國會議員的流動與改變應該是一個對於政策轉變的清楚指標。 

最後，制度結構也為政策制定與改革設定系絡。制度確實可為政治行動者創造誘因

並形塑與限制他們的行動。制度可能使得政策制定更為可能或是阻礙政策過程。不同行

動者間分化的政策權威會增加協商成本並且降低有效的協商空間。因此，否決行動者愈

多，愈有可能降低政策制定成功的可能性，但也導致政策更為穩定，因為該政策在未來

很難被改變。政策制定只有在政治行動者可以執行政策轉變時才會發生。規則決定誰可

以掌握議程，誰擁有否決的權力，或是修改議程的權力。 

因此，只有在下列三種情況發生時政策制定才成為可能：政治行動者與現狀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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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偏好一些可能的政策選項；這些行動者可以獲得充分的機會與知識去規劃一個適當

的政策以產出可欲的成果；這個行動者可以在立法中獲得想要的成果。 

 

二、 偏好誘因 

 

政治行動者重視政策如何影響他的支持基礎，因此他們在意的是選舉結果而非政策

本身。詳言之，經由選舉的連結，政治行動者訴諸社會政策的闡述爭取選民認同，使政

治行動者有足夠誘因主張社會政策，其偏好決定未來社會政策制定的成敗。 

選民面對政治行動者競選的投票行為早由Michigan學派發展出政黨、候選人、政

策主張對於投票抉擇影響的「漏斗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並在選舉研究中發

現政黨、候選人的重要性遠大於政策主張（轉引自 Niemi and Weisberg, 2001: 180-181）。

學界對此三變數的看法容有爭議，但整體研究顯示選民對於議題的理解能力增加，因此

政策主張取向的投票有加重趨勢（Niemi and Weisberg, 2001: 181）。例如 V. O. Key 便曾

指出「回音效果」（echo chamber effect），而 Page與 Brody也曾研究過「候選人立場的

模糊性」（candidate ambiguity）（蔡奇霖，2006：38）。政策主張的競選效果促使政治行

動者更能於選舉時表明政策立場，因此不同行動者會有不同的政策立場。對此，V. O. Key

於一九四九年的著作《南方政治》（Southern Politics）中首先提出政治行動者政策偏好

的策略性解釋。在 Key的觀察中，民主選舉導致兩黨追求更自由化的政策以試著擄獲選

民的心（轉引自 Barrilleaux, Holbrook, and Langer, 2002: 416）。Downs則延續 Key的策

略性觀點，更深入探討民主選舉的策略性行為。Downs在著名的《民主的經濟理論》（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根據理性選擇的假定提出理性選擇的投票行為

理論。他說：「理性人的投票決定，就如其作別的決定一般：如果行為的獲益大於成本，

就投票，反之則棄權。」（轉引自陳敦源，2000：35）。然而，什麼是理性人？Downs定

義理性就是個人透過他的知識，盡可能地投入最少的資源獲得最有價值的產出，並且達

到目標（轉引自 Evans, 2004: 71）。這樣的定義承襲 Joseph Schumpeter將民主類比為市

場競爭的見解而來。就選舉者而言，選舉的場域就好像是市場一樣，必須提供選民的需



 39

求；就被選舉者而言，選舉的動機就好像是獨占一樣，必須獲得最多的選票。在此邏輯

下，選民選擇能符合其利益的候選人或政黨，候選人或政黨也有誘因提出迎合選民的政

策。就政黨競爭而言，Downs 更進一步在概念上將政黨區分為執政與反對黨，處於不同

地位的政黨會有不同的政策取向。執政黨的目的是維持政權，因此必須對所提出的政策

負實際政治責任；反對黨的目的是奪取政權，所以不會採用接近現狀的政策訴求，為了

與執政黨區隔，反對黨容易採取較極端的政策訴求吸引選民的青睞。當民意分佈成常態

分配時，爭取中間選民即成為獲選關鍵，因此政黨會不約而同搶食中間大餅，最後導致

各政黨呈現類似的政策選項（陳正芬，1996：19；Anderson, 2003: 20）。從這個角度來

看，選民會因有利於自己的利益而支持特定政策。同時如果特定社會政策的主張有助於

選戰的勝利，政治行動者也有足夠的誘因去支持。 

簡單民主模型假定選民是理性的，依照效用函數偏好排序選擇出對其效用最大的社

會政策，支持對其有利的政治行動者。因此，政治行動者會根據空間模型預估選民的態

度分布，據以設定立場提出偏好的政策選項，以爭取最多選民的支持，使社會政策成為

該政治行動者可欲的選項。這方面的研究經由 Kelley Jr.（1988: 185-205）長期研究美國

選舉發現選民較偏好新政社會政策而獲得證實。 

 

參、 國會與社會政策 

 

代議民主制度被認為是社會政策發展的主要動力，這個動力透過民主選舉，使社會

政策的偏好與誘因伴隨著民意內化至國會中，國會成為代表民意制定社會政策的關鍵。 

民主化代表國家必須針對外來壓力作出相對應的回應，國會成為決策的主要角色

（古允文，1996：23；李易駿，1996：40）。從國會來探討社會政策主要可分為兩大方

向，一是國會內部行動者，主要探討民主場域中代表民意的政治行動者偏好如何影響社

會政策的制定；二是國會內部結構，主要探討民主場域中國會的偏好結構是否有利於社

會政策的變遷。 

一、 行動者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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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ubbins與Sullivan（1987: 13）表示代理是民主的核心，政治行動者透過選舉連

結選民利益與政策政策偏好。因此，民主政治的選舉制度設計提供一個代表權的連結，

在這層關係下民眾的政策需求將被考量，政治行動者又有誘因提出政策主張。據此，理

性選擇假定政治行動者和經濟行動者並無差異，都是根據理性的行動追求自身利益。

James Buchanan認為政治人物尋求自身利益大於利他主義或國家利益，並進一步認為因

為政府是由個人所組成，無論是在政治或經濟領域，個人行動都由自利所驅使（Anderson, 

2003: 30）。 

國會的利益為何？選舉是民主政體的常態，Mayhew據此作出關於國會與內部成員

的兩個假定。首先，選民都是具有同質性的；其次，國會的利益由再次獲得勝選所驅動。

從這個簡單的模型中，Mayhew認為國會將會將大量時間花費在競選的相關活動上，包

含宣傳、可信承諾以及針對特殊議題的主張以確保獲得再次選舉的機會（Mayhew, 1987: 

18-26）。Morris Fiorina與Richard Fenno的研究亦從Mayhew的模型出發，更精確說明國

會議員在再選壓力下與選區的連結性在於提供選民利益，獲得選民支持（轉引自Mezey, 

1993: 336）。Mayhew的途徑與Downs的空間模型同樣都以理性選擇為依據，假定國會

的目標是勝選，因此必須透過有利的政策主張吸引最大的支持。為了獲得再次勝選的機

會，國會提出符合民意的政策，並建立可信的承諾。如果福利國家就是民主國家，民主

代理理論要求當選者必須對選民負責（Thompson, 1988: 131）。 

簡單民主模型假定民意、階級透過民主過程，國會議員再選的壓力有助社會政策合

法化，然合法化的過程終究得視代表民意的行動者偏好而定。只有當國會行動者的政策

偏好決定社會政策是可欲的才會制定社會政策。追根究底，影響議員的立法行為主要還

是政黨、意識型態與選區的考量（楊婉瑩，2003：57）。國會選擇制定社會政策的壓力

在於行動者背後再選的壓力。對此，Brady、Frerjohn與 Pope（2005: 70-73）進一步分析

行動者的政策偏好來闡釋社會民權法案政策制定的合法過程。他們將偏好區分為八種類

型： 

（一）單純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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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內的政治行動者單純改變自己的偏好。也就是國會議員單純改變他的信仰。這

可能是由於對於法案效能、對於特定團體觀點的改變，甚至是對於政府該扮演何種適當

角色看法的轉變。在社會政策的例子上，可能是該名行動者對於弱勢團體看法的轉變，

造成他對特定社會政策的支持。 

（二）替換： 

替換是指政治行動者退休或敗選，導致另一位行動者取而代之，進而造成國會結構

局部改變，自然也影響國會偏好的改變。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選戰的連任與落選為主。 

（三）選區改變： 

現任議員必須回應特定選區的偏好時，選區改變同時也改變該名行動者的支持基

礎。在再選壓力的考量下，該名行動者必須表達出對於特定政策的關懷。在社會政策的

例子上可能是眷區出身的政治行動者容易支持軍公教的社會政策。 

（四）選民改變： 

與上面例子相似，當支持聯盟的改變，政治行動者將會反映不同支持聯盟的偏好，

導致新的政策偏好。明顯的例子即是以勞工與中下階級為支持基礎的政治行動者較容易

支持社會政策。這方面的研究已由 Korpi等人的研究所證實。 

（五）積極的抱負：當政治行動者對於未來有較積極的想法與抱負時，常能夠造成該行

動者政策偏好的轉折。該情況通常發生於支持特定政策有利該名政治行動者未來勝選或

獲得更高的政治職位。 

（六）公開投票： 

國會中法案表決採取紀錄、公開的方式有助於國會議員的偏好與選民、選區與行為

相連結，較不會做出違反選民意志的主張。同時，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亦有助於行動者

偏好與民意相連結。 

（七）政黨領袖的誘因： 

政黨領袖對於重要議題立場的改變通常也會影響黨籍議員，進而造成政治行動者對

於政策偏好的改變。這種情況通常發生於政黨同質性甚高、黨紀嚴格的情況下，以致於

政治行動者如果無法在無政黨奧援下獲得勝選，進而造成對於行動者偏好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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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議程設定： 

議程改變同樣造成行動者偏好改變。此情況通常發生於國會內外新議程誕生時。 

上述所有偏好改變的機制都是影響行動者支持特定社會政策，影響社會政策發展的

關鍵。第一種偏好轉變是最難衡量的，必須有特定資料作為基礎才能得知特定行動者政

策立場的轉變。第二種偏好是最容易測量的，但這種改變可能來自於選舉的效果與第一

種偏好的轉變。國會選舉導致社會政策偏好的改變通常是來自於第一與第二種類型的改

變，其中第二類型是最常見的形式。第三至第六種偏好的轉變在民主政治中較為困難以

致於較不常見。這是因為政治行動者都有自己的名聲必須維持，誠信是從政的關鍵，因

此政治行動者必須堅持自己的立場不能左右搖擺。但這些機制也確實說明民主選舉能夠

促使行動者有誘因去選擇其政策偏好。最後兩種偏好轉折則較為策略性，行動者偏好的

轉折端視當時的選戰與立法環境而定。 

社會政策的制定來自於民主選舉程序導致國會誘因的改變，這個改變可能是由上述

八項原因所造成。政策偏好正是民主選舉連結福利制度或社會政策制定失落的環節。對

於Weingast（2005: 164）來說，政策的制定來自於民意引導政治行動者偏好與國會結構

的變遷，當政治行動者新觀念偏好的或然率超越關鍵門檻時，關鍵轉折會朝向支持新觀

念，並支持該新的政策。換言之，社會政策的制定與行動者的偏好息息相關，偏好轉變

將是引領政策變遷的關鍵。 

 

二、 國會偏好結構 

 

由於民主選舉將焦點置於選舉中的行動者競爭以及國會中的社會立法，相較於功能

論者只能解釋社會政策的起源，國家中心論者只關注單方面社會政策的制定，國會選舉

的觀點的確較能說明是什麼動力與因素造成社會政策的發展。民主化所意涵的選舉、競

爭、國會、政策的概念本就含有不穩定的意涵，選舉是政治行動者與民眾政策問題界定

與對談的管道，政治行動者獲得民眾授權後進入國會，民主課責成為政治行動者兌現主

張與反映民意的壓力來源，一旦政治行動者無法達成民眾偏好的要求，將在下次國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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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中落敗。因此，政治行動者的社會政策偏好將影響國會內部的政策偏好結構，導致社

會政策的變遷。 

民主制度最基本的特徵就是利益的匯集與代表，它提供一個政策制定的場域，使得

多數人的偏好能夠受到制度的回應。每個制度內的參加者與過程都可是一位推動者或限

制者。作為一為推動者，參加者與政策過程能夠使得議程顯而易見；作為一個限制者，

參加者與政策過程能夠利用力量否決議程（Kingdon, 1984: 205）。就社會政策的發展而

言，民主的回應性將使政治行動者回應民意的情況更加普遍。政策只有在政策制定者能

夠確實掌握國會多數制定政策的時候才會合法化，不同行動者間分化的政策偏好會增加

政策的協商成本並且降低有效的協商空間。因此，政策否決的行動者越多，越有可能降

低社會政策合法化的可能性，但也相對導致現有政策更為穩定，因為任何政策都有現況

存在，政策變遷代表對現狀的挑戰，而政治否決者就狹義上而言是指擁有投票或議程權

力的個人或組織（張四明、陳敦源、林昭吟，2002：13）。國會作為民主政治政策合法

化的場所，社會政策的討論與形成已不再由行政部門所掌握，無論行政部門的意識形態

或政策取向為何，最終政策合法化的場域在國會。因此，國會內部的政策偏好結構成為

社會政策發展的關鍵。 

文獻已證實左翼政府較右翼政府留意勞工市場的風險（Iversen, 2001:57）。例如，

Jennings研究美國八個州一九三八年至一九七○年政黨與社會政策之間的關聯性發現，

以社會底層和勞動階級之支持為主的政黨在執政時對社會政策產生正面的影響（轉引自

陳正芬，1996：19）。事實上，從 Offe等左派學者的研究中，政黨早就是影響社會政策

的重要變數。在選舉研究中，投票理論也證實社會結構投票隱含社會認同（轉引自 Evans, 

2004: 42）。不論是兩黨制或多黨制，每個政黨都擁有自己的政策偏好與意識形態，並力

求與其他政黨有所區隔，每次的選舉都可視為這些不同政策偏好與意識形態之間的競逐

（古允文，1996：25）。換言之，政黨與選民階級、意識形態，族群愈緊密的連結，愈

廣泛的勝利聯盟、愈多的承諾與獎賞是在選舉中獲選的不二法門（Barrilleaux, Holbrook, 

and Langer, 2002: 418）。因此政黨為鞏固支持票源，必須提出符合其意識形態與支持群

眾的偏好政策，屬於該黨的議員甚少違背其意識型態。換言之，透過黨綱、意識形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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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連結，不同政黨會產生不同政策訴求，以基層社會及勞工團體為號召或下層階級

為訴求的左派政黨，更容易擴大實施社會政策。 

多數實證研究已證明社會政策發展與社會民主政黨等左翼意識形態政黨的強弱，以

及該政黨與其議員是否能夠掌握國會多數關係重大（Korpi, 1982, 2001; Esping-Andersen, 

1985; Bonoli, 2001; Swank, 2001）。此乃因為左派政黨所構成的國會多數有助於國會內部

政策偏好結構利於社會政策合法化，降低否決社會政策議程的力量。如果國會內部偏好

社會政策的行動者愈多，愈能形成利於社會政策制定的國會偏好結構，創造出合法化的

有利條件。當國會內部左翼政黨與國會議員佔多數時，推行社會政策的否決力量較低，

社會政策立法容易通過；當國會內部右派政黨與國會議員佔多數時，推行社會政策的否

決力量變多，社會政策立法窒礙難行。 

 

第六節   小結 

 

本章釐清社會政策與福利國家相關概念以作為後續內容分析的基礎，同時定義台灣

社會政策範圍包含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利服務、國民就業、醫療保健與國民住宅，

並發現民主化後台灣社會政策立法與修法高達四十多項。檢閱相關文獻發現傳統研究多

從結構功能論與國家中心論等宏觀角度探討台灣社會政策變遷，關於民主與社會政策的

研究僅注重預算及個案的分析，並未詳細探討行動者與國會微觀偏好的問題，因此無法

解釋民主如何影響台灣社會政策的發展。本研究援引理性選擇途徑認為社會政策不會自

然制定，只有獲得政治行動者與國會支持時才有制定的條件。政治行動者與國會在國會

選舉勝選的壓力下，將有足夠的誘因主張社會政策以獲取選票支持，進而影響國會對於

社會政策的決策門檻，造成台灣社會政策的發展。因此，不瞭解政治行動者偏好將很難

瞭解國會的偏好結構，同時亦無法瞭解台灣社會政策與福利國家發展變遷的因素。 

本章探討民主化後的國會選舉是影響政治行動者政策偏好與國會內部偏好結構的

動力來源，進而影響社會政策的發展。本研究將依據此概念於下章節說明本研究是以政

策偏好為主的微觀途徑，並提出本研究的架構與待檢驗的問題，賦予選舉競爭程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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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偏好等概念一操作化定義。隨後於台灣福利國家的政策範圍中，說明本研究如何探知

國會選舉對社會政策偏好的影響以及社會政策偏好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