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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00 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陳水扁當選我國第二位民選總統，520 就職時

聲望高，各項民調均顯示台灣民眾對其支持度高。但經過八掌溪事件、停建核四、

行政院院長唐飛去職等一連串政治風暴，又面臨國際上景氣不佳，美國 911 事件

後的反恐戰爭，國人的焦慮與徬徨成為近來共同的話題。政治上政黨不合，經濟

上失業率達到歷年新高，社會上普遍瀰漫不信任與猜忌，媒體更為爭取收視率及

發行量，瑣碎與八卦新聞充斥。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不論學術研究或坊間一般

文章（如彭芸,2002,2003; 陳義彥、陳陸輝,2002a,2002b）都顯示大家的政治冷漠感

增加，信任日益淡薄。 

 

天下雜誌連續幾年針對國人進行國情調查，最近（2003）公佈台灣人民對未

來展望悲觀的比例超過樂觀，達到歷年最高，同時發現台灣人民對陌生人的信任

很低，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台灣不是個高度信任的社會。不信任的原因很多，而

不信任的對象從政治人物到媒體到司法，結果一公布，也引起許多的討論。 

 

西方社會科學家於二十世紀末重新檢視「信任」的概念，希望藉由加強人們

的信任，來提升社會資本，因為除了財務資本外，一個社會若社會資本不足，彼

此不信任，則基礎不穩，許多社會問題叢生，對民主的發展至為不利。本研究想

探究我國大學生的社會資本、信任與參與的問題，並希望掌握其信任與媒介行為

的關連。  
 
人類社會的存在植基於互信互助，但傳統社會中信任的建立是在一群小而封

閉的關係之中；現代社會既多元又開放，許多人際關係更加繁複，一般多認為人

們從傳統社會對象特別是家庭的信任延伸到社群的信任。西方社會強調宗教、社

區中許多志願性團體，人們因著積極參與而產生人際信任，並因著相互幫助、相

互扶持，使得社區主義成為西方民主重要的基石，公民社會乃因而建立。 

 

美國受到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影響，以為許多社會衝突不需藉由鬥爭的

層次來解決，應藉由社團（associations）在鄰里、工作場所、社區來達成公共目

的。普特南（Putnam,1995,2000）認為公民社會的重點不在創造物品與服務，而

是在創造社會資本，此一社會資本有助於促成經濟成長與民主社會的健全發展。

但許多資料顯示美國社會資本流失嚴重（Norris, 2000），舉例說，在過去四十年

中美國人同意「大多數人是可被信任的」的敘述已經從 1960 的 57%掉至 98 年的

34％，下降了 40％的幅度。年輕一代較年長者有較低的社會信任，而如拜訪鄰

居和朋友、在家辦聚會、甚至與家人晚餐等與信任有關的行為都在減少中。 
 
    台灣近來紛擾不斷，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乃於 2002 年秋天結合社會一些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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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展開「反冷漠運動」，就希望利用各種不同的途徑「散播愛心的種子」，傳達

「尊重生命、服務利他」的訊息，為社會增添些溫暖。紅十字會尤其對青少年的

焦慮感到憂心，紅十字會秘書長發現紅十字會 2001 年初成立青少年服務處以

來，下一代對自身與群體參與的冷漠令其驚訝。 
 

而在紅十字會與國際扶輪社宣導「反冷漠運動」的同時，青年學生為了見到

心儀的偶像 V6 樂團，徹夜排隊，甚至搭帳棚，引起報紙民意版上一番辯論（中

國時報，2002.11.19:15，2002.11.19:21），反對者以為年輕學生不做義工、不參加

社團活動，卻為和心儀的偶像握個手而追星至此；另外不同意見則認為追星不過

是種生活娛樂，年輕歌迷又沒殺人又沒放火，幹啥那麼大驚小怪？究竟我國年輕

人平日在做什麼？他們的社會資本如何？  
 
如果說紅十字會發起「反冷漠運動」是源自於國人對諸事、諸現象的不信任，

「信任」問題就值得深究。西方現有研究發現有的人對政治人物及機構不信任，

但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也有人在政治不信任之餘，也對其周遭人們感到冷漠，

覺得到處都充滿爾虞我詐，彼此退縮、自掃門前雪。東方社會過去強調人際信任，

威權時代政治信任其實屬於假象，而民主化的台灣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我國大學

生的社會資本與參與為何？本研究以西方近年熱門的社會資本概念來探究我國

大學生的社會資本，並希望掌握我國大學生社會資本與媒介行為及政治信任對象

之關係。 

 
貳、 文獻探討 
 
一、信任 社會資本 
 

許多學者（Putnam, 1995; Coleman, 1990; Taylor, 1989）都相信一個健康的社會

之必要條件乃是集體的活動與公民的聯結，如此方可有效地追求共同的目標；美

國確實也證明民眾積極參與公眾事務而對社區貢獻會產生健全的民主體制，只不

過各項數據均顯示美國人從六０年代末期以降，參與日低、疏離感日重，影響民

主品質的各種討論陸續出現，政治學者普特南在九０年代中旬提出社會資本的概

念。依普特南（Putnam,1995:67）的說法，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性，如

網絡、規範以及社會信任，可提供協調與合作，達到互贏互利的目的，當一個社

區的社會資本雄厚，生活就會美好，因為公民參與的網絡增強彼此回饋的穩定規

範，鼓勵了社會信任的產生；同時過去合作的成功可為未來的合作奠定文化模

式；最重要的是緊密的互動網絡或可擴充參與者自我效能、發展「我」成為「我

們」，或增長參與者為集體益處的「品味」。 

 

  社會資本近年廣受各領域的重視，幾成社會科學中的顯學，多少反映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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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參與在此時此刻的重要性。其實普特南並不是第一個提出社會資本的學者，如

柯爾曼（James S. Coleman, 1988）曾提出「創造人類資本的社會資本」，但普氏因

將社會資本概念與參與及媒體等聯結，引起政治傳播學者很多的討論，另外，九

０年代信任問題普受重視，相關的研究也紛紛出籠。 

 

在學術圈中有關社會資本的討論可分為三個面向（Lin, 2000），一、社會網

絡與其鑲嵌的資源﹔二、社區參與或公民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r civic 

engagement），以及三、信任或不信任。一般而言，社會學家在社會網絡、社會資

源等投下的人力最多（如以林南等人就此概念所做的各項研究），政治學家、政

治傳播學者近來則偏重參與、信任等研究，尤其可將媒體的變項納入，認為媒體

惡意（media malice）造成社會資本的不足，使得民眾參與日降，信任的程度也明

顯出現問題（Cappella & Jamieson, 1997;Moy & Scheufele,1999, 2000; Bennett, 

2000）。這些學者基本上是想凸顯媒介使用會肇致社會資本不足，終至影響人們

的公民參與及政治信任。 
    

社會學家較從社會網絡的觀點來檢視造成社會資本的先在因素，林南（Lin, 

2000）在這方面的貢獻有目共睹。熊瑞梅（2000:185）指出網路社會學者長久以

來致力於社會資本理論的建立。其中一派強調社會集體效果的報酬（Coleman, 

1988），主張社會網絡大，社會整合與情感支持強，有助於社區中個人減少疏離

感，增加幸福感。普特南（2000）也曾指出：「社會資本是個人間的聯結—社會

網絡與由此而生的相互性及信任感，因此社會資本就與所稱的『公民美德』（civic 

virtue）同，但公民美德若不存在緊密而相互的社會關係中，就發揮不了作用」。 

 

著名的社會學家福山（2000）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有社會資本，真正的差異

應該是所謂的「互信範圍」(radius of trust)，在範圍中的人們始能分享誠實互惠

等社會規範。而家庭顯然是任何社會中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但家庭的凝聚力各

國不同，如中國與拉丁美洲，家庭凝聚力很強，但不易信任陌生人，公共領域的

誠實與合作程度顯得較低。有關華人家庭與親疏遠近關係的討論很多，黃光國

（1988）在探討中國人的權力關係時就指出中國社會與其他類似的社會所遵循的

法則與西方迥然不同，信任的問題就頗值得探究，尤其本土資料的收集更是必要。 
 

我國學術界針對信任方面的研究也在近年愈見成長，在國科會社會變遷的計

畫之下，信任的題項並持續被探討，張苙雲（1997）綜合其資料，發表〈當代台

灣社會的信任與不信任〉，資料比較 1984 至 1992 九年間台灣人對各種不同對象

信任的變化，結果也與國外的研究結果類似，即國人對政府、司法與執政機關、

大眾傳播媒介以及這些組織在職者不信任的比例都升高不少。愈來愈高比例的受

訪者同意「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能互信」。認為親人是值得信賴的比例維持在百

分之六十，而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受訪者認為既使是鄰居也不能相信，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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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人認為鄰居之間還是少來往為是。兩性對於不同層次對象的信任，有非常

明顯的差異。女性對比較遠距離的法人組織之行為，如電視報導的中立性、法院、

警察機關、和政府官員都比男性來得信任，但對近距離的鄰居或不特定的個人則

有較強的戒心。 

 

張苙雲整理的資料甚為龐大，在信任的概念上，環繞的主要是人際信任，以

及機構信任，但並未整合至社會資本的概念中，同時媒體使用的資料也較為單

純。其他國人有關信任的研究均未將媒體使用列入。 

 

二、社會資本 政治信任 
 

普特南提出社會資本的討論後，接續的研究基本上可分為兩個路徑，一是研

究政治信任，二是探討社會信任（包含人際信任），前者重視民眾對政治機制與

政治人物的信任，並與其政治效能、選舉行為聯結（Moy, et.al.,2000）；後者重點

則為社會信任的先在變項，也即是什麼因素產生所謂的社會資本，因為若能掌握

這些先在因素的特質，或能直接影響綜合個人的社會資本，改善因社會資本不足

而造成對社會、政治的負面效果。 
 
哈佛大學從九零年代起即展開一系列有關信任的探討，奈伊（Nye,1999）領

導的甘迺迪學院於 1996 年開始執行「21 世紀治理的願景」計畫中，想了解人們

究竟想從政府、公部門及非營利組織中得到什麼，出版了《為什麼人們不信任政

府》（Nye,1997）、《批判的公民：對民主政府的全球支持》及《不被喜歡的民主》，

更從美國觀點拓展至世界各不同國家，顯示信任問題確是一個值得正視的議題。

這一系列信任的探討主要以信任政治人物與政府組織為對象，也有針對社會信任

進行經驗性的調查。 
 
政治信任的探討其實範圍很廣，以對象言，可從政治社群、政治體制到政府

官員，信任的內涵則包括政策制訂的能力、行政效能、操守等（陳義彥、陳陸輝, 
2002）。相較於過去較從政治面、制度面或文化面來加以探視政治信任，而社會

資本、公民參與觀點則在近年來漸被討論（Norris,1999），認為人們不再信任政

府或政治人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社會資本不足確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也因著

不信任肇致一些後續的影響，如投票率低等。 
 
我國有關政治信任的研究也一直在進行，政治信任感在政大選研中心大規模

調查中，是被視為政治態度的一個重要變項（2001:4）。陳義彥（2002a）、陳陸

輝（2002b）與盛治仁（2002）的研究都是以政治信任感為因變項，來探討對依

變項，如投票、民主運作等政治效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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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陸輝、陳義彥（2002b:19）最近的研究中發現省籍資料確具意義：在 1995
年到 2001 年，籍貫為大陸各省選民的政治信任感較低，而本省閩南的政治信任

感在 2001 年由黑翻紅，出現了正值。同時，在 1992 年到 1998 年間，民眾對民

進黨評價愈高者，政治信任感愈低，但其一旦執政之後，民眾對其評價愈高者，

政治信任感愈高。類似的結果由盛治仁（2001:19）的分析中得到證實，其發現

在政黨輪替前後都出現執政黨支持者有較高的政治信任，以及在野黨的支持者政

治信任感較低，而且在政黨輪替前後雙方態度互換的情形。 
 
以上兩篇論文探討政治信任感並未特別針對年輕族群進行細緻分析，盛治仁

（2001:26）之文中指出「年紀輕、政治知識高的受訪者民主價值較進步，但同

時表現出較低的政治信任感」，其推論「可能是因為具備這些特質的受訪者較有

懷疑精神，對政府較不信任所致」。陳義彥延續其政治社會化的研究（2002a），

比較 1991 年至 2001 年中台灣地區大學生在幾個重要政治態度以及傾向上的差

異。結果發現大學生在政治信任感、政治功效意識上，均出現下降的情況，同時

歷經了十年的選舉競爭，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大學生心中的地位，出現了重大的變

化。結果顯示在新一代的大學生眼中，對於民進黨給予的評價是正面多於負面，

但是對國民黨，卻是負面遠多於正面：另外其發現：政治信任感愈高的學生，對

於我國民主政治實施的評價，給予愈正面的肯定。就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

而言，研究也發現：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愈高者，愈傾向給台灣民主政治運

作，較為滿意的評價。政治效能是研究信任等政治態度中最顯著的變項之一。 
 
    彭芸（2002,2003）在 2000, 2001 年台灣選後對全省民眾進行調查，以 2001
年資料為例，在政治信任對象的題項上，所有受訪者對陳水扁的信任最高，次為

對司法體系的信任，最不信任的是立法院。如果以 10 分來說，對陳水扁總統的

信任程度是在 5 分以上，對立法院與司法體系的信任則不到 5 分。至於對各政黨

的信任，結果顯示對民進黨的信任為 4.82，對國民黨與親民黨的信任相若(4.5 & 
4.49)，對台聯的信任最低。而探討民眾的媒體使用、以及評價媒體是否負面、與

其信任總統、立法院與司法院都無明顯關聯，反而是人口變項與外在效能感，可

以預測民眾的政治信任。 
 

三、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 
 

政治信任的探討常與參與分不了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現在討論的公民參與

（civic engagement）與過去所說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在內涵上是

有所區隔的。史萬生（Swanson, 2000;引自 Bennett, 2000）就界定公民參與是公民

為了公共利益而展現興趣、參與的諸多形式與風貌，從樂觀面言，有些人厭惡政

治，卻積極參與其他社區的活動，這在有關第三部門的討論中常可見到。延續前

面的探究，人們可能因對政治人物厭惡而不願投票，但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因此



 8

社會資本的高低與政治信任與結果就不必然有關係。 
 

由上面的討論可知，早先政治傳播學者最有興趣的其實是政治信任，但有學

者 (Moy, et al., 2000; Wilkins, 2000) 認為政治信任與社會信任是兩回事，社會信

任是基於個人對他人的的認知，但政治信任是建立在二手資料上，大多是傳媒﹔

個人信任是私人領域，政治信任則是公領域，不對等的資訊使人民判斷能力低，

因此，政治信任比社會信任薄弱，在現代政治體系下的信任度更低。媒體在資本

主義之下，重視軟性新聞，對民眾的公民意識增長並無助益，因此，普氏等認為

社會資本不足的原因之一即媒體惹的禍。美國有關「影視弱智」文獻中最重要的

指控之一即「看電視減少對政治機構的信心以及對政治體系的支持」

（Norris,2000:327），而至少在先進國家研究獲得的資料大致支持這樣的論點，同

時，人們對媒體的信任與否也與這討論有關（有興趣者，請參考彭芸，2002）。 
 
另一派所謂「時間替代說」（Putnam,2000）即認為花在電視上的時間會佔去

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參與的時間，其他學者（Uslaner,1999;Hooghe,2002）則認為

電視不一定會影響行為，而是會影響閱聽眾發展出特別的價值觀、諸如政治新聞

導致更多負面犬儒的態度、或受娛樂節目、商業電視台等不同屬性因素所導致的

影響。同時，對媒體內容的信任與否也會影響到社會資本，因此有關媒體與社會

資本關係的討論，已愈來愈細緻，就不光只看民眾接觸媒體的時間，更考慮接觸

內容。 
 

伯穆與瑞恩（Brehm & Rahn,1997）利用 GSS（General Social Survey）的資

料來測試社會資本的個人層級之原因及其影響，研究中採用的外在因素包括了教

育程度、收入、種族、婚姻狀態、人口、政黨、對犯罪的害怕、生活滿意、閱讀

報紙、電視收視時間等，結果發現教育資源、財務及時間壓力、對政治的心理介

入、情境因素及電視使用形塑了個人對社區的介入。這種個別的研究多多少少勾

勒出社會資本研究的一些成果。比較系統探究媒體、社會資本與參與的研究則由

威斯康辛一些傳播學者所做，是目前最完整並具系統的文獻。 

 
威斯康辛一些傳播學者探討民眾社會資本的「美德圈」（Virtuous Circle），

即將普氏的公民美德概念化。夏等（Shah, Holbert & Kwak,1999）認為美德圈由

參與及信任相互影響而生，由個人的態度及行為中彰顯出，因此其研究較重視個

人的人際信任、自我滿足與公民參與，他們發現在公民參與、滿足及個人信任之

間有很強的彼此影響關係，公共事務、媒體使用與公民參與間呈現正相關，整體

電視的收視時間與集體活動的介入呈負相關。修非爾與夏（Scheufele & 
Shah,2000）則探討公民參與的先在變項，將社會資本分三個層面來分析，即社

會信任、生命滿意（life satisfaction）與公民參與，並想瞭解個人變項、人格力

量（personality strength）、政治興趣及資訊變項（硬性新聞使用）對以上三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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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群界定的社會資本概念與社會學學者的探討多少有所

不同，最大的特色是將信任與參與包含在社會資本中，擴大了一般傳統有關信任

的討論。 
 
除威斯康辛大學的一群學者之外，胡奇(Hooghe,2002)透過 1341 個面對面訪

談資料來探究比利時內說荷語的人口在電視與公民態度、行為間的關係。到底花

在電視上的時間與花在自願參與的時間是否有負面的關連？結果發現在個體層

次上並沒有時間取代的效果，但在電視以及社會資本的態度組成要素有著強有力

的關係。雖然新聞節目與這些態度成正相關，但社會資本的某些面向卻與花在電

視上的時間、偏好娛樂性節目以及商業電視台呈負相關，研究者以為商業電視台

涵化較少的公民價值。胡奇的研究發現證實看電視與社會資本的關連端視收視 
的內容而定。也即說，國外現有文獻均將媒體使用視為影響社會資本的因變項，

這是傳播學者重視民眾接觸媒體時間與種類的原因。 
 
更由於網路的興起，網路與社會資本的關係近來也備受討論(Bimber,1998, 

Ankey,2002), 到目前的文獻大致分為： 網路可促進、增進社會資本（Nie & 
Erbring,2000），因為人們除現有的溝通管道外，更增加網際網路來幫助人們的互

動，但是持反對意見的人士（Wallman, et al.,2001）則認為人們因花愈來愈多時

間在網路上，因此真實的社會資本之累積反而愈漸困難，時間替代即屬這一派的

說法，當然，折衷派（Ankey,2002）提出的論點主要是看人們在網路上的使用與

內容為何。大學生的網路使用對其生活的影響也漸有文獻(Anderson, 1999; 蕭銘

均, 1997：游森期, 2001)，也是目前頗受矚目的一個研究議題（Peng, 2003）。研

究目前都發現：性別、科系、使用目的會影響學生的上網時間。 
 
四、大學生的社團參與與社會資本 

 
前面提到我國社會變遷資料分析中，性別與信任有關。近年研究更將年齡視

為重要的變項，一方面也想暸解年輕世代媒體使用與信任的關係 (Dhavan, et 
al.,2001; McLeod,2000 ; McLeod, et al.,1998)。這其實是繼家庭溝通模式之後，從

政治社會化觀點來看年輕人的媒體行為與參與問題。麥克勞等(McLeod, et 
al.,1996,1998)就認為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在九０年代有復甦的現象。 

 
麥氏等的研究發現雖然近來美國年輕人在投票行為或傳統政治參與上都較

為減低，但美國青少年志願社區服務的程度似乎就相當高。是否代表了公民參與

形式的轉換而非社會資本的流失？麥氏等乃認為政治效能與人際信任的觀念已

經取代先前對政治系統的信任。而普特南（Putnam,2000）的資料也顯示美國人

在投票、選戰、政治事件等政治參與的下降，唯一上升的是高中生的自願服務，

在 99 年有 75％的學生都做過自願服務，較 89 年增加了 13％，也有 20％的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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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大學繼續自願服務。由這些活動中獲得的經驗或許提供了過些年後公民參與

更需要的經驗與技巧。因此，近年討論公民參與確是面臨多元社會多面向的參

與，以及與之相關的各項問題。 
 
    我國大學生的公民參與究竟呈現何種風貌呢？過去受聯考的影響，學生生活

其實較不多元，但在公民教育中，積極參與社團活動被視為重要的美德，現在多

元入學，社團經驗成為重要的指標之一，顯示其正面積極的特性。大學生活中，

參與社團更是必修學分之一。V. Tinto 對學生參與的研究指出，「參與」是大學生

與學校的學術體系及社會體系之間的互動。學術體系互動指個人與其學術體系的

所有互動與結果，社會體系互動則指人與其社會環境的互動，如參與非正式的同

儕團體組織、半正式的課外活動以及與大學教師或行政人員間的互動等。 
學者（Pascarella & Terenzini,1991）將參與大學經驗分為兩部分：學術性參與及

社會性參與。學術參與包括學生與教師的關係、教室內的參與、教師與學生學術

性互動等。社會性參與主要包含課外活動、同儕互動、社會性的非正式的師生互

動等三個層面(楊淑娥，民 85 年)。不管是如何的分類，均顯示大學生在一個次

文化系統中成長 學習，互動的對象除課堂中的師長外，更包括了課外的各種不

同社團中之個人。 
 
理論上說，社團的本質在於藉自發、自主、自治的活動，養成自立與社會性，

參與團體以培育與人合作的態度，並透過活動的實踐發展群性與自我個性(周甘

逢，民 77)。國外研究（Williams&Winston,1985，Cooper, Healy& Simpson,1994;
引自周甘逢，民 77）都認為，大學生參與一個或多個學生組織比未參加社團的

大學生有更適當的教育計畫、更成熟的生涯規劃和生活型態計畫，而在相互依賴

發展上也有較成熟的表現。同時，參與社團活動亦能增加學生對於工作世界的覺

察，對自己能力的了解。也即是說，社團經驗可增進社會資本，增進人際信任與

生命滿意，理論上說，美德圈由是建立。 
 
我國近來這方面的研究也陸續出現（李法琳，2003 ﹔溫健蠶，1997），研究

學生的社團活動、志願服務等，但因多為學生的碩士論文，樣本、理論探討都不

盡理想，未來可以突破之處仍多。但現有研究結果證實服務學習可增強高中生公

民參與態度的效益（王雅菁，2002），高慶賢（2003）的研究則發現男女同學在

參與服務的項目上有所差異。 
 
而學生課外活動與媒介時間引起較多注意的「時間替代說」，認為一個人的

時間有限，看電視、上網時間多，課外社團活動參加多，多少會影響一個學生正

常學習的時間，是否因此影響學生的成績表現，現有文獻中探討大學生的網路行

為常將成績排名列為一個重要因變項（Anderson, 1999），本研究也因此想瞭解我

國大學生平常除了上課外，究竟在做什麼？上網、看電視、交朋友？這些平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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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可否累積社會資本呢？而其社會資本的高低與其政治信任的對象有無關

連？ 
 

參、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研究問題 
 
（一）、我國大學生的電視使用時間及場地為何？電視節目偏好如何？每週上網

時間平均為何？ 
（二）、我國大學生相信電視新聞、報紙政治新聞嗎？ 
（三）、學生政治相關媒體使用情形如何？媒體上政治意見表達情形如何？ 
（四）、大學生過去一年參與社團情形如何？其社會資本（生命滿意、人際信任

與社團積極性）為何？  
（五）、我國大學生對總統（陳水扁）、立法院與司法體系的政治信任為何？ 
 
二、研究假設 
（一）、大學生的人口特質（性別、學院、成績排行）、媒體使用時間、信任媒體

與否與其人際信任、生活滿意度和社團參與積極性有關。 
（二）、大學生的人口特質（性別、學院、成績排行）、媒體使用時間、信任媒體

與否、社會資本多寡可預測其志工服務。 
（三）、大學生的人口特質（性別、學院、族群認同、居住地）、媒體使用時間、

信任媒體與否、政治意向（政治興趣、政黨認同、內在效能、外在效能）

及社會資本多寡可預測其政治信任〈包含對總統（陳水扁）、立法院與

司法體系的信任〉。 
（四）、大學生的人口特質（性別、學院、族群認同）、媒體使用時間、信任媒體

與否、政治意向（政治興趣、政黨認同、內在效能、外在效能）及社會

資本多寡可預測其是否投票。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抽樣方法採「多階段集群抽樣法」（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根據教育部網站（http://www.edu.tw/）在 2002 年立案的台灣省大專

院校為基礎，研究母群體為台灣省的大學生，將所有的四年制大學的大三學生

中，依北部、中部（包括花蓮）、南部比例抽出 11 所學校，並依全台灣的人文及

社科、商及管理、理工及醫學比例抽出 24 系，並在每一抽出的系中，隨機抽出

一班大三學生的必修課堂進行問卷調查，以大三學生為抽樣母體的原因在於本研

究的依變項為投票，大三同學年齡剛過二十，具有投票權。同時，大四同學要為

畢業煩擾，社會資本與參與應呈現不同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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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為 200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採取這段的理由是在選舉後一週，

大三學生若戶籍在北、高，其投票與否具有意義，也是本研究的一個研究問題。

同時，時間若再延後，就會撞到耶誕與新年，學生出席率不易掌握，可能影響回

收率。本研究群先利用電話、網路、書信，與授課教師取得聯繫，告知前去的時

間，獲得同意後，即進行班級的群體問卷施測。本次抽樣發出的問卷數為 1544
份，經回收後為 1172 份，回收率為 78.95％（見附錄一）。結果與全國母群體的

檢驗結果，商學院及管理學院的母體百分比與抽出的樣本一致，人文、社科學院

抽出的樣本數百分比則比母體高（7.58％），理、工、醫學院的樣本百分比則比

母體為低（7.43％）（見附錄二）。 
 
媒體使用主要想瞭解大學生平日看電視的時間與地點，除了時間以外，國外

研究強調接近資訊性媒體內容與社會資本的關係，因此詢問看電視新聞、報紙政

治新聞、政論雜誌、談話節目、網路上政治新聞，從「從不」、「很少」、「有時」、

到「經常」接觸四個層級，另外，有無投書、有無扣應、有無在網路上留言表達

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題項是想瞭解學生積極公開表達政治意見的程度。這些題目

的回答加起來構成政治媒體內容接觸與表達程度。 
 
研究變項方面，重要變項為社會資本、政治信任對象及投票，社會資本包含

了人際信任、社團參與積極性與生命滿意。社團參與積極性的題項採「我都會參

加社團例行活動」、「我會對於社團事務表達意見」、「覺得自己在社團中是有影響

力的人」、「社團經驗對自己的人際關係有正面影響」。在信任的題項則有信任親

人、信任鄰居、信任同學、生活中總有可信任的人。本研究並用國外量表相同的

題目(Scheufele & Shah, 2000)，探究台灣學生的生命滿意，題目有「我對我的生

活感到滿意、「我不清楚我人生的方向」、「我希望過一個和現在完全不一樣的人

生」。這些題項的作答是由「非常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到「非

常同意」四個選項。所有題項經處理後總加起來即為個人的社會資本。 
 

   參加社團包含了康樂性、學術性、政治性、校友會、服務性、志工、協助競

選、參與歌迷組織、網聚等。主要是詢問其固定系內、系際以外的「課外社團參

與」。也就是前面文獻提及大學生的社會性參與，主要包含課外活動、同儕互動、

社會性的非正式的師生互動等 (楊淑娥，民 85 年)，學生與教師的關係、教室內

的參與、教師與學生學術性互動等則不在研究的範圍內。受測者回答「非常不同

意」、「不太同意」、「普通」、「有點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參與服務性、志

工（如慈濟、醫院、基金會等）屬狹義的志工服務。。 
 

政治效能的題目採與吳重禮、黃紀等人所用的題項，涵蓋內效能與外效能兩

部分。投票行為則是詢問受測者在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時，是否有前去投票，

但戶籍不在台北與高雄者不需回答此項。政治信任的題項則包含對總統（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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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立法院與司法體系的信任三面向，以及對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

的信任四個題目，均以 1 到 10 的分數請大學生給予評價，1 代表很不信任，10

則代表非常信任。 

 
    人口變項則包含性別、所屬學院、成績排行、政黨傾向、族群認同（台灣人、

中國人、或都是）、居住地、年齡。在分析時則分性別（男、女）、所屬學院（理

工農醫資訊與文法商教育兩部分）、成績排行（高、中、低）、政黨傾向（有、無）。 
 
    SPSS 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為本研究主要的統

計方法，將人口變項、媒介使用、對媒體的信任、政治意向（政黨認同、政治效

能）等依序放進迴歸分析中，用來預測依變項。 
 
伍、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想瞭解我國大學生的媒體使用、社會資本與其政治信任。利用群體問

卷調查法，在全省所有的四年制大學的大三學生中，依北部、中部（包括花蓮）、

南部比例抽出 10 所學校中的 24 系，進行問卷調查。總共發出問卷計 1544 份，

回收有 1219 份。其人口特質分佈描述如下（見表一）： 

 
（一）人口特質 

1.性別：  

    受訪大學生中，男性有 641 位，佔 52.6％；女性有 558 位，佔 45.8％。 

2.學院： 

    受訪大學生中，文學院有 112 位，佔 9.2%，法學院有 1 位，佔 0.1%，商學

院有 154 位，佔 12.6%，管理學院有 83 位，佔 6.8%，傳播學院有 3 位，佔 0.2%，

理學院有 159 位，佔 13.0%，工學院有 142 位，佔 11.6%，農學院有 60 位，佔 4.9%，

醫學院有 1 位，佔 0.1%，教育學院有 76 位，佔 6.2%，電機資訊學院有 206 位，

佔 16.9%，社會科學院有 103 位，佔 8.4%，其他學院有 96 位，佔 7.9%。 

3.成績排行： 

    受訪大學生中，自稱其成績在全班前三分之一的有 448 位，佔 36.8%，自稱

其成績在全班中間三分之一的有 502 位，佔 41.2%，自稱其成績在全班後面三分

之一的有 236 位，佔 19.4%。 

4.政黨傾向： 

    受訪者在政黨傾向方面，自稱其較傾向國民黨的有 104 位，佔 8.5％；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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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有 256 位，佔 21％；新黨為 9 位，佔 0.7％；親民黨則有 68 位，佔 5.6％；台

聯黨為 6 位，佔 0.5％；其他政黨則有 11 位，佔一個百分點上下的比例。然而，

有 739 位的大學生沒有特定政黨傾向，佔了 60.6％。  

5.族群認同： 

在受訪者的族群認同上，有 458 位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佔了 37.6％；

而有 654 位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佔 53.7％；認為自己是中

國人的則有 73 位，佔了 6.0％。 

6.居住地區： 

將台灣地區劃分為六大區塊，其中受訪者的比例如下：台北基隆地區有 443

位，佔 36.3％；桃竹苗地區有 124 位，佔 10.2％；中彰投地區有 60 位，佔 4.9％；

雲嘉南地區有 184 位，佔 15.1％；高屏地區有 221 位，佔 18.1％；宜花東地區則

有 139 位，佔 11.4％，外島地區則有 4 位，佔 0.3％。 

（二）、媒體使用： 

在受測的 1219 位學生中，八成七（86.8％）的同學過去一周中看過電視，

接近六成（57.4％）最常在家看電視，近四分之一（23.5％）在租屋處看電視，

有一成（10.5％）在宿舍看。平常週一到週五非假日，平均看電視的時間是一小

時 53 分鐘，而週六、日假日時間看電視平均多了 3 小時 33 分鐘。 
 

    八成五的同學表示經常及有時看電視新聞，最常看的首推 TVBS（14.2%）、

TVBS-N（11.9%）、東森（9.0％）、中視（9.0％），但也有三分之一（32.1％）表

示不一定看那一台的新聞報導，非常相信電視新聞報導的佔 7.2％，有點相信的

佔 68.9％，非常不相信及不太相信的不到四分之一（22.7％）。電影類的節目型

態是大學生最喜歡看的（19.1％），其次為體育（15.0％），再次為綜藝（10.4％）、

戲劇（9.1％），也即是說，大學生最喜歡觀看的電視類型仍以消遣性的節目類型

為多，資訊性的如新聞（7.3％）、談話（1.9％）、財經（0.7％）、新知（3.1％）

加起來也不過 13％，另有近兩成（19.2％）回答不一定。 
 
    五成（51％）的受測大學生經常、有時看報紙的政治新聞，剛過五成（52.0
％）非常相信、有點相信報紙的政治新聞，但也有近五成（46.7％）不太相信及

非常不相信報紙報導的政治新聞。經常看、有時看政論雜誌的佔不到二成（18
％），經常看電子報、BBS 或網路政治新聞的近一成（9.8％），有時看的佔近三

成（29.5％），經常看、有時看政論性談話節目的約佔三成（29.4％），只有很少

數（2.5％）的受訪者曾投書報紙表達政治意見，及曾經 call-in 表達政治意見 
（2.6％），約一成五（14.8％）曾在網路上表達過政治意見。 
 

一成五（15.8%）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少於 5 小時，一成五（15.5%）

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6-10 小時之間，11.6%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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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15 小時之間，9.4%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16-20 小時之間，7.7%的

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21-25 小時之間，7.5%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26-30 小時之間，5.1%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31-35 小時之間，3.9%的大

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36-40 小時之間，2.3%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41-45 小時之間，5.6%的大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46-50 小時之間，14.8%的大

學生一星期的上網時間在 50 個小時以上。 
 
（三）、社團參與及社會資本： 
 

過去一年參加社團活動的情形，最常參加的首推服務性社團（ ＝

1.71,S.D.=1.01），其次為康樂社團（ ＝1.57,S.D.＝0.88），再次為校友會（ ＝

1.53,S.D.＝0.87）、志工（ ＝1.51,S.D.＝0.78），最少參加政治性社團（ ＝1.08,S.D.
＝0.34），也很少參加影歌迷組織（如歌友會、後援會）（ ＝1.16,S.D.＝0.45），

及協助政治人物競選活動（ ＝1.17,S.D.＝0.47）。 
 

在社會參與積極性的問題上，同學最同意「社團經驗對自己的人際關係有正

面影響」（ ＝3.24,S.D.＝0.83），其次是「我會對社團事務表達意見」（ ＝2.93,S.D.
＝0.85），生命滿意的題項中，有六成的大學生表示非常同意，有點同意「我對

我的生活感到滿意」，在「我清楚我人生的方向」這陳述上，正向與負向相若（47.8% 
vs 50.7%），也有五成七的同學回答「我希望過一個和現在完全不一樣的人生」，

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的也超過四成（40.9%）。 
 
人際信任的題目則是依照國科會社會變遷的題項中對自然人的信任題目，包

括對親人、鄰居，加上同學及一般人，結果顯示大學生對親人最為信任，七成五

（75.7％）的同學表示非常同意、有點同意「現代社會中，最值得信任的還是親

人」。較社會變遷中全省民眾六成信任親人的比例高許多，顯示大學生尚未出社

會，家庭關係相對簡單，親人是最可相信的；八成二的同學也非常不同意、有點

不同意「為了避免麻煩，鄰居之間還是少往來為妙」，八成八（87.8%）的大學生

非常同意、有點同意「在我生活中，我可以找到一些可信任的人」，這都較台灣

社會變遷中的結果樂觀許多。 
 
社會資本包含了人際信任、社團參與積極性與生命滿意。經過檢驗，三者對

社會資本的解釋力如下：生命滿意(R²=.66, Cronbach’s alpha=.73)，人際信任

(R²=.55, Cronbach’s alpha=.69)，社團參與積極(R²=.81, Cronbach’s alpha=.63)。 
 

政治信任則以信任的對象（總統、立法院、司法機關）及政黨（國民黨、民

進黨、親民黨、台聯）為主。結果發現其實大學生對政治人物、立法、及政黨的

信任都很低。在政治信任的題項上，所有受訪者對陳水扁的信任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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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S.D.=2.46），次為對司法體系的信任（ =4.32,S.D.=2.13），最不信任的

是立法院（ =3.62,S.D.=1.97）。至於對各政黨的信任，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民進黨

的信任為（ =4.15,S.D.=2.28），對國民黨（ =3.80,S.D.=2.01）及親民黨的信任

（ =3.43,S.D.=2.11）都不到四分，對台聯的信任最低（ =2.99,S.D.=2.09）。如

果以 10 分來說，沒有一項超過五分，除對陳水扁及民進黨的信任上四分外，其

餘更低，也與陳義彥等研究結果類似。 
 

二、假設驗證 
 

表二說明人口變項、媒體變項與社會資本的不同層次之關係。由表中可知人

口變項可預測學生生命滿意（R²=.022,p＜.001）、人際信任（R²=.015,p＜.01）與

社團參與積極性（R²=.013,p＜.001），而其中性別與人際信任有關（β=.106,p
＜.01），女學生的人際信任高。而學院則與社團參與（β=.017,p＜.05）有關，非

理工科系的大學生社團參與較高。而成績排行則與生命滿意有關（β=.146,p
＜.001），成績排行前面的大學生，生命滿意高。 

 
媒介使用可明顯預測大學生的生命滿意（R²=.011,p＜.05）人際信任

（R²=.011,p＜.05）與社團參與的積極性（R²=.043,p＜.001）。其中看電視時間（β

=-.067,p＜.05）、政治/資訊使用與意見表達（β=.21,p＜.001）與社團參與積極性

有關，即少看電視、多接觸政治/資訊相關內容與意見表達的大學生，社團參與

積極性高。另外，電視節目類型與人際信任呈負相關（β=-.072,p＜.05）。政治/
資訊使用與意見表達與生命滿意呈負相關（β=-.082,p<.05），少看娛樂類電視節

目的大學生，生命滿意高，另一方面，少看政治/資訊相關內容與意見表達類型

的大學生，人際信任高。 
 
本研究假設二想瞭解大學生的人口特質、媒體變項、社會資本是否可以預測

其參與志工服務（表三）﹔在人口變項方面，由於學生都是大三的年級，年齡並

無太多差別，是故只以性別、學院（理工醫、人文社會管理）及成績排行（前、

中、後）三個人口變項；第二階層為媒體的使用（包括了看電視時間、政論／資

訊相關媒體內容的接觸及意見表達、上網時間）；第三階層為媒體信任（相信電

視新聞、相信報紙政治新聞），與第四階社會資本（包含人際信任、生命滿意與

社團參與）。 
 
    由表三中可知人口變項在預測學生的志工參與上具顯著性，可預測其參與志

工服務（R²=.017,p＜.001）﹔其又以性別最為明顯（β=.109,p＜.01），女性較從

事志工服務；而媒體使用這一區塊在預測學生的志工參與上呈顯著（R²=.044,p
＜.001），其中學生看電視的時間（β=-.084,p＜.01），接觸政治相關內容的使用

與意見表達呈明顯的預測性（β=.128,p＜.01）；第三階段指報紙信任與電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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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預測學生的志工參與無明顯預測性；至於社會資本中則以社團參與積極性

明顯預測學生的志工參與（β=.342,p＜.001），生活滿意與人際信任則在預測學

生的志工參與則未呈顯著。所有變項在預測學生的志工參與達顯著（R²=.165,p
＜.001）。 
 

在政治信任部份，本研究假設三想瞭解學生的個人特質（性別、學院與族群

認同、居住地）、媒介使用（看電視時間、看報時間、政治相關媒體的接觸與意

見表達、上網時間）、媒體信任（報紙政治新聞、電視新聞報導）、政治意向（政

治興趣、有無政黨傾向、外在政治效能感與內在政治效能感）、社會資本多寡在

預測信任陳水扁總統、立法院及司法院上，究竟解釋力為何？ 
 

表四可知人口變項（R²=.108, p＜.001），在預測信任陳水扁上具預測力，而

其中族群認同（β=.33,p＜.001）最能預測對陳水扁總統的信任。媒介使用與信

任陳水扁無顯著關聯，信任媒體（R²=.122,p＜.001）、政治意向（R²=.152,p＜.001）

以及社會資本（R²=.167,p＜.001）均在預測信任陳水扁總統的題項上呈顯著性。

政治意向中政黨認同（β=.156,p＜.001）、外部效能（β=.084,p＜.01），社會資

本中的生命滿意（β=.085,p＜.01）、人際信任（β=.067,p＜.05）在預測對陳水

扁總統上呈顯著，所有變項在解釋信任陳水扁總統上達顯著（R²=.167,p＜.001），

具政黨認同、高外部效能感、生命滿意高、人際信任高者，較相信陳水扁總統。 
    

同樣的變項預測信任立法院，結果如表五（R²=.108,p＜.001），人口變項

（R²=.025,p＜.001）、信任媒體（R²=.064,p＜.001）、政治意向（R²=.087,p＜.001）、

社會資本（R²=.108,p＜.001）在預測對立法院的信任上均呈顯著。個別看來，族

群認同（β=.152,p＜.001）、政治/資訊相關內容的接觸與意見表達（β=.123,p
＜.05）、相信電視新聞（β=.081，p＜.05）、相信報紙新聞（β=.135,p＜.001）、

政黨認同（β=.081,p＜.01）、外部效能感（β=.122,p＜.001）、生命滿意（β=.099,p
＜.01）、人際信任（β=.078,p＜.01）與信任立法院有明顯關聯。 

 
表六為信任司法體系的迴歸分析（R²=.139,p＜.001），進入迴歸分析的每一

塊均呈顯著性，其中性別（β=-.116,p＜.001）、族群認同（β=.176,p＜.001）、居

住地（β=-.067,p＜.05）、政治/資訊媒介內容使用與意見表達（β=.105,p＜.05）、

相信電視新聞（β=.096,p＜.01）、相信報紙新聞（β=.096,p＜.01）、政黨認同（β

=.106,p＜.001）、外在效能感（β=.103,p＜.01）、生命滿意（β=.117,p＜.001）、

人際信任（β=.117,p＜.001）、社團參與積極性（β=.098,p＜.01）都可明顯預測

對司法體系的信任。男性、具族群意識、住在苗栗以北、接觸較多政治/資訊內

容與意見表達、相信電視及報紙新聞、有政黨認同、外在效能高、生命滿意高、

人際信任高、社團參與積極性高者，較信任司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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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是想瞭解變項預測大學生的投票與否（表七），戶籍不在北、高者不

在分析之列，而戶籍在北、高，沒去投票的較去投票的高。利用迴歸分析可知人

口特質、相信媒體、社會資本這三區塊與投票與否未呈明顯預測力，而媒體時間

（R²=.026,p＜.01）、政治意向（R²=.060,p＜.001）明顯可預測學生去投票與否，

在媒介使用時間中觀看電視時間（β=-.147,p＜.01）、政黨認同（β=.210,p＜.001）

呈統計上的顯著性，少看電視、具政黨認同的大學生較明顯會去投票。 
 
陸、結論與建議 
 

世紀末，人們愈漸冷漠，信任不存，很多社會問題因此產生。法國的托克維

爾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裡提到美、法一個極大的差異，即美

國人展現出豐富的「自發結社」，人們習於為各種或輕鬆的目的形成自願組織。

美式民主與有限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美國人善於為公民或政治目的而連

結。由此得出一結論：沒有社會資本就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就沒有成功

的民主政治(Norris,1999)。  
 

國外現有文獻對信任問題的研究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二十世紀末期從社

會資本的概念來探究公民對政治人物與機構的信任，更延伸到社會信任等相關議

題。社會學家固然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有優異的成績，而政治學者與政治傳

播學者更則更重視媒體的使用是否會影響人們社會資本的多寡，造成參與程度上

有所差異，以及對政治信任方面的影響(refer: McLeod,2000)。當然，這些都是以

基督教文明為中心的相關思維，西方社會資本的概念是否可放在非西方的社會

呢？信任的概念又是否受文化情境的制約呢？國內社會資本的研究多由社會學

者所為，政治學者近年來關注政治信任感，本文希望將以上概念串連，並與媒體

行為一併來加以探究。 
 

本研究利用問卷法來瞭解我國大學生的媒體使用、社會資本、與政治信任。 
媒體使用除包含媒體接觸時間外，更以國外討論的資訊類媒體內容為主，想探究

大學生除了看電視時間與上網時間外，接觸與表達政治意見的多寡（如打扣應、

投書媒體、在網路上討論與政治有關議題），主要想驗證我國大學生是否如國外

研究所言，使用較多新聞/資訊方面的素材會增進社會資本，同時在政治信任方

面展現不同的風貌。另外對媒體資訊內容相信與否也與其政治信任對象有無關

係？在社會資本的界定上，除使用國科會社會變遷有關人際信任的題項外，也以

國外生命滿意的題項，以及社團參與的積極性來呈現一個人整體的社會資本﹔政

治信任則以大學生信任的對象：總統陳水扁、立法院、司法院三個主要機制為主。

至於投票與否，由於民國 91 年的選舉只有北高兩市的市長及市議員，學生戶籍

不在北高者，就不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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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學生的社會資本多寡以外，本研究假設大學生過去十二個月中參與的社團

頻率就構成其除學術課程以外的重要活動，本研究特別以學生參加的服務性社團

及志工為其參與的指標，至於學生參與娛樂性社團、校友會、學術性社團等都不

在研究範圍之內，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應與其志工服務關係最為密切。本研究希望

映証國外研究指稱社會資本多，其公民參與就高的發現。 
 

結果顯示我國大學生過去一年參與社團活動情形中，最多的是校內外的服務

性社團，其次是學術性社團、康樂性社團、校友會與擔任義工。六成的大學生對

生活感到滿意，但也有五成的學生並不清楚人生的方向，五成八的學生希望過一

個和現在完全不一樣的人生，顯示學生其實是矛盾的，或許才剛過二十歲，人生

才正要開始﹔八成八的大學生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些可相信的人，七成六都多少

同意現代社會中親人仍最可信任，鄰居也可相信，反而網友不見得可以信任，對

社團參與也屬積極，可表達意見，也有一半覺得在社團中具影響力，過半同意其

會參加社團的例行活動，顯示我國大學生的社會資本是高的。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者將社會資本分為三個層次來探討人們的人際信任、生

命滿意與公民參與，本研究的對象是大學生，應屬社會上相當幸運的一群，其生

命滿意應較社會一般大眾為高，在人際信任方面，由於相對單純，應也較一般人

不信任的因子少，至於公民參與，學生在校，社團活動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其他

校外的參與形式，多少也與一般人有所差異，這是本研究的一個限制，必須言明。 
 

但是值得正視的是女性、文法社會（非理工）相關科系的大學生之人際信任、

生命滿意，以及社團參與的積極性較高，即這些特質的大學生展現較高的社會資

本，有一說是理工醫等學院的學生課業繁重，社團參與時間不足，這就需要更多

的資料來加以佐證，但目前資料顯示其美德圈較文法社會相關科系為不足。在預

測學生的志工參與方面，女性、較接觸政治/資訊相關媒體內容及意見表達者，

以及在社團參與方面較積極者，會從事更多的志工服務。除了性別之外，其他變

項的明顯關係與國外研究結果同。媒體變項方面，結果顯示看電視、上網時間不

能預測大學生的社會資本。反而電視節目類型、政媒使用在預測社會資本上具有

意義，與國外研究結果同，即說明探討媒體使用，必須將時間及內容分開來檢視。 
 
本研究發現我國大學生的政治信任甚低，除對陳水扁總統及民進黨的信任在

10 分中平均超過四分，其餘均低於四分，較研究者於 2001 年研究全省民眾的政

治信任均低，是否經過一年多朝野的對峙，大學生對政治更為不滿？盛治仁

（2002:27）的文章中也提及「政黨輪替前後政治信任感整體退步的趨勢，值得

執政黨當局重視的民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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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項方面，由表四、表五、表六均可看出人口變項中，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中國人與都是的大學生在政治信任上呈現不同的風貌，這與前面文獻中提及陳義

彥、陳陸輝（2002a,2002b）文中的省籍因素是現今政治行為研究中不得不正視

的重要變項同，也與研究者過去針對全省民眾的政治信任研究結果同。而媒體使

用這一大項中，學生政治/資訊媒體的接觸與意見表達可明顯預測其信任司法體

系與立法院，即接觸多，或是曾有意見表達者，信任高﹔相信報紙的政治新聞及

電視新聞，可明顯預測信任立法與司法，但對預測信任陳水扁總統無關，是否信

任機構與人還是不同，值得進一步探究。外在效能感明顯可預測大學生對陳水扁

總統、司法體系及立法院的信任﹔內在效能則未能顯示預測力。國內的研究政治

信任都會發現政黨認同與外在政治效能感成為明顯的預測變項，國內研究則更加

上族群認同，這是國外研究所沒有的。 
 

社會資本中的生命滿意與人際信任的高低可明顯預測相信陳水扁總統、司法

體系及立法院，生命滿意的大學生呈現較高的政治信任，媒體時間與政治信任無

關，而政媒使用則可預測信任立法院與司法體系。由此結果可知，社會資本的概

念是與一個成熟的社會息息相關。但社會資本與學生投不投票無關，反而少看電

視、政黨認同明顯者，較會去投票。  
 

國外有關社會資本的探究，或重視先在因子，或重視其結果，成績都相當不

錯，既然現在普遍認為社會冷漠，若能將社會資本的操作化本土化，將有助於在

信任議題上的深一層檢視與反省。社會資本的研究在國內愈漸受到重視，除社會

學者的一些探討外，目前許多學者注意社會資本與第三部門的關係（如顧忠華、

江明修），社論中也開始討論目前國內社會資本不足造成的一些後遺症。本研究

是國內少有用量化方式來測量國人社會資本的文章，以威斯康辛大學一些學者採

社會資本三層面來測量台灣人的社會資本，一定有其信度的問題（檢驗結果，解

釋力在六成到七成三間）。而生命滿意這概念尤其需要探討其時空與文化意涵，

人際信任有國科會社會變遷的基礎資料，可延續探討，社團參與則亦考慮學生的

特殊屬性，出了學校，一般人民的社團參與更值得關注。 
 
本研究詢問大學生在選後一兩週對總統、立法、司法的信任，當然有其限制。

張苙雲（1997）研究探討人際信任與非人際信任，如果說政治信任屬非人際信任，

本研究探討陳水扁總統 與立法、司法信任，對受訪者而言，前者可能屬人際信

任，而後者則屬非人際信任，因此造成結果的差異，值得更多的探討。事實上，

政治信任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需要更多的投入，政大選研中心的一些教授這

兩年也積極針對這概念進行探討（陳義彥、陳陸輝，2002a,2002b），陳億寧、張

卿卿等政治傳播學者用實驗法探討憤世忌俗（cynicism），其實也是這概念的不

同呈現，到目前為止，政治效能與政黨取向都較媒體變項的解釋力強，媒體變項

中使用類型較使用時間更具解釋力，也是本研究的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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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口統計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41 52.6% 

女 558 45.8% 

所屬學院 

文、法、傳播、教育學院 192 16.05% 

商、管學院 237 19.82% 

社科學院 103 8.61% 

理學院 159 13.29% 

工學院 142 11.87% 

醫、農學院 61 5.1% 

電機資訊學院 206 17.22% 

其他學院  96 8.02% 

前學期班上成績排行 

前三分之一 448 36.8% 

中間三分之一 502 41.2% 

後三分之一 236 19.4% 

政黨認同 

國民黨 104  8.5% 

民進黨 256 21.0% 

新黨   9  0.7% 

親民黨  68  5.6% 

台聯黨   6  0.5% 

沒有特定政黨傾向 739 60.6% 

支持其他黨  11   0.9% 

族群認同 

台灣人 458 37.6% 

都是 654 53.7% 

中國人  73  6.0% 

戶籍 

台北基隆 443 36.3% 

桃竹苗 124 10.2% 

宜花東  60  4.9% 

中彰投 184 15.1% 



 22

雲嘉南 139 11.4% 

高屏 221 18.1% 

外島   4  0.3% 

是否有投票 

有 252 20.7% 

沒有 345 28.3% 

戶籍不在北、高 622 51% 

 

 

 

 

表 2 大學生人口變項、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三面向的分析 

 

 生命滿意 人際信任 社團參與積極性 

人口變項 

    性別 

    學院 

    成績排行 

      R²=.022***

.051 

-.038 

.146*** 

R²=.015**

.106** 

.014 

-.032 

R²=.013***

-.003 

.017* 

.013 

媒介使用 

    電視時間 

    電視節目類型 

    政媒使用 

    上網時間 

R²=.011*

.025 

.019 

-.082* 

.062 

R²=.011*

.057 

-.072* 

.032 

-.056 

R²=.043***

-.067* 

.027 

.210*** 

.014 

*p< .05；**p<.01；***p<.001 

性別：0 為男性；1 為女性。 

學院：0 為理工﹔1 為非理工。 

電視節目類型：0 為資訊類型﹔1 為娛樂類型。 

 

 

 

 

 

 

 

 

 

 

 



 23

 

表 3 預測志工參與的迴歸分析 

 

 第一次迴歸 第二次迴歸 第三次迴歸 第四次迴歸 

第一階層（人口變項） 

性別 .109** .149*** .150*** .149*** 

學院 .010 .011 .012 -.013 

成績排行 -.049 -.036 -.034 -.039 

第二階層（媒介使用） 

看電視時間  -.084** -.082** -.050 

閱讀報紙  .021 .021 -.001 

政媒使用  .128** .128** .079* 

上網時間  .027 .026 .024 

第三階層（相信媒介新聞） 

相信電視新聞   -.030 -.030 

相信報紙新聞   .010 .004 

第四階層（社會資本） 

生命滿意    .053 

人際信任    .016 

社團參與積極性    .342*** 

 

R 平方 .017 .044 .045 .165 

調整過的 R 平方  .015 .038 .037 .156 

R 平方改變量 .017 .027 .001 .121 

顯著性 .000 .000 .668 .000 

*p< .05；**p<.01；***p<.001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0=男性﹔1=女性）﹔學院：（0=理工學院﹔1=非

理工學院）。 

2. 表格內的 Beta 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 Beta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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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預測信任陳水扁的迴歸分析 

 

 第一次迴歸 第二次迴歸 第三次迴歸 第四次迴歸 第五次迴歸 

人口變項 

性別 -.048 -.029 -.034 -.026 -.018 

學院 -.020 -.022 -.023 -.018 -.024 

族群認同 .330*** .331*** .334*** .315*** .317*** 

居住地 .029 .029 .027 .031 .025 

媒介使用 

看電視時間  .005 -.009 -.020 -.012 

閱讀報紙  .018 -.004 -.013 -.025 

政媒使用  .013 .008 -.021 -.015 

上網時間  .044 .046 .058 .059 

相信媒介新聞 

相信電視新聞   .062 .054 .058 

相信報紙新聞   .064 .051 .044 

政治意向 

政黨認同    .156*** .155*** 

政治興趣    -.011 -.013 

內部效能    .001 .017 

外部效能    .084** .078* 

社會資本 

生命滿意     .085** 

人際信任     .067* 

社團參與積極性     .048 

 

R 平方 .108 .111 .122 .152 .167 

調整過的 R 平方 .105 .104 .114 .141 .154 

R 平方改變量 .108 .002 .011 .030 .016 

顯著性 .000 .541 .001 .000 .000 

*p< .05；**p<.01；***p<.001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0=男性﹔1=女性）﹔學院：（0=理工學院﹔1=非

理工學院）﹔族群認同：（0=沒有﹔1=有）﹔居住地：（0=苗栗以北﹔1=苗栗以南）﹔政黨認同：

（0=無﹔1=有）。 

2. 表格內的 Beta 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 Beta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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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預測信任立法院的迴歸分析 

 

 第一次迴歸 第二次迴歸 第三次迴歸 第四次迴歸 第五次迴歸 

人口變項 

性別 -.052 -.056 -.066 -.064 -.055 

學院 -.030 -.027 -.028 -.024 -.030 

族群認同 .152*** .154*** .160*** .154*** .157*** 

居住地 -.034 -.033 -.034 -.033 -.040 

媒介使用 

看電視時間  -.056 -.081* -.078* -.078* 

閱讀報紙  -.040 -.078 -.088* -.099* 

政媒使用  .123* .131** .106* .107* 

上網時間  -.022 -.022 -.013 -.023 

相信媒介新聞 

相信電視新聞   .081* .077* .082* 

相信報紙新聞   .135*** .122*** .115** 

政治意向 

政黨認同    .081** .083** 

政治興趣    -.020 -.022 

內部效能    .022 .002 

外部效能    .122*** .115*** 

社會資本 

生命滿意     .099** 

人際信任     .078** 

社團參與積極性     .049 

 

R 平方 .025 0.30 0.64 0.87 .108 

調整過的 R 平方 .022 .023 .055 .075 .094 

R 平方改變量 .025 .006 .034 .023 .021 

顯著性 .000 .269 .000 .000 .000 

*p< .05；**p<.01；***p<.001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0=男性﹔1=女性）﹔學院：（0=理工學院﹔1=非

理工學院）﹔族群認同：（0=沒有﹔1=有）﹔居住地：（0=苗栗以北﹔1=苗栗以南）﹔政黨認同：

（0=無﹔1=有）。 

2. 表格內的 Beta 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 Beta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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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預測信任司法體系的迴歸分析 

 

 第一次迴歸 第二次迴歸 第三次迴歸 第四次迴歸 第五次迴歸 

人口變項 

性別 -116*** -.096** -.104** -.101** -.098** 

學院 .027 .027 .025 .030 .018 

族群認同 .176*** .181*** .186*** .176*** .178*** 

居住地 -.067* -.057* -.060* -.057* -.062* 

媒介使用 

看電視時間  -.034 -.039 -.040 -.027 

閱讀報紙  .046 .021 .013 -.005 

政媒使用  .105* .099* .066 .053 

上網時間  -.010 -.007 -.001 -.003 

相信媒介新聞 

相信電視新聞   .096** .096** .099** 

相信報紙新聞   .096** .082* .078* 

政治意向 

政黨認同    .106*** .105*** 

政治興趣    .009 .011 

內部效能    .042 .016 

外部效能    .103** .102** 

社會資本 

生命滿意     .117*** 

人際信任     .117*** 

社團參與積極性     .098** 

 

R 平方 .040 0.60 0.87 .113 .139 

調整過的 R 平方 .036 .054 .078 .101 .125 

R 平方改變量 .039 .020 .027 .028 .026 

顯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p< .05；**p<.01；***p<.001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0=男性﹔1=女性）﹔學院：（0=理工學院﹔1=非

理工學院）﹔族群認同：（0=沒有﹔1=有）﹔居住地：（0=苗栗以北﹔1=苗栗以南）﹔政黨認同：

（0=無﹔1=有）。 

2. 表格內的 Beta 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 Beta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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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預測投票的迴歸分析 

 

 第一次迴歸 第二次迴歸 第三次迴歸 第四次迴歸 第五次迴歸 

人口變項 

性別 0.27 .016 .017 .016 .014 

學院 -.004 -.010 -.011 -.003 .006 

族群認同 .014 .011 .016 .047 .043 

媒介使用 

看電視時間  -.147** -.155** -.135** -.132* 

閱讀報紙  -.049 -.040 -.031 -.025 

政媒使用  .014 .019 .016 .017 

上網時間  -.014 -.013 -.021 -.017 

相信媒介新聞 

相信電視新聞   .001 .023 .014 

相信報紙新聞   -.036 -.032 -.048 

政治意向 

政黨認同    .210*** .211*** 

政治興趣    -.021 -.019 

內部效能    .051 -.059 

外部效能    .016 -.030 

社會資本 

生命滿意     .053 

人際信任     .064 

社團參與積極性     .054 

 

R 平方 .001 .026 .028 .060 .078 

調整過的 R 平方 -.004 .014 .003 .049 .051 

R 平方改變量 .001 .011 .001 .047 .003 

顯著性 .907 .006 .554 .000 .205 

*p< .05；**p<.01；***p<.001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0=男性﹔1=女性）﹔學院：（0=理工學院﹔1=非

理工學院）﹔族群認同：（0=沒有﹔1=有）﹔政黨認同：（0=無﹔1=有）。 

2. 表格內的 Beta 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 Beta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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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抽樣學校及科系 

 

北部 人數 回收 中部 人數 回收 南部 人數 回收 
台大國企 31 24 台中師範幼教 60 30 嘉義體育 51 30 
台大化工 105 76 台中技術財政稅務 55 40 嘉義應用物理 45 45 
台大生機 42 40 台中技術商業設計 31 24 嘉義獸醫 35 27 
政大哲學 60 39 東華中文 60 30 嘉義教育 30 25 
政大經濟 129 120 東華電機 53 53 義守資工 106 86 
政大金融 85 39 東華資工 57 40 台南女子服裝設計 50 46 
文化應數 52 27    台南女子室內設計 50 48 
文化國貿 80 44       
文化化學 77 69       
淡江資工 60 48       
淡江會計 90 72       
 

附錄二 

 國內大學生

的母體數 
母體百分比 樣本 樣本百分比 成功率 回收率

人文、社科 31722 26.81% 531 34.39％ 389 73.26％

商、管理 23244 19.65% 301 19.49% 253 84.05％

理、工、醫 63336 53.54% 712 46.11% 530 81.03％

合計 118302 100％ 1544 100% 1172 7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