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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運用貫時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調查研究，
運用三年期間針對台灣民眾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
的概念，進行理論探索、測量工具研擬以及實際運用等三個
層次的研究。
本研究將從 Easton（1964,1975）的理論出發，他將民眾的
政治支持對象可區分為對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典章制度（regime）以及政治權威
（political authority）三個層次，不過，具體且系統的實
證分析在國內外的研究相當有限，但卻漸漸受到學者重視。
本研究希望運用三年電話訪問的量化資料，建構台灣民眾的
政治支持層次。
在第一年的研究中，本研究將分析與整理相關的研究文獻。
近年的西方民主國家的趨勢為：政治支持的逐漸下滑以及各
種非慣常的（unconventional）政治參與活動的興起。透過
文獻的分析，本研究將過去國內研究有關政治支持的概念與
測量做系統性的整理，建構適合台灣民眾甚至跨國比較研究
的政治支持測量指標。並進行大約 1,067 人成功問卷的電話
訪問。
在本研究的第二年計畫中，我們進行另外一次獨立樣本的電
話訪問，以持續追蹤並分析民眾政治支持起源、持續與變
化。在本研究的第三年，除了持續分析第二年的研究成果，
此外，我們也將運用獨立的電話訪問，驗證過去研究取得的
研究資訊，並持續觀察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變遷與可
能政治後果。
本研究針對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概念、測量與應用作初步的
分析，在 2008 年立委與總統選舉後，持續三年觀察台灣民主
體制的運作情況，掌握民眾政治支持的趨勢，以期消弭對於
民主體制的障礙，讓台灣的民主體制得以健全、穩定而永續
地發展。
中文關鍵詞： 政治支持、政治社群、典章制度、政治權威當局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Study, we plan to conduct a three-year
project by employing longitudinal survey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Easton (1964, 1975) defines three levels of political
support: political community, regimes, and political
authorities. However, systematic examina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are rare after his seminar works.
We plan to apply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onstruct levels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Taiwan.
In the first-year research, we will conduct
literature review and organize relative studies. The
general trends for western industrial democracies are
citizens becom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government but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 will employ survey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and device better measurements. Therefore, we will
conduct first telephone interviews and the size of
sample is around 1,068.
In the second-year survey, we employ longitudinal
study to monitor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Taiwan. We also review our first
interview results to explore origins of political
support and devise proper measurements. Another
telephone will be applied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our survey measurements.
In the third-year study, we will conduct third wave
independent telephone interview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of our measurements and to see the
stability of people’s political support. We examine
our first two telephone surveys results to examine
the possibl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support and construct valid measurement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our measurements.
After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08, our study will examine people’s
political support closely, and we believe our study
can capture the caus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support. Our study will shed some lights on
duration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political support, political community, regimes,
politic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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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研究緣起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與分析政治支持的概念、建構政治支持的測量工具
並檢驗其應用情況。預期在 2008 年立委與總統選舉之後，不論是民進黨繼續
執政、國民黨取回政權抑或民眾再次面對分立政府的情況，本研究對於台灣民
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觀察，必然是觀察的重點。依照 Easton 的定義，政治支持的
對象分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典章制度（regimes）以及權威當局
（political authorities）。而從支持的類型，又可區分為廣泛的支持（diffuse
support）與特定的支持（specific support）。就 Dalton（2004）觀點，他又將所
謂的廣泛的支持定義為情感取向，而將特定支持定義為評價取向。因此，本研
究之目的，在於從理論出發，分析政治支持的概念，尋找適當的測量工具，並
利用三年的持續觀察，檢驗不同測量工具的適用性。

壹、研究緣起與目的
民 眾 的 政 治 支 持 （ political support ） 是 任 何 國 家 合 法 性 的 重 要 來 源 。
Easton(1965: 154)即指出：「沒有政治相關成員（politically relevant members）
的支持時，權威當局在將成員的需求轉為產出或是執行決策的過程中，會面對
嚴重的困難。」因此，瞭解民眾政治支持的意涵、分佈以及持續與變遷，是任
何國家得以長治久安的重要工作。本研究希望運用調查研究資料輔以質性的焦
點團體與深入訪談法，分析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分佈以及探索影響民眾政治支
持的因素。透過長期且實證資料分析，我們將得以掌握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樣
貌與脈動。
就全球西方民主國家近年的重要趨勢為：政治支持持續下降、非常規性
（unconventional）政治參與持續上升，1台灣歷經民主化的洗禮，卻自 2000 年
政黨輪替之後，藍、綠政黨持續對抗的情況下，政府在施政表現與政務推動
上，無耀眼表現。而民眾對於選舉政治的參與，似也逐漸失去其熱情。從表 1
可以發現：在 1992 年首次立法委員選舉全面改選中，選民得投票率超過七成，
不過，到了 2004 年的選舉中，投票率已經不及六成了。就總統選舉而言，一方
面因為競選激烈，一方面因為該職位的重要，在 2000 年以來的兩次投票率都超
1

可參考 Dalton(2004)與 Norris(1999a)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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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八成。不過，未來是否可以繼續維持如此高的投票率仍然值得觀察。在直轄
市長選舉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投票率是逐漸下滑，在 2004 年的北高市長選舉
中的投票率也跌破七成。縣市長選舉則在 1993 年的七成之後，一直保持在六成
六上下。民眾對於決定執政權力以及重要民意機構的投票率下降，是否對於台
灣民主政治的健康運作有重要影響，非常值得觀察。
除了民眾對於選舉參與的熱忱下降外，民眾對於執政當局的信任程度也逐
年下降。從表 2 中可以發現：民眾在 1992 年的政治信任較高，歷經 1995 年與
1998 年的下跌，而在 2001 年有略微止跌的趨勢，不過，卻在 2004 年跌至歷年
新低。在 1992 年時，有接近四成民眾認為政府官員決定重大的政策時會考慮民
眾的福利，此一比例在 1995 年略微下降，在 2001 年上升到接近五成，並在
2004 年維持四成六以上的比例。不過，民眾認為政府官員決定重大的政策時不
會考慮民眾福利的比例，從 1992 年的將近四分之一，也上升到 2004 年超過四
成的比例。以 1992 年為例，認為政府官員決定重大的政策時「會」考慮民眾的
意見的比例，比「不會」的比例多出了 14.6%，雖在 2001 年回升到多出
12.6%，但在 2004 年僅多出 4.6%。過去十幾年來，民眾在此一面向的信任相對
於不信任的差距下降了一成。
表 1、近年重要選舉投票率統計表
總統選舉
年度

立委選舉
%

年度

%

直轄市長選舉
年度

縣市長

%

%

北市

高市

年度

%

1996 年

76.04

1992 年

72.02

1994 年

78.53 80.58

1993 年

70.68

2000 年

82.69

1995 年

67.65

1998 年

80.89 80.41

1997 年

65.92

2004 年

80.28

1998 年

68.09

2002 年

70.61 71.38

2001 年

66.45

2001 年

66.16

2004 年

64.52 67.93

2005 年

66.22

2004 年

59.16

歷年平均 79.67
66.62
73.64 75.08
67.32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歷屆公職人員選舉資料」， 網址
為：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election%20data.htm。上網
搜尋時間 2007 年 12 月 20 日。2006 年北高市長選舉由作者計算整
理而得。
民眾對政府的廉能程度的評價，也是民眾信任權威當局與否的一個重要關
鍵。從表 2 中也可以發現，「不同意」「政府官員時常浪費老百姓所繳納的稅
2

金」比例的歷年變動幅度並不大，僅從 1992 年的 21.7%略微下降到 2004 年的
16.7%。不過，值得重視的卻是「同意」的比例持續上升。從 1992 年的 57.4%
上升到 1998 年的 67.5%，在 2001 年則略微下降到 65.4%，但在 2004 年則上升
到歷史新高的 69.2%。因此，從過去十年的分佈趨勢來看，民眾認為政府在公
帑運用的信任上，出現了很大的落差，這個現象雖因政黨輪替出現略有改變，
但是在民進黨於 2004 年總統大選繼續掌握中央執政之後，卻出現歷史的新低，
顯示民眾對於政府效能的失望。
至於民眾對於政府首長發言的可信度上，表示相信的百分比在 1992 年為
36.4%、1995 年下降到 30.5%的觀察期間最低點，雖然到了 1998 年則回升到
43.1%，但在 2001 年下降至 39.2%，並在 2004 年下跌至僅有三分之一的民眾相
信。不過，不相信政府在電視上的發言的比例則持續上升，從 1992 年的 21.3%
一路上升到 2004 年的 55.4％。這十幾年之間總共上升達 34.1%，非常值得注
意。這個現象一方面是因為在媒體競爭激烈的今天，各種傳播媒體對於政府首
長的發言偶有斷章取義之誤，不過，有時政府首長本身也確實出現發言不一致
的情況，且此一情事一旦出現，更成為傳播媒體報導與在野黨爭相質疑的焦
點，使得民眾「不相信」政府首長發言的比例大幅上升。就過去十幾年來的趨
勢而言，民眾「相信」與「不相信」的差距從 1992 年的 15.1%一路下滑到 2004
年的-21.8%，在過去十幾年間的差距達 36.9%。顯示民眾在對政府首長發言的
相信程度這一方面，有很大幅度的下降，對於政府的「公信力」是相當大的斲
傷。
政治信任的另外一個面向，是相信政府會把工作做對。就「政府做事大多
數是正確」上民眾同意的比例則是從 1992 年的 41.5%一路下降到 2004 年的
16.9%，在過去十幾年間下滑達 26.7%，非常值得重視。但是，民眾「不同意」
「政府做事大多數是正確」的比例則是從 1992 年的 42.5%一路上升到 2004 年
的 69.2%，在過去十幾年間上升了 26.7%。若是進一步比較「同意」與「不同
意」的比例，我們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距從 1992 年的 1.0%，擴大到 2004 年
的 52.3%，過去十幾年的差距達到 51.3%，因此，是表 2 四個政治信任項目
裡，民眾政治信任下降的比例最大者，似乎凸顯了民眾對於目前執政團隊治理
能力的質疑。
就上述的四個項目而言，我們比較政黨輪替前後的差距可以發現，在 1998
年與 2001 年之間，民眾對於「政府決定重大政策時會考慮民眾的福利」以及
「政府官員時常浪費老百姓的稅金」這兩個項目上，「信任」與「不信任」的
差距是有上升的趨勢，換言之，顯示民眾在這兩個項目上因政黨輪替而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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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略有回升，卻在 2004 年又開始下跌。至於在「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或報紙
上所說的話」以及「政府所做的事大多數是正確的」這兩個面向上，「信任」
與「不信任」的差距是有明顯地持續下降的趨勢，且不因為中央政權政黨輪替
與否而出現變化。因此，雖然民眾認為政府在回應民意上與善用納稅人稅款
上，在政權輪替前後出現了短暫較為正面的評價，但是，由於政府首長的發言
反覆以及民進黨執政團隊「新手上路」多年後施政績效持續不彰，使得民眾對
於政策品質，也出現了更多質疑。
表 2 民眾的政治信任分佈表，1992-2004 年 1
年度
（樣本數）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1,523)

(1,485)

(1,207)

(2,022)

(1,258)

您認為政府決定重大政策時﹐會不會考慮民眾的福利？
38.9
32.0
39.5
會

48.6

不會

24.3

32.7

38.7

36.0

同意

57.4

64.8

67.5

65.4

43.1

39.2

46.4

差距 2

7.5

41.8
17.5
有人說：「政府官員時常浪費老百姓所繳納的稅金」，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法？
21.7
17.7
17.0
18.0
不同意
16.7
-5.0
69.2

11.8

33.6

-2.8

55.4
有人說：「政府所做的事大多數是正確的」，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法？
41.5
33.0
25.7
20.8
同意
16.9

34.1

請問您相不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的發言？
36.4
30.5
相信
不相信

21.3

29.0

38.4

46.1

不同意

42.5

49.3

55.4

60.2

-24.6

69.2
26.7
資料來源：陳義彥（1993、1996）、劉義周（1999、2005）與黃紀（2002）。詳細計
畫名稱請見參考書目。
1
說明： 表中所列的數字為直欄百分比，分母為該次所有的有效樣本，選項經過合併，
其中並未列出「看情形、很難說」以及「其他無反應」等選項。各題目依
照其題目的敘述，先列出「信任」的比例，再列出「不信任」的比例。
2
本直欄「差距」為 2004 年減去 1992 年的比例。

此外，我們利用上述四個變數所結合成的一個政治信任的量表作為一個新
的變數，檢視該量表歷年的變化。從表 3 得知：該量表的內在一致性的信度檢
定(Cronbach＇s α值)結果是：1992 年為 0.700、1995 年為 0.663、1998 年為
0.656、2001 年為 0.615 而 2004 年為 0.689。 從上述內在一致性檢定的結果顯
示：這幾個題目具有共通性，因此，合併建立為一個量表可以減低測量誤差，
也可簡化資料。我們將民眾回答這四道題目的分數加以平均，其分數的分佈從
1 分到 5 分，分數愈高者，表示政治信任愈高。從表 2 可以發現：民眾的政治信
任在 1992 年與 1995 年之間下跌了 0.28 分，其差距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度。在
1995 年與 1998 年之間則下跌了 0.06 分，而到了 2001 年時，民眾的政治信任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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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升到 2.71，比 1998 年略微上升。值得說明的是，在 1995 到 1998 年之間以及
1998 年到 2001 年之間，民眾總體政治信任平均分數變動的差距，並未達到顯
著的程度。不過，到了 2004 年的分數，則下跌到 2.57，比起 1998 年國民黨掌
握中央政權時的 2.70 還低，也與 2001 年的平均分數差距，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程度。表 3 的結果顯示，政權輪替之初，民眾的政治信任雖然出現止跌的短暫
現象，不過，在 2004 年之後，民眾的政治信任出現了相當低落的情況，非常值
得重視。
表 3 民眾政治信任分數分佈，1992-2004 年
年度
平均數
標準差
1992
3.04
0.94
1995
2.76
0.89
1998
2.70
0.87
2001
2.71
0.61
2004
2.57
0.78

（樣本數）
（1,432）
（1,413）
（1,168）
（1,950）
（1,218）

信度檢定
0.700
0.663
0.656
0.615
0.689

資料來源：陳義彥（1993、1996）、劉義周（1999、2005）與黃紀（2002）。詳細計
畫名稱請見參考書目。
說明：信度檢定所列為內在一致性的檢定(Cronbach’s α 值)結果。本表之政治信任量表
係運用表二所列的四個題目所建構成的。詳細說明清參考陳陸輝（2006：
58）。

因此，從選舉參與的下降、對官員政治信任的低落等現象觀察，我國民眾
的政治支持是否因之下滑？這樣的趨勢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康運作是否會出
現重要的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關切：民眾的政治支持，既是任何政權
合法性來源的重要基礎，也是任何政體順利運作的重要保障，則我國民眾政治
支持的緣起與政治後果為何，自當有其重要性且應予以系統性地研究。因此，
運用三年的持續觀察以及融合調查研究與質性研究方法的焦點團體與深度訪
談，對於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意涵、測量與應用，定有重要的貢獻。在說明具
體研究過程之前，以下我們將引用國外研究成果依序介紹政治支持的定義、測
量以及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也進一步檢視國內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情
況。

貳、理論基礎與文獻檢閱
本研究的背景在於關切：民眾的政治支持，既是任何政權合法性來源的重
要基礎，也是任何政體順利運作的重要保障，則我國民眾政治支持的緣起與政
治後果為何，自當有其重要性且應予以系統性地研究。以下將依序介紹政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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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定義、測量以及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也進一步檢視國內有關政治支
持的研究情況。

一、政治支持的定義
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最早提出且最具系統者，當推 Easton 的相關研究。
就概念的陳述上，Easton 先討論支持的意義。Easton(1965, 159-161)將支持區分
為公開的支持（overt support）以及隱匿的支持(covert support)。前者指的是外
顯的行為，後者則為態度。Easton(1965, 163)進一步指出，公開的支持包括成為
組織的成員、公民或是成員履行其義務的頻率，也包含諸如違反法律、暴動、
革命或是出走移民等。至於態度則是測量其信念（faith）、忠誠（loyalty）甚
至愛國主義（patriotism）傾向。當然，態度也可能是負面的傾向，如對特定政
治標的對象的敵意。因此，Easton 所提出有關支持的測量不但區分了行為與態
度兩個層次，也有正向與負面兩個方向，甚至包含了一定的強度。
民眾政治支持的對象，依照 Easton(1965, 1975)的定義，可以區分為對於政
治社群、典章制度以及權威當局等三個層次。Easton（1965,177）將政治社群定
義為政治體系，它包含以政治分工結合而成的一群人，個別成員透過多元的政
治關係結合在一起並追求該體系的政治目標。至於典章秩序，Easton(1957, 392)
曾 稱 之 為 憲 政 原 則 （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 或 是 遊 戲 規 則 。 其 後 ， 他
（1965：190,193）又將其稱為憲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它包括價值
（values）、規範（norms）以及權威的結構（structure of authority）。價值說明
我們在政治社群中日常生活與行為基本界線，規範指出我們要提出或是滿足需
求時可預期與可接受的一定程序，至於權威結構則是權威當局在制訂或是執行
決策時，其權力分配與組織的正式與非正式形式。Almond(1980, 28)運用 Easton
的分類，將上述三類政治支持的對象用「體系文化」（system culture）加以涵
蓋，他認為這包括：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對於政體以及各種制度的合
法性的態度以及對於現任者合法性以及效能的態度。不過，Dalton(2004, 6-7)的
研究則將典章制度區分為原則、規範與程序以及制度等三個層次。至於權威當
局 ， Easton （ 1957,392 ） 早 期 將 政 治 支 持 的 第 三 個 層 次 稱 之 為 政 府
（government）。其後，他（1965: 212）改稱之為權威當局。這是指處理政治
體系日常事務、且被體系成員認知到他們有責任須處理這些事務、且在他們擔
任職位時他們的決策對體系成員是具有約束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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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aston（1965, ch. 17）也進一步將支持區分為廣泛的（diffuse）支持
與特定的（specific）支持。特定的支持為民眾對於權威當局滿足其需求時，給
予權威當局支持回報的對應關係。因此，Easton（1975,437）後來指出，特定支
持是目標導向的（object-specific），民眾一方面認知到權威當局，另一方面也
感受到特定政策輸出結果。至於廣泛的支持則為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
持。相對特定的支持，廣泛的支持指的是情感上的認同與支持，對象則是以典
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為主。Easton（1965,273）指出，廣泛的支持為成員對體系
標的物的肯定的態度或是善意的積累。其有助於成員在面對他們反對或是有損
其利益的輸出時，仍然可以接受或是容忍。因此，即使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施
政績效不滿而不給予其支持，仍然無損於他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持。
Easton（1975,444-6）也進一步指出廣泛支持的三個特性，包括：較為持久而穩
定、是對典章制度與政治社群的「基本」支持以及它是來是社會化與個人經
驗。
不過 Easton（1975）其後的文章將廣泛支持的對象擴及對權威當局的支
持。他指出，在廣泛的支持表現在對於權威當局以及典章制度上，為信任
（trust）與合法性（legitimacy）。Easton（1975, 447）引用 Gamson（1968,
54）的定義，將信任定義為「即使未加關照，政治體系仍然會產出可欲的成
果」。因此，當執政當局照顧其成員的利益，或是典章制度的運作過程讓其成
員得到符號的滿足，即可獲得其成員的信任。Sztompka（1999：25）則認為，
信任可以定義為：「對於他人未來可能行為的賭注」此涉及信念（beliefs）與
承諾（commitment）。信念指的是對於未來的預期，即 Good(1988:33)所說的：
「信任建立在對於他人在未來特定場合將如何表現的個人信念（individual＇s
theory）。」如同 Luhmann（1979：10，轉引自 Sztompka 1999：26）的看法：
「信任是對未來的預期，就是表現得好像未來是確定的一樣」。這些信念，都
是指向他人的行動。（Sztompka 1999：26）其次，信任是以行動來表達承諾，
有點類似下注一樣。套用 Dasgupta（1988:51）的想法，他認為「信任」是指自
己「在對他人行動加以監督之前，自己即選擇以行動來承擔對他人行動的正確
預期」。換言之，我們在還無法監督他人的行為前，就必須先以行動（的承
諾）表達對於他人未來可能完成特定行為的信任。以在選舉中為例，選民投票
支持特定候選人時，並無法事前監督該名候選人當選後是否會照顧其利益或是
好好擔任該職務。因此，要先以「投票支持」的動作，來表達自己對於該候選
人未來努力工作的信任。就合法性而言，成員廣泛的支持也表現在對於政治標
的物具有合法性的信念上。當成員認為在政治領域中，各標的物與其個人的是
非觀念或道德原則相符時，而願意服從權威當局的領導或是遵從既有的典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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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Easton 1965: 278）Easton（1965: chs. 18-9, 1975,450-2）也進一步討論賦
予合法性的對象以及來源。就來源而言，他指出意識型態、結構以及個人因素
均為來源。至於對象上，他專注於典章制度與權威當局兩個面向加以討論。
Muller(1970, 1149)的討論，側重在代議政治下，民眾對於權威當局表現的
評估。他認為：代議政治是將政治社群的成員與權威當局連結的重要機制。因
為成員可以檢視權威當局是否支持或是代表成員的利益，並評估權威當局表現
是否令其滿意。成員對於權威當局滿意度的評估，Muller(1970, 1149)指出，會
進一步變成其成員對於政治體系的支持。Muller 認為成員對權威當局表現的認
知 未 必 全 然 奠 基 於 「 工 具 性 的 表 現 滿 意 」 （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 ， 有 時 也 視 其 對 權 威 當 局 「 符 號 性 的 表 現 滿 意 」 （ symbolic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其後，Muller(1970, 1154-6, 1155 fn.31)在後續的研究
中 ， 針 對 民 眾 對 於 權 威 當 局 的 表 現 （ performance ） 歸 類 為 工 具 性 的
（instrumental）、表達性的（expressive）以及其他的（extraneous）表現三種，
他認為民眾會因為對這些不同表現的滿意程度，而決定是否給予權威當局支
持。不過，Muller 認為，民眾在評估權威當局的工具性表現之前，需具備一定
資訊且對政治事務積極關注，他們會因為特定政策輸出（不）符合其預期而表
現出（不）滿意。例如，選民會因為特定政治人物所持的立場與其相同也對此
工具現表現感到滿意。至於民眾無法權威當局的表現與特定政策輸出連結，而
僅是認為體系成員也會因為政治人物的一些符號性行為而感到滿意。例如，民
眾會因為特定政治人物是民主黨的或是保守黨的黨員而對其支持。當然，選民
也可能僅因為受家人影響而喜歡特定政治人物，此即屬於其他的支持。
不過，Hibbing 與 Theiss-Morse（1995：12-7）對於 Easton 的政治支持的分
類卻持不同意見。他們認為，廣泛的支持與特定的支持的區分，其實忽略了政
治過程的重要。換言之，當民眾對於整個決策的過程不認同或是不滿意的話，
也自然影響到他們政治支持的高低。而這個決策過程，正是 Easton 系統分析中
不可觸及的「黑盒子」部分，而為運用 Easton 的分類進行分析的盲點。此外，
他們也認為，政治支持的對象其實依據不同的政體而會出現不同的制度及其成
員。以美國而言，總統、國會以及最高法院是分權與制衡的三個主要機構且各
有不同成員，如果不加以區分，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的研究，將會
是一個重大缺失。Sztompka （1999：45 ）也提出「程序信任」（procedural
trust）的概念，他認為這是奠基於對於制度化慣例與程序的信任，相信遵循制
度化慣例與程序後會得到最好的結果。在政治領域中，我們對民主程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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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代議制、多數決…等等）的信任將滿足多數人的利益以及在衝突利益中獲
得最佳的妥協結果。
除 此 之 外 ， Lipset (1981: ch.3) 也 運 用 效 能 （ effectiveness ） 與 合 法 性
（legitimacy）兩個面向，來區分民眾對於政府與政治體系的評估。他（1981:
64）認為效能是指對政府實際表現的評估，合法性則是成員相信既有政治制度
（political institutions）是對其社會最適宜的制度安排。Lipset 認為效能是工具
性的，而合法性則是評估性的。
綜合而言，有關政治支持的定義，學者集中在政治社群、典章制度與權威
當局三個層次上，就其特質而言，則以理性評估的特定支持以及感性取向的廣
泛支持為討論焦點。不過，如何將這些抽象的概念落實在具體測量中，才是研
究政治支持學者的重要挑戰。

二、政治支持的測量
關於政治支持的測量，學者除了沿用 Easton 的相關定義，討論對於政治支
持的測量之外，也對政治信任這個概念的測量，多所討論。本研究暫以政治支
持的測量，為主要討論焦點。在具體的測量中，Muller 與 Jukam（1977）的研
究，算是較為具體區分民眾對政治權威的支持與體系的支持。他們指出：對現
任者的好惡（incumbent affect）以及對體系的好惡（system affect）是可以區分
的。他們運用對於政府體系的合法性測量民眾對體系的好惡，他們另外用民眾
對於十一項政策的施政表現以及對於政府總體的施政表現，分別建構政策產出
評估指標以及現任者評估指標。此外，他們也運用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
（Survey Research Center, SRC）建構的對政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四項
指標，建構民眾的政治信任。他們發現，SRC 的政治信任指標與現任者好惡與
對現任者的好惡以及對體系的好惡之間的關聯性頗高，不過，當他們進一步分
析民眾上述態度與激進行為（aggressive behavior），如抗稅、罷工、佔領工
廠、與警察衝突或是使用暴力推翻政府，的關係時，他們發現，儘管上述變數
與民眾的激進行為之間具有一定關聯性，不過，一旦控制了民眾對體系的好
惡，上述的關聯性立刻消失。因此，就概念而言，他們認為對體系的好惡以及
對現任者的好惡之間，是可以區分的。
Kornberg 與 Clarke（1992, 106-7）運用冷熱感受度（feeling thermometer）
操作了政治支持的概念。他們以加拿大民眾為例，請民眾以 0 度到 100 度的溫
度計，想像以下的對象或是人物，其中，0 表示冰冷（cooler）、100 表示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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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er）而 50 為中間刻度，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定義為民眾「對於加拿大的
整體感受」、對於典章制度的支持定義為民對於加拿大政府以及國會、公務員
以及司法體系的感受。至於權威當局則定義為民眾對於全國性的幾個政黨及其
領袖的感受度。他們發現：民眾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度較高且穩定，對於典章
制度的支持則較對權威當局高。他們（1992, ch. 7）進一步分析影響民眾政治支
持的因素。結果發現：影響民眾對於政治體制支持的因素為民眾對於司法的支
持、國會—公務員體系的支持以及未來經濟發展。至於對典章制度中的司法體
系支持程度，包括對於社會的平等—公正的評估、未來經濟發展、對政府官員
的政治信任、對於權威當局的支持以及政治效能感。而對於國會—公務員的信
任則奠基於對權威當局的信任、政治效能感、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對於社會的
平等—公正的評估以及民眾的政黨認同。對於權威當局的信任則是以民眾的政
黨認同、對政府官員的信任以及對政府效能的評估。此外，一些個人政治社會
化過程的變數，例如：魁北克的居民、性別以及教育程度，也都具有影響力。
此外，Klingerman 與 Fuchs(1995)在其所編的 Citizens and the State 一書中，
學者們分別從民眾對於官員的政治信任（Listhaug 1995）、對於公部門與私部
門的機構信任（Listhaug and Wiberg 1995）以及民主滿意度（Fuchs, Guidorossi,
and Svensson 1995）等幾個面向，討論歐洲幾個長期民主國家的政治支持。
Toka(1995)則是討論中歐與東歐幾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滿意度。他們的研
究，雖以歐洲國家為主，不過，在實際的測量上，仍然不脫美國研究政治支持
的傳統測量。
Fuchs (1999)則運用政治文化的傳統，定義政治支持。他認為政治支持應該
從態度的面向討論，而這些態度需與治體系一致，該政治體系才可以長久存
在。他以德國為例，討論統一後東西德民眾政治支持的不同。他將政治支持區
分為對民主珍惜（values of democracy）、民主的表現以及政府的表現。由於統
一前的東西德分別實行社會民主（socialist democracy）與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他認為民主形式（type of democracy）也應該納入考量。他們的
研究大致支持政治社會化的理論，即個人的生活經驗以及過去社會化的成果，
對於東西德民眾在統一後的民主偏好與表現有顯著的差異。換言之，西德民眾
較支持民主是最佳政體、重視自由勝於平等、相信目前統一後的民主體制是最
佳體制。因此，Fuchs 的分類與前述的 Easton 傳統較不相同，不過，「民主是
最佳政體」以及對於自由或是平等價值的重視，都是他分析的重點。值得注意
的是，他筆記分析統一後的東西德民眾的政治態度，對於本研究也具有一定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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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ton（1999,2004）的研究，則是較有系統地依據 Easton 的測量加以整理
與操作化的學者。其早先（1999）的著作算是開始思考此一問題，在 2004 的專
書中，他將此一思考非常有系統地加以呈現。他對政治支持區的分析層次，與
Easton 相同，分為政治社群、典章制度以及權威當局三個層次。不過，他也進
一步區分為兩個面向。就評估的面向（evaluative aspect）而言，他是指當民眾
看到政府政策輸出符合其利益則給予支持。此外，他也將政治支持包含感性的
情感（affect feeling）。他認為，Almond 與 Verba（1963）在討論民眾對於政治
體系的歸屬感是屬於此一層面，而這種歸屬感是從早期社會化過程獲得的。因
此，Dalton 認為依照 Easton 的分類，評估面向的政治支持屬於特定的支持，而
情感面向的屬於廣泛的支持。我們將 Dalton 上述的區分列於表 4，在該表中，
民眾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上，就評估面向是談是否為「最適合生活的國家」，
而情感取向則以國家榮耀感與國家認同感為主。就此定義而言，Dalton(2004,44)
也指出，其實與 Almond 與 Verba（1963）上述討論的「體系好惡」（system
affect）有關。在典章制度上，有關原則層面，他請受訪者評估「民主是否為最
好的政體」以及分析民眾「民主價值」的分佈。其中，民主價值則以自決
（self-determination）、參與以及表意自由為主。（Dalton 2004,42）在規範與程
序上，Dalton(2004,39)以對民主表現的滿意程度為主要測量，此外，對於弱勢
團體權利的重視，如女性、少數族裔背景與同性戀團體，以及政治容忍，都是
對於政治權利與參與規範評估的重要指標。不過在情感層面的測量，Dalton 並
沒有具體建議。典章制度中的制度層面，Dalton（2004,35-39）整理民眾對於國
會、行政部門以及司法等三個機構的信任情況以及民眾評估「政府是否只會關
切利益團體的利益還是人民的利益」等兩個層面。有關對權威當局支持的測
量，Dalton(2004, 25-31)運用 SRC 有關政治信任的測量，檢視民眾對於一般政治
人物或是政府官員的信任程度。此外，他也運用類似外在政治效能感中，有關
政治人物會不會在乎民眾想法的測量，比較分析各個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變化
趨勢。此外，Dalton（2004, 31-34）也納入政黨認同者分佈的比例，討論民眾在
對權威當局的情感取向。就其分類的評估面向，我們可以發現，似乎成為選舉
中民眾對於主要候選人的評估以及投票支持的情況，似乎與投票行為討論的候
選人因素或是投票行為有所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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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民眾政治支持的類型
分析層次
評估
政治社群
最適合生活的國家

情感取向
國家榮耀感
國家認同感

典章制度
原則 民主是最好的政體
規範與程序 權利的評估
滿意民主程序
制度 表現的判斷
產出的預期
權威當局
候選人評估
投票支持
資料來源：Dalton(2004, 24, Table 2.1)。

民主價值
政治權力
體系規範
參與規範
機構信任程度
政黨政府的支持
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認同政黨

就本研究而言，Dalton 提供的分類是較具有啟發性的。不過，因為國內現
有調查研究資料中，對於政治支持的系統研究並不多見，因此，本研究的主要
工作，將是整理與檢視既有資料，將相關的測量做出系統的分析與整理，並提
出可能的適當的測量工具。

三、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
針對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而言，Easton（1965: 203-1）認為，有三種情
況會讓體系成員的支持下滑。首先是政府沒有呼應民眾的需求，提出具體政
策。其次則是政府未具前瞻的眼光，提出防範的政策。第三則是，儘管政府執
行特定政策來呼應民眾的需求，不過，政策產出的結果卻未符合民眾的需求。
因此，政府是否可提出滿足民眾需求的政策，是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重要影響
因素。此外，Easton(1965,251-6)在討論如何減緩體系成員支持下降的壓力時，
特別指出，代議制度是可以將民眾需求向權威當局反映，將是增加體系成員對
體系支持的重要方法。藉由代議制度的安排以及表現，不但可以將民意向執政
當局反應，也有利減低其成員給予體系壓力。
Kornberg 與 Clarke（1992, xiv-xv）認為，民眾的政治支持，起源於政治社
會化的過程以及對於主要政治機構與程序之運作的工具性評價（instrumental
judgments）。其中，個人價值、團體認同以及民主規範與價值屬於社會化的經
驗，而政治體系運作的效能與平等公正（equity-fairness）屬於後者。社會化經
驗與個人對政治社群的支持密切相關，而對於政治體系工具性的評價則與典章
制度及權威當局的支持密不可分。Kornberg 與 Clarke（1992, 6-7）認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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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民眾的政治支持，取決於他們認為國家對其公民權利保障的紀錄。當
民眾認為政府公平或是平等地對待他們，民眾才會給予政治支持。
Sztompka（1999 ch.4）則從信任的角度，提出民眾是否產生信任的三個原
因 。 這 三 個 原 因 分 別 是 ： 理 性 （ reasons ） 、 偏 好 （ predilections ） 及 規 則
（rules）。理性指的是社會關係，因為彼此互相合作的社會關係，使得信任可
以維持。偏好則傾向於將信任建立在個人人格上，與社會化過程密切相關。規
則與一個社會既有的文化以及典章制度有關。其中，理性的因素實與上述
Muller 與 Jukam（1977）以及 Dalton(2004)所說的，民眾對於政府政策產出的理
性評估密切相關。因此，從這三個角度出發，我們在討論民眾政治支持時，也
可以從理性的評估、個人社會化歷程以及既有的規範與社會價值切入，分析台
灣民眾政治支持的可能起源。
Norris(1999b)則認為，從政治社會化或是政治價值的解釋，雖有其解釋
力，不過，我們看到民眾對於國會滿意度持續下滑的情況似乎不是此種解釋途
徑可以解釋的。而有關政府表現的解釋，雖然對於民眾政治支持的波動有其解
釋力，不過，不論從施政表現或是經濟表現的指標，對於特定國家民眾的政治
支持變動也有不足之處。以美國為例，在 1960 年代的經濟表現不差，不過，政
治支持卻開始下滑。因此，Norris 提出「制度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ies）這
個第三種途徑來解釋民眾政治支持的變化。他認為，在不同的政治體制下，民
眾 的 政 治 支 持 也 會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如 多 數 制 （ majoritarian ） 共 識 制
（consensual）的制度安排中，選舉中投給選後執政的的贏家（winners）選民以
及輸家（losers）選民的政治支持情況就不同。因為，在多數決制中，注重的是
究責（accountability）與效率（effectiveness），但是輸家的政策偏好往往被忽
略。而共識制的政體中，因為輸家的政治偏好有可能被照顧。因此，同樣是輸
家，在共識制相較於多數制的制度安排下，其對於制度的信心就更高。Norris
也提出如果一個制度安排總是有利特定政黨或是團體，則其他民眾會因為此遊
戲規則不公致使其政治支持低落。因此，制度的設計或是制度的公平性，是研
究民眾政治支持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討論有關影響政治支持的相關影響因素後，學者也對於民眾政治支持的分
佈趨勢多所關注。以現有的長期資料而言，民眾對於政府官員施政評價以及喜
好程度的政治支持資料是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不過，從政治支持有關現任政
府官員的相關政治測量方式發展出來之後，在美國的相關研究中卻發現，美國
民眾的政治支持是一路下滑。Abramson （1983）、Alford （2001）、Blendon
等人（1997）Hetherington（1998）、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Cha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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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以及 Orren（1997）運用美國「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y, NES）的資料展示，在 1958 到 1996 年之間，民眾的政治支持快速下
降。以美國白人為例，在 1958 年時，相信政府所做的事情大多數是正確的比例
為 74%，並在 1964 年上升到 77%。不過，從 1964 年之後，這個比例就開始下
降，到了 1980 年時下跌到 25%。在雷根擔任總統的期間曾經反彈回 44%，不
過，隨著伊朗軍售醜聞的爆發、1992 年國會的相關弊案以及 1994 年共和黨控
制了國會的多數，民眾的政治支持在該年跌落至歷史新低的 21%。2因此，政府
的醜聞，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是一大打擊；不過，當國家面臨重大危機時，
民眾的政治支持似乎又有急遽上昇的跡象。就台灣地區而言，政治民主化之
後，傳播媒體報導的資訊更加開放與多元，因此，有關執政黨與金權掛勾的相
關報導時有所聞，這個情況，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而言，一定會有相當的影
響。因此，政府施政表現以及重大政治事件，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有重要影
響。
就政治社會化的角度出發，學者也討論不同社會背景民眾在政治支持分佈
的差異。Abramson（1983）發現，在白人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度者的政治支
持，比其他教育程度來的高。不過，黑人的情況則不同，也就是教育程度愈
高，對於政府愈不支持。Abramson 也發現：就不同的政治世代而言，年輕的政
治 世 代 似 乎 比 年 長 的 政 治 世 代 ， 有 較 高 的 政 治 支 持 。 Jennings 以及 Niemi
（1981）分析「家長與學生」兩波固定樣本連續訪談的調查研究資料指出：在
1965 年時可以發現，學生的政治支持比家長來得高，不過，到了 1973 年時，
男性學生的政治支持比其父親來的低。女性學生的政治支持雖然降低許多，不
過，仍然比家長高。就性別的差異而言，學生家長中，男性的政治支持較高，
而學生的政治支持卻是男性較低。Jennings 與 Niemi 認為，造成這個差異的原
因，乃是相較於女學生，男學生更容易受當時社會環境的衝擊而對於現狀不滿
以及體制的不信任。Kornberg 與 Clarke（1992）研究加拿大的法語區魁北克居
民與其他地區居民的政治支持，也發現重要的差異。就台灣地區而言，政治民
主化以來所伴隨的激烈選舉競爭、族群動員與統獨議題的熱烈交鋒，對於不同
族群、不同政治世代以及不同社會背景民眾的政治支持，也一定有不同的影
響。
由於政治支持與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基礎息息相關，因此，學者們亟於了解
造成美國民眾政治支持下滑的原因以及後果。Feldman （1983）從施政表現與
制度設計的角度，他指出：美國民眾政治支持的低落，主要是因為民眾對於現
2

在 2001 年美國境內歷經恐怖份子攻擊的「九一一」事件後，華盛頓郵報進行一項民意調查，
結果發現相信政府所做的事情大多數是正確的比例上升到 64%。參考 Chanle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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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選官員以及制度的不滿所致。其中，民眾對於國會的不滿，是導致政治支
持低落的主要原因。Williams（1985）則認為，民眾的政治支持受到其政黨認
同以及其對於政府制度評價的影響。Williams 認為 Feldman 的模型中沒有加入
民眾對於政府制度的評價，所以錯估了民眾對民選官員的評價，對於其政治支
持的影響。因此，民眾對制度的評價是值得討論的重點。不過，Williams 也同
意，民眾的政治支持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於現任民選官員以及政府制度的評
價。Hetherington（1998）的研究發現：民眾對於總統或是對於國會評價的好
壞、對政府效能的評價以及對總體經濟表現的評價，皆會影響民眾的政治支
持。Chanley（2002）則運用時間序列的資料，說明了當民眾認為國際事務為當
前國家面對最重要的問題時，民眾的政治支持會提高。換言之，當國家面臨外
來威脅時，例如美國在 2001 年歷經了「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民眾的政治支持
會跟著提升。除了政策的實質內容之外，Hibbing 與 Theiss-Morse（1995，
2001）指出：當民眾愈同意一般人民應該參與政府過程時，他們對於政府的滿
意度也愈高。所以，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民眾可參與程度以及政策制定的結果
好壞，都對於政府施政滿意度有相當的影響。
就民眾政治支持的政治效果而言，Hetherington（1999）發現：政治支持對
於民眾投票給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有顯著的影響。此外，政治支持較低的選
民，較傾向投票給美國兩大政黨以外的獨立候選人。Chanley（2002）也指出，
當民眾的政治支持高時，對於擴大政府支出的態度也是正面的。Scholz 與
Lubell（1998）則指出，民眾的政治支持與其誠實納稅之間具有正向相關。
至於政治支持的低落，會不會對於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產生不良的影
響，學者之間也有不同的看法。Miller（1974: 951）認為低落的政治支持顯示民
眾對於國家政策制定的方向並不滿意，也影響民主政體的生存。不過，Citrin
（1974）則反駁，認為低落的政治支持只是民眾對於現任民選官員的不信任以
及其制定政策的失望。而 Citrin 與 Green（1986）指出，民眾低落的政治支持其
實給予新的民選官員一個改革的契機，而民眾的政治支持的起落，則繫於他們
對於政府所作所為，而不是應做應為的評價。

四、國內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
國內對於政治支持的研究，從陳義彥（1979）、陳文俊（1998）以及陳文
俊與郭貞（1999）的研究為重要起點。不過，他們的焦點以大學的政治社會化
為對象。其後，陳陸輝（2002, 2003, 2006, 2007）運用長期的調查研究資料，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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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政治信任的相關主題做了的系統整理與分析。陳陸輝的研究著重在政治支
持中有關民眾對於政府官員信任的分析上，他使用了 1992、1995、1998 年、
2001 年以及 2004 年五次立委選舉後以及 2005 年縣市長選舉後的面訪資料，來
探討台灣地區選民政治支持的分佈、影響選民政治支持變動的因素以及政治支
持對其投票行為的影響。他的研究（2002）發現：在 1992 年到 1998 年期間，
民眾的政治支持逐步下降。在 2001 年的立委選舉中，也就是在 2000 年總統大
選之後，歷經政權和平轉移的台灣民眾其政治支持有顯著的提昇。而陳陸輝
（2006）繼續利用 2004 年立法委員選後的資料觀察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
變遷，其研究發現，民眾的政治支持雖然在 2001 年中央政權政黨輪替之後，出
現短暫的止跌，不過，卻在 2004 年跌到十幾年來的最低點。
影響選民政治支持的因素中，陳陸輝（2002、2003、2006）的相關研究發
現：除了選民對國民黨的認同外，在 1992 年與 1998 年期間，第一代選民、小
學及以下教育程度者以及國民黨的認同者，政治支持較高。民進黨或是新黨的
認同者，其政治支持則較低。同時，在統獨立場上傾向獨立的民眾，對於政府
的政治支持較低。當政權輪替之後，他也發現：在 2001 年時，選民的政治支持
較 1998 年提高，而民進黨認同者政治支持也顯著提昇。在此同時，國民黨認同
者並沒有顯著下降。就影響選民在立法委員選舉中投票行為的因素而言，選民
的政治支持愈高愈傾向支持執政黨，顯示民眾的政治支持與其對執政黨的選舉
支持之間，有重要的關聯。陳陸輝（2003、2006）另外的研究結果則顯示，民
眾對執政黨表現的評價以及對總體經濟的評估，都與民眾的政治支持顯著相
關。當民眾認為執政黨過去一年表現較差以及認為過去一年整體社會經濟變壞
時，其政治支持就出現顯著偏低的情況。此外，陳陸輝（2003）也指出，民眾
的政治支持也與其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或是展望有重要的關聯。政治支持愈高的
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實施的展望或是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愈樂觀。而鄭夙芬、
陳陸輝與劉嘉薇（2005）的研究則發現，在 2004 年的總統選舉期間與之後，本
省閩南、台灣人認同者、傾向獨立以及支持泛綠的群眾，其政治支持皆顯著高
於大陸各省、中國人認同者、傾向統一以及支持泛藍的群眾。他們也發現：民
眾對於政府舉辦的選舉、公民投票過程以及對於正副元首槍擊事件處理的滿意
度上，對於民眾政治支持具有顯著影響。換言之，認為對選舉過程以及槍擊案
處理過程不滿意的民眾，其政治支持是顯著偏低的。
此外，盛治仁（2003）的研究則著重在政黨輪替前後，國民黨支持者與民
進黨支持者在六個有關政治支持態度的持續與變遷。他的研究發現，國民黨認
同者在政權輪替之後，對於四項有關政治支持的相關問題，都出現信任感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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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不過，民進黨認同者則在六項政治支持的測量上都出現上昇的現象。
盛治仁認為（2003：139）：「這樣的態度互換顯示受訪者在回答政治支持相關
的題目時，心中對政府或是官員的圖像為特定的執政政府，反應的是黨派立場
而非抽象式的政府概念。」這個研究發現，不但回應的上述 Citrin（1974）與
Miller（1974）的對話，其實也支持了 Citrin 的基本論點。就 Easton（1975）系
統理論中的政治支持對象而言，他劃分了政治社群、政治典則以及權威當局等
三個不同層次。因此，目前台灣政治學界所使用的政治支持的測量，仍然以捕
捉到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評價為主。本研究即運用類似的測量，以瞭解民眾對
權威當局的信任程度，依照 Easton（1975）對政治支持的相關定義，是屬於特
定的支持（specific support）。此外，吳親恩（2007）則從政治人物、政府以及
民主體制三個角度，討論民眾政治信任的差異。林聰吉（2007）則從民眾對於
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分析其對民眾民主滿意度的影響。除了對於中央政府官
員的信任，陳陸輝（2007a）運用 TEDS2005M 針對台北縣、台中市、雲林縣與
高雄縣等四個縣市的縣市長選舉中，民眾對地方官員的信任程度，對其投票行
為的影響。該研究強調在地方政府層級中，民眾對於縣市政府的信任程度，也
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縣市政府行政效率愈高、愈在乎縣民的需求以及操守愈
好，愈能夠讓現任縣市長或是其同黨縣市長被提名人，在激烈的選戰中出線。
該研究的研究發現，釐清影響台灣民眾在地方首長投票行為的重要因素，也對
未來縣市首長的地方治理，有建設性的啟發。
近來，陳陸輝（2007b）運用台灣民主基金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
行的「2004 年台灣民主指標調查」（高安邦 2005），在其中的一次訪問中，涵
蓋較多有關民眾政治支持的測量變項。該研究係一初探研究，主要在分析這些
變項之間的關聯繫，以解析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樣貌。經過初步分析，陳陸輝
發現，民眾對於政治權威當局的信任不高，對於施政表現的評價勉強及格，但
是對機構的信任程度以及對選舉制度的有效性，報持較為正面的看法。此外，
民眾對於台灣的民主程度以及民主滿意度，尚稱滿意。陳陸輝進一步分析發
現，影響民眾對民主程度的評價以及民主滿意度的主要因素，以政黨認同、對
於機構的信任、對施政表現的評估以及對於選制有效性的評估。該研究因為不
是以民眾政治支持為主要討論對象，因此，在變數測量上並不完備，許多本研
究認為的重要概念都未涵蓋，殊為可惜。不過，這些初步的分析結果，對於本
研究的後續進行，還是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綜合上述國內外的研究發現，我們認為，探討影響台灣地區民眾政治支持
的持續與變遷、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以及政治支持的政治效果，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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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主題。本研究認為，除了持續過去「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中針對「政府官員」就
其清廉程度、能力、操守以及其他面向加以評估，在部分研究中也將行政、立
法與司法機構區分，更有涵蓋民主價值的相關研究。（朱雲漢 2005;劉義周
1999）不過，上述研究往往運用既有經驗調查資料進行分析，資料的完整性與
本研究的理論架構上所落差。本研究將運用上述 Dalton 提出的分析架構，針對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做持續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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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遷
本 研 究 運 用 調 查 研 究 資 料 ， 分 析 台 灣 民 眾 的 政 治 支 持 。 從 Easton
（1964,1975）的理論出發，民眾的政治支持對象可區分為對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典則（regime）以及政治權威（political authority）三個層次，不
過，具體且系統的實證分析在國內外的研究相當有限，本研究希望運用現有調
查資料，建構台灣民眾的政治支持層次。
本研究分別運用 2004 年與 2009 年執行的兩筆資料，分析在民進黨執政時
期以及二次政黨輪替後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遷。經
過初步分析的結果發現：無論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或是在國民黨執政階段，民眾
對於政治權威當局的信任不高，對於施政表現的評價勉強及格，但是對機構的
信任程度以及對選舉制度的有效性，報持較為正面的看法。此外，民眾對於台
灣的民主程度以及民主滿意度，尚稱滿意。進一步分析發現，影響民眾對民主
程度的評價以及民主滿意度的主要因素，以政黨認同、對於機構的信任、對施
政表現的評估以及對於選制有效性的評估。
本研究運用兩筆資料比較不同政黨執政時期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遷，
希望透過比較分析，描述在台灣民主體制的運作過程中，民眾政治支持的趨
勢，讓台灣的民主體制得以健全、穩定而永續地發展。

壹、前言
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過去十年，分別出現了兩次重要的政權轉移。在
2000 年的總統選舉，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選舉，造成第一次的政權輪替。
另外在 2008 年的總統選舉，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贏得選舉，出現了第二次的
政權輪替。任何國家中，民眾的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是其合法性的重要
來 源 。 Easton(1965: 154) 即 指 出 ： 「 沒 有 政 治 相 關 成 員 （ politically relevant
members）的支持時，權威當局在將成員的需求轉為產出或是執行決策的過程
中，會面對嚴重的困難。」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觀察兩次政黨輪替之後，民
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遷，可以進一步掌握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意涵、分佈以
及影響其持續與變遷的因素。本研究希望透過實證資料分析，讓我們得以掌握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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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治支持：政權合法性的基礎
本研究的背景在於關切：民眾的政治支持，既是任何政權合法性來源的重
要基礎，也是任何政體順利運作的重要保障，則影響我國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
與變遷因素，自當有其理論上與實務上的重要性。特別是在兩次政黨輪替前
後，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是否隨之改變抑或也其延續性？此一研究主
題，當為關心台灣民主政治健全發展所應瞭解。不過，政治支持的定義為何以
及影響政治支持的因素，是我們必須先予以瞭解的。以下將依序介紹西方有關
政治支持研究的相關文獻，先討論政治支持的定義、測量以及影響民眾政治支
持的因素。此外，本研究也將進一步檢視國內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情況。

一、政治支持的定義
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最早提出且最具系統者，當追溯美國學者 Easton 的
系列著作。Easton(1965, 159-161)將支持依照其外顯與否，區分為行為的「公開
支持」（overt support）以及態度的「隱匿支持」(covert support)。Easton(1965,
163)指出：公開支持包括成為組織的成員、公民或是成員履行其義務的頻率，
也包含諸如違反法律、暴動、革命或是出走移民等行為。至於隱匿支持則是測
量其信念（faith）、忠誠（loyalty）甚至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態度傾向。
當然，態度可能是正面當然也可以是負面的，如對特定政治標的對象的敵意。
因此，Easton 所提出有關支持的測量不但區分了行為與態度兩個層次，也有正
向與負面兩個方向，甚至包含了一定的強度。
Easton(1965)也從三個層次，說明民眾政治支持的對象。依照 Easton 的定
義，他將民眾政治支持區分為對於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典章制度
（regime）以及權威當局（the authorities）等三個層次。所謂政治社群，Easton
（1965,177）將其定義為政治體系，包含以政治分工結合而成的一群人，體系
中的個別成員透過多元的政治關係結合在一起並追求該體系的政治目標。至於
典章制度層次，Easton(1957, 392)曾稱為憲政原則（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或
遊戲規則。其後，他（1965：190,193）又改稱之為憲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憲政秩序包括：價值（values）、規範（norms）以及權威的結構
（structure of authority）。所謂價值，界定了成員在政治社群中日常生活與行為
基本界線；規範則說明了體系成員提出或是滿足需求時，其可預期與可接受的
一定程序；至於權威結構則是權威當局在制訂或是執行決策時，其權力分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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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正式與非正式形式。不過，Dalton(2004, 6-7)則將典章制度區分為原則、
規範與程序以及制度等三個層面。至於權威當局層次，Easton（1957,392）早期
將其稱之為政府（government）。其後，他（1965: 212）改稱之為權威當局。
這是指處理政治體系日常事務、且被體系成員認知到他們有責任須處理這些事
務、且在他們擔任職位時他們的決策對體系成員是具有約束力的。
此外，Easton（1965, ch. 17）也進一步將政治支持區分為廣泛的（diffuse）
支持與特定的（specific）支持。特定的支持為民眾對於權威當局滿足其需求
時，給予權威當局支持回報的對應關係。因此，Easton（1975,437）後來指出，
特定支持是目標導向的（object-specific），民眾一方面認知到權威當局，另一
方面也感受到特定政策輸出結果。至於廣泛的支持則為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
群的支持。相對於特定的支持，廣泛的支持指的是情感上的認同與支持，對象
則是以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為主。Easton（1965,273）指出，廣泛的支持為成
員對體系標的物之肯定態度或善意積累。其有助於成員在面對他們反對或是有
損其利益的輸出時，仍然可以接受或是容忍。因此，即使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
施政績效不滿而不給予其支持，仍然無損於他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
持。Easton（1975,444-6）也進一步指出廣泛支持的三個特性，包括：時間上是
較為持久而穩定、對象上是對典章制度與政治社群的「基本」支持以及來源上
它是來是社會化歷程與個人經驗。
不過 Easton（1975）其後的文章將廣泛支持的對象擴及對權威當局的支
持。他指出，在廣泛的支持表現在對於權威當局與典章制度上，為信任
（trust）與合法性（legitimacy）。Easton（1975, 447）引用 Gamson（1968,
54）的定義，將信任定義為「即使未加關照，政治體系仍然會產出可欲的成
果」。因此，當執政當局照顧其成員的利益，或是典章制度的運作過程讓其成
員得到符號上（symbolic）的滿足，即可獲得其成員的信任。當然，成員廣泛
的支持也表現在對於政治標的物具有合法性的信念上。當成員認為在政治領域
中，各標的物與其個人的是非觀念或道德原則相符時，而願意服從權威當局的
領導或是遵從既有的典章制度。（Easton 1965: 278）在合法性的來源與對象
上，Easton（1965: chs. 18-9, 1975,450-2）指出意識型態、結構以及個人因素，
均為合法性的來源。至於合法性的對象，Easton 則專注於典章制度與權威當局
兩個面。
除了 Easton 的討論之外，Muller(1970, 1149)的分析是側重在代議政治下，
民眾對於權威當局表現的評估。Muller 認為：代議政治是將政治社群的成員與
權威當局連結的重要機制。因為成員可以檢視權威當局是否支持或是代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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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利益，並評估權威當局表現是否令其滿意。Muller(1970, 1149)指出：成員對
於權威當局滿意度的評估，會進一步變成其成員對於政治體系的支持。不過，
Muller 認為成員對權威當局表現的認知未必全然奠基於「工具性的表現滿意」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有時也視其對權威當局「符號性的表
現滿意」（symbolic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Muller(1970, 1154-6, 1155 fn.31)
在後續的研究中，針對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表現（performance）歸類為工具性
的（instrumental）、表達性的（expressive）以及其他的（extraneous）表現三
種，他認為民眾會因為對這些不同表現的滿意程度，而決定是否給予權威當局
支持。不過，Muller 認為，民眾在評估權威當局的工具性表現之前，需具備一
定資訊且對政治事務積極關注，他們會因為特定政策輸出（不）符合其預期而
表現出（不）滿意。例如，選民會因為特定政治人物所持的立場與其相同也對
此工具性表現感到滿意。此外，民眾也可能無法將權威當局的表現與特定政策
輸出連結，但會因為政治人物的一些符號性行為而感到滿意。例如，民眾會因
為特定政治人物是民主黨的或是保守黨的黨員而對其給予表達性的支持。此
外，選民也可能僅因為受家人影響而喜歡特定政治人物，此即屬於其他的支
持。
不過，Hibbing 與 Theiss-Morse（1995：12-7）對於 Easton 的政治支持的分
類卻持不同意見。他們認為，廣泛的支持與特定的支持的區分，其實忽略了政
治過程的重要。換言之，當民眾不認同或是不滿意對於整個決策的過程話，也
自然影響到他們政治支持的高低。所謂政策過程，正是 Easton 系統分析中不可
觸及的「黑盒子」部分，也是運用 Easton 的分類進行分析的盲點。此外，他們
也認為，政治支持的對象其實會因不同的政體而出現不同的制度及其成員。以
美國而言，總統、國會以及最高法院是分權與制衡的三個主要機構且各有不同
成員，如果不加以區分，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的研究，將會是一個
重大缺失。
除 此 之 外 ， Lipset (1981: ch.3) 也 運 用 效 能 （ effectiveness ） 與 合 法 性
（ legitimacy ） 兩 個 面 向 ， 來 區 分 民 眾 對 於 政 府 與 政 治 體 系 的 評 估 。 Lipset
（1981: 64）認為效能是對政府實際表現的評估，合法性則是成員相信既有政治
制度（political institutions）是對所處社會最適宜的制度安排。Lipset 認為效能
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則是評估性的。
綜合而言，有關政治支持的定義，學者集中在政治社群、典章制度與權威
當局三個層次上，就其特質而言，則以理性評估的特定支持以及感性取向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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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支持為討論焦點。不過，如何將這些抽象的概念落實在具體測量中，才是研
究政治支持學者的重要挑戰。我們接著將說明有關政治支持的測量。

二、政治支持的測量
關於政治支持的測量，學者除了沿用 Easton 的相關定義，討論對於政治支
持的測量之外，也對政治信任這個概念的測量，多所討論。本研究暫以政治支
持的測量，為主要討論焦點。在具體的測量中，Muller 與 Jukam（1977）的研
究，算是較為具體區分民眾對權威當局的支持與體系的支持。他們指出：對現
任者的好惡（incumbent affect）以及對體系的好惡（system affect）是可以區分
的。他們運用對於政府體系的合法性測量民眾對體系的好惡，他們另外用民眾
對於十一項政策的施政表現以及對於政府總體的施政表現，分別建構政策產出
評估指標以及現任者評估指標。此外，他們也運用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
（Survey Research Center, SRC）使用的對政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四項
指標，建構民眾的政治信任。他們發現，SRC 的政治信任指標與現任者好惡與
對現任者的好惡以及對體系的好惡之間的關聯性頗高，不過，當他們進一步分
析民眾上述態度與抗稅、罷工、佔領工廠、與警察衝突或是使用暴力推翻政府
等激進行為（aggressive behavior）的關係時，他們發現，儘管上述變數與民眾
的激進行為之間具有一定關聯性，不過，一旦控制了民眾對體系的好惡，上述
的關聯性立刻消失。因此，他們認為在概念上，對體系的好惡以及對現任者的
好惡之間是可以區分的。
Kornberg 與 Clarke（1992, 106-7）運用冷熱感受度（feeling thermometer）
操作了政治支持的概念。他們以加拿大民眾為例，請民眾以 0 表示冰冷
（cooler）、100 表示溫暖（warmer）而 50 為中間刻度的冷熱感受度進行評
價。他們將政治社群的支持定義為民眾「對於加拿大的整體感受」、典章制度
的支持定義為民對於加拿大政府以及國會、公務員以及司法體系的感受。至於
權威當局則定義為民眾對於全國性的幾個政黨及其領袖的感受度。他們發現：
民眾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度較高且穩定，對於典章制度的支持則較對權威當局
高。他們（1992, ch. 7）進一步分析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結果發現：影響
民眾對於政治體制支持的因素為民眾對於司法的支持、國會—公務員體系的支
持以及未來經濟發展。至於對典章制度中的司法體系支持程度，包括對於社會
的平等—公正的評估、未來經濟發展、對政府官員的政治信任、對於權威當局
的支持以及政治效能感。而對於國會—公務員的信任則奠基於對權威當局的信
任、政治效能感、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對於社會的平等—公正的評估以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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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黨認同。對於權威當局的信任則是以民眾的政黨認同、對政府官員的信任
以及對政府效能的評估。此外，一些個人政治社會化過程的變數，例如：魁北
克的居民、性別以及教育程度，也都具有影響力。
此外，Klingerman 與 Fuchs(1995)在其所編的 Citizens and the State 一書中，
學者們分別從民眾對於官員的政治信任（Listhaug 1995）、對於公部門與私部
門的機構信任（Listhaug and Wiberg 1995）以及民主滿意度（Fuchs, Guidorossi,
and Svensson 1995）等幾個面向，討論歐洲幾個資深民主國家的政治支持。
Toka(1995)則是討論中歐與東歐幾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滿意度。他們的研
究，雖以歐洲國家為主，不過，在實際的測量上，仍然不脫美國研究政治支持
的測量傳統。
Dalton（1999,2004）的研究，則是較有系統地依據 Easton 的測量加以整理
與操作化的學者。其早先（1999）的著作算是開始思考此一問題，在 2004 的專
書中，他將此一思考非常有系統地加以呈現。他對政治支持區的分析層次，與
Easton 相同，分為政治社群、典章制度以及權威當局三個層次。不過，他也進
一步區分為兩個面向。在評估的面向（evaluative aspect）指的是當民眾看到政
府政策輸出符合其利益則給予支持。此外，Dalton 也將感性的情感（affect
feeling）放入政治支持。他認為，Almond 與 Verba（1963）在討論民眾對於政
治體系的歸屬感是屬於此一層面，而這種歸屬感是從早期社會化過程獲得的。
因此，Dalton 認為依照 Easton 的分類，評估面向的政治支持屬於特定的支持，
而情感面向的屬於廣泛的支持。我們將 Dalton 上述的區分列於表 5，在該表
中，民眾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上，就評估面向是談是否為「最適合生活的國
家」，而情感取向則以國家榮耀感與國家認同感為主。就此定義而言，
Dalton(2004,44)也指出，其實與 Almond 與 Verba（1963）上述討論的「體系好
惡」（system affect）有關。在典章制度上，有關原則層面，他請受訪者評估
「民主是否為最好的政體」以及分析民眾「民主價值」的分佈。其中，民主價
值則以自決（self-determination）、參與以及表意自由為主。（Dalton 2004,42）
在規範與程序上，Dalton(2004,39)以對民主表現的滿意程度為主要測量，此
外，對於弱勢團體權利的重視，如女性、少數族裔背景與同性戀團體，以及政
治容忍，都是對於政治權利與參與規範評估的重要指標。不過在情感層面的測
量，Dalton 並沒有具體建議。典章制度中的制度層面，Dalton（2004,35-39）整
理民眾對於國會、行政部門以及司法等三個機構的信任情況以及民眾評估「政
府是否只會關切利益團體的利益還是人民的利益」等兩個層面。有關對權威當
局支持的測量，Dalton(2004, 25-31)運用 SRC 有關政治信任的測量，檢視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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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政治人物或是政府官員的信任程度。此外，他也運用類似外在政治效能
感中，有關政治人物會不會在乎民眾想法的測量，比較分析各個西方民主先進
國家的變化趨勢。此外，Dalton（2004, 31-34）也納入政黨認同者分佈的比例，
討論民眾在對權威當局的情感取向。就其分類的評估面向，我們可以發現，似
乎成為選舉中民眾對於主要候選人的評估以及投票支持的情況，似乎與投票行
為討論的候選人因素或是投票行為有所重合。
就本研究而言，Dalton 提供的分類是較具有啟發性的。不過，因為國內現
有調查研究資料中，對於政治支持的系統研究並不多見，因此，我們將檢視既
有資料，做出適當的調整。
表 5、民眾政治支持的類型
分析層次
評估
政治社群
最適合生活的國家

情感取向
國家榮耀感
國家認同感

典章制度
原則 民主是最好的政體
規範與程序 權利的評估
滿意民主程序
制度 表現的判斷
產出的預期
權威當局
候選人評估
投票支持
資料來源：Dalton(2004, 24, Table 2.1)。

民主價值
政治權力
體系規範
參與規範
機構信任程度
政黨政府的支持
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認同政黨

三、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
針對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而言，Easton（1965: 203-1）認為，有三種
情況會讓體系成員的支持下滑。首先是政府沒有呼應民眾的需求，提出具體政
策。其次則是政府未具前瞻的眼光，提出防範的政策。第三則是，儘管政府執
行特定政策來呼應民眾的需求，不過，政策產出的結果卻未符合民眾的需求。
Easton(1965,251-6)在討論如何減緩體系成員支持下降的壓力時，特別指
出，代議制度可以將民眾需求向權威當局反映，因此是增加體系成員對體系支
持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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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nberg 與 Clarke（1992, xiv-xv）認為，民眾的政治支持，起源於政治社
會化的過程以及對於主要政治機構與程序之運作的工具性評價（instrumental
judgments）。其中，個人價值、團體認同以及民主規範與價值屬於社會化的經
驗，而政治體系運作的效能與平等公正（equity-fairness）屬於後者。社會化經
驗與個人對政治社群的支持密切相關，而對於政治體系工具性的評價則與典章
制度與權威當局的支持密不可分。Kornberg 與 Clarke（1992, 6-7）認為，民主
國家中，民眾的政治支持，取決於他們認為國家對其公民權利保障的紀錄。當
民眾認為政府公平或是平等地對待他們，民眾才會給予政治支持。
討論有關影響政治支持的相關影響因素後，學者也對於民眾政治支持的分
佈趨勢多所關注。以現有的長期資料而言，民眾對於政府官員施政評價以及喜
好程度的政治支持資料是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不過，從政治支持有關現任政
府官員的相關政治測量方式發展出來之後，在美國的相關研究中卻發現，美國
民眾的政治支持是一路下滑。Abramson （1983）、Alford （2001）、Blendon
等人（1997）Hetherington（1998）、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Chanley
（2002）以及 Orren（1997）運用美國「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y, NES）的資料展示，在 1958 到 1996 年之間，民眾的政治支持快速下
降。以美國白人為例，在 1958 年時，相信政府所做的事情大多數是正確的比例
為 74%，並在 1964 年上升到 77%。不過，從 1964 年之後，這個比例就開始下
降，到了 1980 年時下跌到 25%。在雷根擔任總統的期間曾經反彈回 44%，不
過，隨著伊朗軍售醜聞的爆發、1992 年國會的相關弊案以及 1994 年共和黨控
制了國會的多數，民眾的政治支持在該年跌落至歷史新低的 21%。3因此，政府
的醜聞，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是一大打擊；不過，當國家面臨重大危機時，
民眾的政治支持似乎又有急遽上昇的跡象。就台灣地區而言，政治民主化之
後，傳播媒體報導的資訊更加開放與多元，因此，有關執政黨與金權掛勾的相
關報導時有所聞，這個情況，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而言，一定會有相當的影
響。
就不同社會背景民眾在政治支持分佈的差異而言，Abramson（1983）發
現，在白人中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度者的政治支持，比其他教育程度來的高。
不過，黑人的情況則不同，也就是教育程度愈高，對於政府愈不支持。
Abramson 也發現：就不同的政治世代而言，年輕的政治世代似乎比年長的政治
世代，有較高的政治支持。Jennings 以及 Niemi（1981）分析「家長與學生」兩
波固定樣本連續訪談的調查研究資料指出：在 1965 年時可以發現，學生的政治
3

在 2001 年美國境內歷經恐怖份子攻擊的「九一一」事件後，華盛頓郵報進行一項民意調查，
結果發現相信政府所做的事情大多數是正確的比例上升到 64%。參考 Chanle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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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比家長來得高，不過，到了 1973 年時，男性學生的政治支持比其父親來的
低。女性學生的政治支持雖然降低許多，不過，仍然比家長高。就性別的差異
而言，學生家長中，男性的政治支持較高，而學生的政治支持卻是男性較低。
Jennings 與 Niemi 認為，造成這個差異的原因，乃是相較於女學生，男學生更
容易受當時社會環境的衝擊而對於現狀不滿以及體制的不信任。就台灣地區而
言，政治民主化以來所伴隨的激烈選舉競爭、族群動員與統獨議題的熱烈交
鋒，對於不同族群、不同政治世代以及不同社會背景民眾的政治支持，也一定
有不同的影響。
由於政治支持與民主政體的合法性基礎息息相關，因此，學者們亟於了解
造成美國民眾政治支持下滑的原因以及後果。Feldman （1983）認為，美國民
眾政治支持的低落，主要是因為民眾對於現任民選官員以及制度的不滿所致。
其 中 ， 民 眾 對 於 國 會 的 不 滿 ， 是 導 致 政 治 支 持 低 落 的 主 要 原 因 。 Williams
（1985）則認為，民眾的政治支持受到其政黨認同以及其對於政府制度評價的
影響。Williams 認為 Feldman 的模型中沒有加入民眾對於政府制度的評價，所
以錯估了民眾對民選官員的評價，對於其政治支持的影響。不過，Williams 也
同意，民眾的政治支持會進一步影響民眾對於現任民選官員以及政府制度的評
價。Hetherington（1998）的研究發現：民眾對於總統或是對於國會評價的好
壞、對政府效能的評價以及對總體經濟表現的評價，皆會影響民眾的政治支
持。Chanley（2002）則運用時間序列的資料，說明了當民眾認為國際事務為當
前國家面對最重要的問題時，民眾的政治支持會提高。換言之，當國家面臨外
來威脅時，例如美國在 2001 年歷經了「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民眾的政治支持
會跟著提升。除了政策的實質內容之外，Hibbing 與 Theiss-Morse（1995，
2001）指出：當民眾愈同意一般人民應該參與政府過程時，他們對於政府的滿
意度也愈高。所以，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民眾可參與程度以及政策制定的結果
好壞，都對於政府施政滿意度有相當的影響。
就民眾政治支持的政治效果而言，Hetherington（1999）發現：政治支持對
於民眾投票給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有顯著的影響。此外，政治支持較低的選
民，較傾向投票給美國兩大政黨以外的獨立候選人。而 Chanley（2002）也指
出，當民眾的政治支持高時，對於擴大政府支出的態度也是正面的。Scholz 與
Lubell（1998）則指出，民眾的政治支持與其誠實納稅之間具有正向相關。
至於政治支持的低落，會不會對於民主政治的實際運作，產生不良的影
響，學者之間也有不同的看法。Miller（1974: 951）認為低落的政治支持顯示民
眾對於國家政策制定的方向並不滿意，也影響民主政體的生存。不過，Ci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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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則反駁，認為低落的政治支持只是民眾對於現任民選官員的不信任以
及其制定政策的失望。而 Citrin 與 Green（1986）指出，民眾低落的政治支持其
實給予新的民選官員一個改革的契機，而民眾的政治支持的起落，則繫於他們
對於政府所作所為，而不是應做應為的評價。

四、台灣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
台灣對於政治支持的研究，主要關注於對權威當局政治信任的層面，這可
以從陳陸輝（2002, 2003, 2006, 2007）運用長期的調查研究資料，所做的整理與
分析，來加以說明。他的研究著重在政治支持中有關民眾對於政府官員信任的
分析上，他使用了 1992、1995、1998 年、2001 年以及 2004 年五次立委選舉後
以及 2005 年縣市長選舉後的面訪資料，來探討台灣地區選民政治信任的分佈、
影響選民政治信任變動的因素以及政治信任對其投票行為的影響。他的研究
（2002）發現：在 1992 年到 1998 年期間，民眾的政治信任逐步下降。在 2001
年的立委選舉中，也就是在 2000 年總統大選之後，歷經政權和平轉移的台灣民
眾其政治支持有顯著的提昇。陳陸輝（2006）繼續利用 2004 年立法委員選後的
資料觀察台灣民眾政治信任的持續與變遷，其研究發現，民眾的政治信任雖然
在 2001 年中央政權政黨輪替之後，出現短暫的止跌，不過，卻在 2004 年跌到
十幾年來的最低點。
影響選民政治信任的因素中，陳陸輝（2002、2003、2006）的相關研究發
現：除了選民對國民黨的認同外，在 1992 年與 1998 年期間，第一代選民、小
學及以下教育程度者以及國民黨的認同者，政治信任較高。民進黨或是新黨的
認同者，其政治信任則較低。同時，在統獨立場上傾向獨立的民眾，對於政府
的政治信任較低。當政權輪替之後，他也發現：在 2001 年時，選民的政治信任
較 1998 年提高，而民進黨認同者政治支持也顯著提昇。在此同時，國民黨認同
者並沒有顯著下降。就影響選民在立法委員選舉中投票行為的因素而言，選民
的政治信任愈高愈傾向支持執政黨，顯示民眾的政治信任與其對執政黨的選舉
支持之間，有重要的關聯。陳陸輝（2003、2006）另外的研究結果則顯示，民
眾對執政黨表現的評價以及對總體經濟的評估，都與民眾的政治信任顯著相
關。當民眾認為執政黨過去一年表現較差以及認為過去一年整體社會經濟變壞
時，其政治信任就出現顯著偏低的情況。此外，陳陸輝（2003）也指出，民眾
的政治信任也與其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或是展望有重要的關聯。政治信任愈高的
民眾，對台灣民主政治實施的展望或是對民主政治的評價愈樂觀。而鄭夙芬、
陳陸輝與劉嘉薇（2008）的研究則發現，在 2004 年的總統選舉期間與之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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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閩南、台灣人認同者、傾向獨立以及支持泛綠的群眾，其政治信任皆顯著高
於大陸各省、中國人認同者、傾向統一以及支持泛藍的群眾。他們也發現：民
眾對於政府舉辦的選舉、公民投票過程以及對於正副元首槍擊事件處理的滿意
度上，對於民眾政治信任具有顯著影響。換言之，認為對選舉過程以及槍擊案
處理過程不滿意的民眾，其政治信任是顯著偏低的。
此外，盛治仁（2003）的研究則著重在政黨輪替前後，國民黨支持者與民
進黨支持者在六個有關政治信任態度的持續與變遷。他的研究發現，國民黨認
同者在政權輪替之後，對於四項有關政治信任的相關問題，都出現信任感降低
的趨勢，不過，民進黨認同者則在六項政治支持的測量上都出現上昇的現象。
盛治仁認為（2003：139）：「這樣的態度互換顯示受訪者在回答政治支持相關
的題目時，心中對政府或是官員的圖像為特定的執政政府，反應的是黨派立場
而非抽象式的政府概念。」這個研究發現，不但回應的上述 Citrin（1974）與
Miller（1974）的對話，其實也支持了 Citrin 的基本論點。在 Easton（1975）系
統理論中的政治支持對象而言，他劃分了政治社群、政治典則以及權威當局等
三個不同層次。因此，目前台灣政治學界所使用的政治支持的測量，仍然以捕
捉到民眾對於權威當局評價的政治信任為主。本研究即運用類似的測量，以瞭
解民眾對權威當局的信任程度，依照 Easton（1975）對政治支持的相關定義，
是屬於特定的支持（specific support）。此外，吳親恩（2007）則從政治人物、
政府以及民主體制三個角度，討論民眾政治信任的差異。林聰吉（2007）則從
民眾對於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分析其對民眾民主滿意度的影響。
綜合上述國內外的研究發現，我們認為，探討影響台灣地區民眾政治支持
的持續與變遷的因素，以及政治支持的政治效果，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主題。本
研究認為，除了針對「政府官員」就其清廉程度、能力、操守以及其他面向加
以評估，部分研究也將行政、立法與司法機構區分，更有涵蓋民主價值的相關
研究。不過，上述研究往往運用既有經驗調查資料進行分析，資料的完整性與
理論上往往有所落差。本研究將運用上述 Dalton 提出的分析架構，運用 2004
年與 2009 年兩次調查研究資料，針對台灣民眾政治支持，做比較分析。

參、研究方法與資料
本研究分別運用台灣民主基金會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的「2004
年台灣民主指標調查」所進行的電話訪問資料，以及陳陸輝主持的國科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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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與應用」在 2009 年所進行的訪問
資料，進行比較分析。2004 年與 2009 年的調查訪問的對象以台灣地區（不含
金門、馬祖）年滿二十歲以上的成年人為所定義的母體，其抽樣方法分別以係
以「中華電信住宅部 93 年版電話號碼簿」與「中華電信住宅部 97 年版電話號
碼簿」為母體清冊，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全省電話樣本後，隨機修正最後兩碼或
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錄電話的住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依照戶中抽樣的原
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行訪問。2004 年的訪問期間為 5 月 21 至 5 月 24 日，
訪問完成有效樣本 1,077 位，以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
抽樣誤差為：±2.98％。2009 年的電話訪問期間為 4 月 7 日到 12 日之間，完成
有效樣本為 1,676 位，以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
差為：±2.44％。
本研究的關於政治支持的測量，將參考 Dalton（2004）與 Hibbing TheissMorse（1995）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將政治支持的對象以及相關的研究題目，依
照表一的架構，分析政治支持的對象，通常區分為對政治社群、典則以及執政
當局三個層面。具體的測量工具上，就權威當局而言，我們從情感取向出發，
涵蓋民眾對於政府官員的信任以及對國內主要政黨的認同情況。為了與一般投
票行為的研究加以區分，且受限於資料的內容，本研究並不包括有關候選人評
估以及投票支持的測量。就典章制度部分，以制度層面為例，我們將探討民眾
對我國不同政治機構的信任程度，並分析民眾對於政府在經濟表現的判斷。就
典章制度的程序與規範層面，我們將針對民眾制度效率性的評估。由於民主國
家中，定期與公開的選舉是決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將探討民
眾對於選舉制度有效性的評估。就典章制度的原則部分，我們將以民眾的民主
價值以及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的滿意度，進行討論。由於有關政治社群的測量
有限，而運用「台灣人/中國人」自我認定做為國家認同的測量也有其限制，因
此，本研究將以典章制度與權威當局為主要討論對象。在分析時，也以民眾對
於我國民主政治的現況以及民主滿意度為分析焦點。各變數的問卷題目及分析
時的編碼方式，請參考附錄。
從上述的文獻檢閱中，我們發現：民眾政治支持的來源有兩個重要途徑。
其一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其二為個人經驗。因此，本研究希望以民眾對於台
灣民主的程度以及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滿意度為兩個民眾對於典章制度支持的
兩個主要的依變項。本研究認為：過去政治社會化的經驗中，民眾的政黨認
同、對於政府官員或是政治機構的信任以及民主價值對於民主政治的評價具有
一定影響力。不過，民眾也對於具體的政策輸出以及民主程序相當重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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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具體施政表現以及選制效能的評估，也會影響到他們對民主運作的滿
意程度。換言之，民眾除了感情的因素外，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具體政策輸出
以及運作程序的公開透明的理性評價，都會影響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

肆、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的資料分析，可依照民眾的政黨認同與對政府官員的信任程度、對
於政治機構的信任、對具體經濟表現的評估、對於選制有效性的評估、在民主
價值的分佈以及民主滿意度與民主現況的評價等部分，依序討論。

一、民眾對權威當局的評估：對政府官員的信任與政黨認同
有關民眾對於權威當局信任的評估分佈，我們可以從表 6 中看出：在 2004
年訪問期間，民眾對於首長在大眾傳播媒體發言的信任程度較高，達到三成，
不過，相信政府做事大多正確的比例超過四分之一，而不相信政府會浪費民眾
稅金的比例，僅兩成出頭。到了 2009 年，我們發現民眾對於「政府做事大多正
確」的比例仍然接近三成，不過，對於手長說話的信任度下降至四分之一的比
例，至於在政府浪費稅金上，信任的程度僅七分之一。，整體而言，在 2004 年
與 2009 年，民眾對於政府官員的整體信任程度並不高。
表 6、民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程度分佈
2004 年 1
信任
不信任
首長說話
30.7
69.3
政府做事大多正確
27.7
72.3
政府浪費稅金
23.0
77.0

2009 年 2
信任
不信任
26.2
73.8
28.7
71.3
15.7
84.3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的分佈在 820 到 931 之間。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介於 1,523 到 1,576 之間。
說明：表中數字為橫列百分比。

我們進一步將三個題目合併建構成一個民眾對於政府官員信任程度的指
標，經過內在一致性的檢定，2004 年的 Cronbach’s α 為 0.75，2009 年則為
0.65，表示適合建構成一個指標。我們重新編碼該指標，讓其最大值為 1 最小
值為 0。政府官員信任指標的平均數在 2004 年為 0.33、2009 年下降至 0.29；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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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差在 2004 年為 0.26、2009 年則為 0.23。此一趨勢表示民眾對政府官員的政
治信任，仍然持續在下滑中。
至於民眾對於政黨的認同比例上，在 2004 年時，民眾對國民的認同者為
黨 18.7%，新黨的認同者為 1.1%，而親民黨的認同者為 9.9%，三者合計泛藍的
認同者約為三成（29.6% ）。此外，民進黨的認同者為 28.7 ％ ， 台 聯 的 有
2.1%，兩者合計泛綠的認同者也有三成（30.8%）。至於沒有政黨傾向者約有
四成（39.6%）。到了 2009 年，民眾認同國民黨的比例上升到 36.2%，但是對
親民黨與新黨的認同者，則分別下降到 1.8%與 0.9%，泛藍認同者的比例隨著
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勝選而上升至接近四成（38.9%）。民進黨的認同者則下降
至接近兩成（19.1%），台聯也僅剩下 1.7%的認同者。泛綠的認同者僅在兩成
上下。至於無傾向者則仍然維持在四成左右。整體而言，隨著台灣民主深化、
政權再次輪替以及立法委員選舉制度改變，民眾的政黨認同逐漸向兩個主要政
黨聚集。

二、對於政治機構的信任程度
除了對政黨的認同與對政府官員的信任之外，本研究也詢問民眾對於中央
政治機構、軍隊、媒體與政黨的信任程度。表 7 中可以發現，在 2004 年時，民
眾對於軍隊的信任程度最高，達到 6.45，其次依序為總統（5.56）、法院
（5.43）、行政院（5.15）與政黨（4.52），但是對於立法院與媒體最低，僅各
有 4.13 與 3.85。到了 2009 年，民眾對總統的信任程度最高，為 5.10，其次依
序為行政院（4.58）、軍隊（4.56）、法院（4.41）與政黨（3.98），同樣地，
對於立法院與媒體最低，僅各有 3.85 與 3.58。此一趨勢顯示民眾對於重要機構
的現任程度下降，且對於第四權的媒體以及匯集民意與代表民意的立法院與政
黨的信任程度持續偏低，此一方面反映民眾對於立院問政品質的持續不信任，
也對於所謂媒體報導的信任度偏低。這兩個機構一個是代議政治的重要機構，
一個是號稱第四權的媒體，此一發展對於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一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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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民眾對機構的信任程度分佈
2004 年 1
平均數
（標準差）
總統
5.56
(3.04)
行政院
5.15
(2.49)
立法院
4.13
(2.37)
法院
5.43
(2.40)
軍隊
6.45
(2.39)
政黨
4.52
(2.22)
媒體
3.85
(2.37)

2009 年 2
平均數
（標準差）
5.10
(2.82)
4.58
(2.38)
3.86
(2.36)
4.41
(2.44)
4.56
(2.43)
3.99
(2.30)
3.58
(2.37)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的分佈在 863 到 962 之間。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介於 1,436 到 1,600 之間。
說明：表中數字為平均數（括號中為標準差）。問卷題目請民眾以 0 到 10 表示對該機構的信
任程度，數值愈高表示愈信任。

為了接下來的分析，我們進一步將七個題目合併建構成一個民眾對於機構
信任程度的指標，經過內在一致性的檢定，在 2004 年的 Cronbach’s α 為 0.82，
到了 2009 年達到 0.88，表示適合建構成一個指標。我們重新編碼該指標，讓其
最大值為 1 最小值為 0。重新處理後的政治機構信任指標的平均數在 2004 年為
0.50、2009 年下降到 0.43，至於標準差在 2004 年為 0.17、2009 年為 0.19。

三、對於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
有關民眾對政府各項施政表現的評價上，本研究針對經濟狀況加以比較分
析。在 2004 年，民眾評分的平均為 4.84，不過隨著金融海嘯席捲全球，到了
2009 年的評估僅有 3.90。整體而言，如果以 5 分為及格，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
經濟表現是給予不及格的評價。
表 8、民眾對各種經濟表現的評估分佈
平均數
1
2004 年
4.84
2
2009 年
3.90

標準差
2.24
2.13

（樣本數）
（ 984）
（1,622）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
說明：表中數字為平均數與標準差（括號中為樣本數）。問卷題目請民眾以 0 到 10 來評估經
濟情況的好壞，數值愈高表示情況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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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選舉制度有效性的評價
在典章制度層面的另一組相關變項，是有關民眾對選舉制度的有效性與公
平性的程度來進行分析。在民主國家中，定期選舉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基礎。
因此，民眾對於選舉制度評估，對於民主政治的憲政合法性，有重要關聯。從
表五可以發現：在 2004 年時，民眾對於選舉是否可以選出民眾要的人的制度有
效性上的平均評分為 5.81，顯示民眾認為選舉制度仍然可以選出老百姓要的
人。不過，到了 2009 年已經下降到 4.84，其下降的幅度頗大，相當值得注意。
就選舉的公平性上，在 2004 年的評分為 5.79，也是傾向認為選舉制度還算公
平。不過，到了 2009 年也下降到 4.87，顯示民眾對於現有選舉制度的有效性，
在 2004 年到 2009 年之間，出現了重要變化。從 2004 年的還算支持，下降到
2009 年的較不支持。
表 9、民眾對政治典則規範與程序的評估：制度的有效性
2004 年 1
2009 年 2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選舉可以選出民眾要的人
5.81
(2.86)
4.84
(2.49)
選舉法規對政黨或候選人公平
5.79
(2.88)
4.87
(2.58)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的分佈在 915 到 917 之間。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的分佈在 1517 到 1552 之間。
說明：表中數字為平均數（括號中為標準差）。問卷題目請民眾以 0 到 10 來評估表現好壞，
數值愈高表示愈滿意。

在接下來的分析中，我們進一步將兩個題目合併建構成一個民眾對於選舉
制度有效性的指標，經過內在一致性的檢定，2004 年的 Cronbach’s α 為 0.72、
2009 年為 0.67，表示還算適合建構成一個指標。我們重新編碼該指標，讓其最
大值為 1 最小值為 0。重新處理後的選舉制度有效性指標在 2004 年的平均數為
0.58，標準差為 0.26；2009 年下降為 0.48，標準差為 0.23。顯示民眾對於選舉
制度有效性，是從較為正面的看法轉向略微負面的看法。

五、民主價值中制衡觀的分佈
有關民主價值中「制衡觀」的分佈，可參考表六。在 2004 年，同意政府一
旦受到民意機關制衡即無大作為的比例約兩成（20.1%），但是認為政府應受制
衡的超過六成（61.5%）顯示民眾的制衡觀念遠高於多元觀念。到了 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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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分佈相當穩定，具備制衡觀者仍然超過四分之三，不具備者不及四分之
一。我們在後續的分析也將制衡觀的分佈標準化為 0 到 1 之間，分數愈高表示
制衡的傾向愈高。在 2004 年制衡觀的平均數為 0.77 分，標準差為 0.33；2009
年的平均數為 0.72，標準差為 0.33。
表 10、民眾制衡觀的分佈
2004 年
2009 年 2
1

具備
79.9
77.0

不具備
20.1
23.0

（樣本數）
（ 872 ）
（1,573）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
說明：表中數字為橫列百分比（括號中為樣本數）。

六、對民主政治的滿意度與評價
有關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各項評價上，本研究分別針對台灣民主的程度以及
民眾對台灣民主的滿意度進行分析。就台灣民主的程度上，在 2004 年民眾的評
分達到 5.80，是還不錯的分數，顯示民眾對於台灣的民主程度頗具信心。到了
2009 年，此一分數更上升到 6.08，顯示經過二次政黨輪替，民眾也認知到台灣
的民主程度，更進一步。不過，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實行上，民眾給予的分數
較低，在 2004 年為 5.16 分，到了 2009 年雖略微上升到 5.21，不過，這個分佈
表示台灣目前民主政治需要加強之處仍然不少。
表 11、民眾對民主現況的評估分佈
2004 年 1
平均數
(標準差)
民主程度
5.80
(2.54)
民主滿意度
5.16
(2.48)

2009 年 2
平均數
(標準差)
6.08
(2.55)
5.21
(2.39)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的分佈在 903 到 961 之間。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故有效樣本數的分佈在 1588 到 1594 之間。
說明：表中數字為平均數（括號中為標準差）。問卷題目請民眾以 0 到 10 來評估表現好壞，
數值愈高表示愈民主或愈滿意。

我們接著以民眾對於民主滿意度以及民主程度的評估為依變數，分別納入
上述有關對權威當局支持的政府官員信任以及政黨認同傾向、對典章制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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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構信任、施政表現評估、選舉制度有效性、民主價值的制衡觀等變數，並
進一步控制民眾的性別、政治世代與統獨傾向。具體的模型內容參見表 12 與表
13。從表 12 中我們發現：影響民眾對於民主的滿意程度，除了政黨認同外，主
要是以對典章制度的支持等因素為主。在 2004 年民進黨執政時期以及 2009 年
國民黨執政時期，民眾對於機構的信任程度、經濟表現評估、以及對於選舉制
度有效性的評估，都影響他們的民主滿意度。因此，民眾對於典章制度的支
持，是影響他們對於民主運作滿意與否的重要條件。這一部份的影響因素，涵
蓋對於目前重要憲政機構的信任程度、對於選舉制度過程與制度有效性的認
知、以及實際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就本研究發現而言，此一部分所隱含的理
論意義需進一步闡述。民眾對於目前民主制度的滿意度，既具具有理性的評估
成分，也包含對於憲政機制的感信認知與信任成分。因此，民主體制的順利運
作以及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滿意度，不但奠基於對既有憲政制度的認知與評
價，也受政府的客觀表現所影響。所以，如果憲政制度設計是民主政治的硬體
工程，執政者具體的施政表現，就是民眾支持的源泉活水。除了典章制度外，
在兩次訪問中，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同時影響民眾對民主的滿意度，那就是民眾
的政黨認同。在 2004 年民進黨執政時期，泛綠認同者（包括：民進黨與台聯黨
認同者）相對於泛藍認同者（包括：國民黨、新黨與親民黨的認同者），對於
民主的滿意度較高。但是在 2009 年，此一趨勢出現變化，轉變為泛綠認同者對
民主滿意度較泛藍者顯著為低。因此，民主滿度相當程度，也反映民眾個人的
政黨立場。我們也從 2004 年支持獨立的民眾，較支持統一民眾，更滿意民主的
情況可以發現。就其他社會背景的因素而言，女性在 2004 年對民主的滿意度顯
著偏低、第二代民眾也較第三代民眾對民主的滿意度偏低，不過，此一情況到
了 2009 年都不再發生。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9 年，制衡觀愈高的民眾，對民
主政治愈滿意。此一發現，值得後續觀察。
在表 13 中，我們觀察影響民眾評估民主程度的因素。表九的發現，也與表
八類似，在對典章制度的支持等變數上，我們發現：機構信任、經濟的表現、
選舉制度有效性等因素，具有顯著影響力。此外，政黨認同的黨性因素，也同
樣出現執政黨認同者對於民主的評估持較為正面看法的情況。此外，到了 2009
年，民眾對於官員的信任程度愈高，也認為台灣更民主。至於民眾的統獨立場
傾向獨立或是維持現狀者，則認為台灣較不民主。上述現象是否持續，頗值得
觀察。另外一個現象，則是民眾的政治世代。最年輕的第三代民眾較第一代民
眾，認為台灣較為民主。在 2009 年我們也發現：第三代民眾較第二代民眾覺得
台灣較為民主。顯然年輕世代者，既在較為自由民主的環境長大，也深刻體認
此一現象。這個發展，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個正面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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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影響民眾民主滿意度的迴歸分析
2004 年 1
估計係數

常數
對權威當局的支持
政府官員信任
政黨認同（泛藍為對照）
認同泛綠政黨
無政黨認同
對典章制度的支持
機構信任
經濟表現評估
選舉制度有效性
民主價值：制衡觀
社會背景
女性
政治世代（第三代為對照）
第一代
第二代
統獨立場（統一為對照）
傾向獨立
維持現狀
模型資訊
樣本數
調整後 R2
估計的標準誤
條件係數

2009 年 2

（標準誤）

估計係數

（標準誤）

0.99 **

(0.35)

1.92 **

0.26

(0.38)

-0.16

(0.31)

0.45 *
0.04

(0.21)
(0.17)

-0.39 ***
-0.36

(0.16)
(0.13)

3.18 ***
2.01 ***
2.62 ***
-0.11

(0.59)
(0.40)
(0.37)
(0.22)

3.76
2.07
2.58
0.30

-0.35 *

(0.14)

-0.16

(0.11)

-0.55
-0.52 **

(0.30)
(0.16)

-0.86
-0.20

(0.23)
(0.12)

(0.26)
(0.20)

-0.43
-0.04

(0.19)
(0.17)

0.90 ***
0.18
634
0.49
1.71
16.11

**
***
***
*

(0.27)

(0.40)
(0.30)
(0.29)
(0.17)

1,321
0.41
1.86
15.73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
說明：表中「民主滿意度」的分佈為 0-10，數值愈高對民主愈滿意。統計檢定為雙尾檢定。
*: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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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影響民眾評估民主程度的迴歸分析
2004 年 1
估計係數

常數
對權威當局的支持
政府官員信任
政黨認同（泛藍為對照）
認同泛綠政黨
無政黨認同
對典章制度的支持
機構信任
經濟表現評估
選舉制度有效性
民主價值：制衡觀
社會背景
女性
政治世代（第三代為對照）
第一代
第二代
統獨立場（統一為對照）
傾向獨立
維持現狀
模型資訊
樣本數
調整後 R2
估計的標準誤
條件係數

2009 年 2

（標準誤）

估計係數

（標準誤）

1.24 **

(0.42

3.95 ***

(0.30)

0.32

(0.46)

0.72 *

(0.35)

1.08 ***
0.19

(0.24)
(0.20)

-0.70 ***
-0.26

(0.18)
(0.14)

3.03 ***
1.91 ***
2.11 ***
0.37

(0.69)
(0.46)
(0.44)
(0.26)

3.62 ***
1.61 ***
1.55 ***
0.11

(0.45)
(0.33)
(0.32)
(0.19)

0.15

(0.17)

-0.14

(0.12)

(0.36)
(0.19)

-2.01 ***
-0.67 ***

(0.25)
(0.14)

(0.30)
(0.23)

-0.81 ***
-0.48 **

(0.21)
(0.18)

-0.71 *
-0.09
0.23
0.00
630
0.39
2.00
16.39

1,314
0.36
2.06
15.71

資料來源：1 高安邦（2004）。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077，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
反應」的受訪者。
2
陳陸輝（2009）。該次訪問成功樣本為 1,676，表中分析數據不包含「其他與無反應」
的受訪者。
說明：表中「民主程度」的分佈為 0-10，數值愈高認為目前台灣愈民主。統計檢定為雙尾檢
定。*: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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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運用政黨輪替前後的資料，本研究比較 2004 年與 2009 年在民進黨與國民
黨執政時期，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化。由於具體操作政治支持概念以及據
以進行經驗研究的成果並不多，本研究發現對於台灣學界，應該具有一定的啟
發。所謂「民無信不立」，沒有民眾的信任與支持，任何依法當選的公職人員
是無從施展權力，推動政策以及落實各項政策方針的。當然，沒有民眾的持續
支持，民主政體也無法健康且平和地運作。
從本研究的初步分析中可以發現：不論在 2004 年或是 2009 年，民眾對於
政府官員的信任程度偏低，相對而言，他們對於機構的信任程度尚可。此一發
現顯示了民眾對於執政當局以及憲政制度之間的評價是有所區隔的，因此，後
續的研究必須明確區分政治支持的對象是執政當局或是憲政機構，畢竟歷經兩
次政權輪替的民眾，似已具備區分兩個對象差異的能力。在政府施政的經濟表
現中，民眾較為失望。這一方面除了反映政府的治理能力，當然也與整體國際
大環境有關。在歷經金融海嘯後，政府的經濟表現可否呼應人民期待，頗值得
繼續觀察。，對於現行民主制度而言，選舉機制的有效性，是讓民眾較為滿意
的。民眾一般認為選舉制度尚可選出自己需要的候選人，且制度對於各政黨與
候選人尚稱公平。因此，選制公正性的維持，是讓我國民主政治順利運作的重
要關鍵。就整體民主的運作而言，民眾對於我國民主程度，是持較肯定的態
度，也對民主運作尚稱滿意。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發現：民
眾的政黨認同、對機構的信任、對施政表現與選舉制度有效性的評估等因素，
是影響民眾對我國民主程度的評估以及民主運作滿意與否的重要因素。因此，
民眾除了政治社會化過程所獲得之政黨認同以及對於政治機構的信任之外，典
章制度運作過程中，選舉制度公正性以及政策輸出的亮麗表現，都是影響民眾
對於民主政治評價的重要因素。因此，民主政治的制度設計以及民眾對於這些
制度的信任程度、政府具體的施政表現、以及民主政治中重要的選舉制度有效
性，都是影響民眾對民主政治評價與滿意度的重要因素。
透過本研究的比較分析，我們發現在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執政期間，民眾
政治支持持續與變遷的重要因素。除了政黨立場與統獨傾向，會因執政黨不同
而出現不同的影響力外，民眾對於典章制度的信任以及治理績效的評估，是他
們對民主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運用調查研究資料，具體操作化西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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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治支持相關研究的概念，對我國民眾政治支持的持續與變遷所進行的研
究，研究成果，頗具參考性。台灣在歷經二次政黨輪替之後，民眾雖然對於民
主滿意度以及對於台灣民主程度具有較為正面的評價，不過，在對權威當局的
信任程度上、對機構的信任、對選舉制度的有效性、經濟表現的評估等面向，
都出現持續衰退。這樣的結果其實頗值得進一步深究。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認
知與評價，不僅受到長期政治社會化的因素影響，政府具體的施政表現也是重
要一環。本研究發現雖然因為觀察時間點有限點而仍屬初探階段，不過，本研
究議題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卻頗值得注意。民眾的政治支持不但是任
何政體合法性的重要來源，也是其健全發展的觀察重點。特別是在歷經兩次政
黨輪替的台灣，執政當局需要以更好的執政表現，爭取民眾支持，也得以持續
鞏固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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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認同、利益、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
本研究運用 2008 年總統選舉前的民意調查資料，分析包括台灣民眾台灣意
識的深淺、兩岸經貿的利害、及中共動用武力的預期等因素，觀察其對總統選
舉投票行為的影響。根據上述架構，本研究發現：台灣民眾的台灣意識與藍綠
政黨認同，是影響其投票行為的主要認同因素，愈具備台灣意識與泛綠政黨的
認同者，愈傾向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另方面，民眾對兩岸經貿的開放態度以
及預期因此獲利的程度，也將反映為其對國民黨候選人的支持。換言之，理性
與感性兩類因素，在上次選舉中均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不過，比較出乎意外
的，有關宣布獨立是否引起武力相向，則未見顯著的影響。參照本研究與之前
相關研究發現，無論泛綠政黨所凸顯的武力威脅與台灣認同，或是泛藍政黨強
調的兩岸交流與經濟利害，都與中國大陸的政策回應有關。因此，對岸如何緩
和兩岸緊張，促進合作互惠，對兩岸和平穩定與台灣民主發展，都將至關緊
要。

壹、研究問題
當前兩岸關係的局面，基本屬「政治疏離、經濟融合」， 4且台灣當前的內
在民意結構與外在三邊局勢，大致均能維持穩定，5 因此，論藍綠陣營執政，目
前「政治疏離」的現狀似將繼續維持。另方面，兩岸密切的經濟交流，卻可能
成為衝擊兩岸現狀的力量。根據國內相關學長的看法，「認同面」屬於根深蒂
固的力量，而「利益面」的變化，將不斷衝擊改變兩岸互動的格局，但這樣的
日趨擴大的影響，也因此引發「認同」與「利益」的相互拮抗，成為與形塑兩
岸未來的力量（Keng, Chen, and Huang 2006; 吳乃德
陸輝

2005；耿曙、劉嘉薇與陳

2009）。有鑒於此，本研究即從感性認同與理性自利兩個角度出發，分

析民眾的台灣意識以及對於兩岸的經貿互動的預期，對其在 2008 年總統選舉的
投票行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若從歷史宏觀的角度來看，在當前兩岸關係的研究中，台灣民眾的意見與
偏好對於兩岸互動的影響力，已逐漸受到重視（Leng 1996; 吳玉山
4

1999；耿

參考吳玉山（1997, 159）。
有關內部民意結構，請參考陳陸輝與周應龍（2004）；陳義彥與陳陸輝（2003）。至於外在國
際環境，則見 Wu(2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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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

未定）。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政治菁英須透過選舉動員以爭取執政機

會，對於商界力量的蓬勃發展以及民間興起的多元力量也必須加以考量。在各
種勢力的角力之下，政府不再是政策上的完全行為者，政策的走向不但要考量
黨內派系與在野政黨的挑戰，同時必須接受台灣民意的檢核。在諸多議題中，
攸關兩岸交流與未來關係的問題尤為重要。此一議題不但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息
息相關，更與選舉政治的選戰訴求密不可分，因此台灣民眾對於兩岸關係的民
意看法，其重要性不言而喻。換言之，根據「選票極大化模式」，6 各政黨大陸
政策的位置需反映民眾的需求。當民眾需求出現重要變化，各政黨立場當隨之
移動，並順勢牽動兩岸關係現況與發展。
兩個政治實體間的經濟互動，會在一定程度上影響彼此的政治關係， 7 因
此，兩岸經貿的頻密交流，自然可能逐步促成兩岸的政治統合（Keng 2003; 耿
曙

2005；耿曙、林琮盛

2005）。就「利益層面」觀察，兩岸經貿交往持續

擴大似乎意味著民間統合聲音將持續壯大，但就實際情況看來，目前政治疏離
的態勢則並未扭轉。不過，從近年台灣的民意分佈趨勢可以發現，「感性層
面」的本土認同比例持續增加。因此，不論在兩岸之間或是在國內藍綠政黨之
間，彼此猜忌且缺乏信心的情況下，兩岸關係也成為總體選舉的關鍵議題，民
眾的感性認同以及理性計算下對於兩岸互動的立場與評估，自然成為影響其投
票抉擇的重要關鍵。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從「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兩個
角度切入，運用調查研究的資料，分析兩岸關係中的「理性」與「感性」因
素，究竟在 2008 年總統選舉中扮演何種角色。

貳、文獻檢閱：理性與感性的對話
「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為晚近政治學中兩個不同的理論取向，人們
不論是在私生活領域中的行為，或是於政治社會公領域中的公共行動，往往都
同時受到情感價值和利益物質所推動，而且這兩個行為動機經常混雜難辨（吳
乃德 2005）。民眾在兩岸關係上的「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等兩個因素，
對民眾的投票行為，又會有何影響？以下將先對「理性」與「感性」的相關理
論進行整理爬梳，其次則就「理性」與「感性」在兩岸經貿關係運用上作出具
體概念的陳述。

6
7

參考吳玉山（1999, 180-192）的討論。
參考吳玉山（1997, 119-169）、魏鏞（2002）、耿曙與林瑞華（2004）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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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兩岸關係變與常：理性與感性
族群身份認同在 1980 年代以前，一直扮演著支持民主運動動員的力量，但
當台灣走向民主化之際，在形塑島嶼上的政治競爭時，國家認同卻遠比族群認
同顯得顯眼許多，當兩岸的分治分立的現狀在短期內無法解決，則國家認同的
議題仍將是重要的政治議題(Hsieh 2005)。「理性」與「感性」將如何運用於兩
岸經關係上，是一個相當值得持續討論的主題。在台灣政治競爭的空間分析
中，「社會經濟正義」與「國家認同」是政黨競爭策略上的兩個重要面向(Lin,
Chu, and Hinich 1996)。在現今兩岸經貿交流的議題上，台商前往大陸投資究竟
是「佈局全球」還是「出賣台灣」的爭議，輔以政黨選舉動員與競爭的需求，
讓國家認同與經濟利益的相關議題益發重要。在此次總統選舉中，國民黨候選
人馬英九與蕭萬長提出的「兩岸共同市場」的政見，旋即遭受民進黨提名人謝
長廷與蘇貞昌批評為「一中市場」。民進黨在後續的競選廣告中，也對於「承
認大陸學歷」以及「一中市場」就是「開放大陸勞工來台」與「開放大陸農產
品來台」，而對國民黨候選人提出嚴厲的抨擊。此一「理性自利」的計算，在
選戰的操作中，實與「台灣意識」實糾葛不清。
在有關兩岸互動的相關討論中，吳玉山以「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分析兩岸
在政治上「抗衡」或「扈從」的策略選擇，將兩岸經貿關係視為兩岸關係發展
中極重要的變數，論述「經濟合作、政治疏離」的兩岸關係結構（吳玉山
1997）。其後吳玉山（1999）進一步將台灣的大陸政策選擇出「統一與獨立」
的認同選項和「經濟與安全」利益考量等兩個面向，吳乃德（2005）則從麵包
（理性）與愛情（感性）的比喻出發，描繪左右兩岸關係的（大陸）經濟利益
吸引與台灣認同此兩種力量。Keng、Chen 與 Huang(2006)則進一步具體操作化
上述兩種因素，以實證研究加以檢證。因此，放在台灣的選舉政治的脈絡下，
以「選票極大化」的思維出發，各政黨為極大化其選票，勢必於「認同」與
「利益」兩維架構中游移與尋求突破，以找出最足以吸引選民的位置。
吳玉山對於兩岸關係結構之論述，無疑切中「1990 年代中後期，兩岸關係
不再為政治菁英所完全決定」之重點，然可惜的是，其處理的重點仍在於現實
政治勢力的操作，其並未深入處理台灣民眾對於兩岸交往態度所持之立場可能
產生的實際效果。僅以民意調查資料中「兩岸交流開放速度為剛好」的多數比
例，作為民眾在利益軸線上常態分配的基礎，此則略顯不足。耿曙與陳陸輝
（2003）在分析兩岸經貿互動下的政治效果時發現：兩岸互動情況的確影響台
灣的民意結構。其從「經濟利害」入手，經由「地域代表」制度的轉化而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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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的「政治傾向」之研究途徑，本研究將其歸為服膺「理性」層面之著
作。其關懷「經濟利益」對政治態度所造成的結果，充分掌握了「社會經濟正
義斷裂」影響「政治競爭」此一面向，但受限於所運用的資料，使其在「認同
層面」的討論略顯不足，且其並未處理「認同」對於主體進行選擇時造成的
「限制框架」。
吳乃德（2005）討論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時發現，過去的十年間中國
民族認同穩定衰退、台灣民族認同勃興並趨於穩定。然而就「此時此地而言」
儘管面對彼岸強大的物質利益拉力，感性認同的吸引力目前則仍佔上風。在
「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實用主義者」三類台灣民眾
中，對於當前「實用主義者」佔最多數的情況，吳乃德認為：處於全球化趨勢
下，物質與制度的滿足可能遠比認同重要，當然更不排除這樣的情況是由於處
於兩岸複雜環境中，而使這些人暫不願意在兩個民族認同之間作抉擇。8其言下
之意則是認為台灣由於特殊的歷史情況，造成原有的中國民族認同衰退，新的
感情認同需要時間建立、尚未普及。本研究將之歸類於以「感性」論述為主體
之代表佳作。後續的 Keng、Chen 與 Huang(2006)的研究，亦支持其看法。上
述兩種不同的研究思路給予本研究深刻啟發，「理性」與「感性」因素是我們
民眾政治態度不可或缺的重要面向。不過，除了經濟吸引與台灣意識外，本研
究認為，兩岸潛在的戰爭威脅的因素，也不可忽略。特別是一旦台灣宣布獨
立，是否會立刻面對中共的武力威脅，是關心兩岸政治互動的另一個重要觀察
點，當然，從某個角度而言，戰爭的風險仍是廣義理性考量的一環（耿曙、劉
嘉薇與陳陸輝

2009）。

在台灣面臨來自國際產業競爭壓力而採取外移策略時，產業外移至的中國
大陸一方面是台灣經濟競爭對手中的後起之秀，另一方面仍對台灣國家安全具
有威脅性。台灣民眾在面對利益與情感交織的兩岸經貿交往議題時，「理性」
與「感性」因素又將如何左右其政治行為？在面對兩岸經貿日益依賴的條件
下，民眾各自理性盤算經貿交往的結果將會為己帶機會抑或造成損害？另一方
面，台灣民眾在政治社會化過程所形的「政治傾向」(political orientation)亦將
拉扯著台灣民眾對於兩岸交往的走向。據此，吾人認為民眾所持之兩岸經貿交
往立場將在「理性」與「感性」這兩條軸線上展開。並從此一角度，分析他們
對於民眾投票決定的可能影響。
8

此分類方式是將「如果台灣獨立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不是贊成台灣
獨立？」以及「如果兩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致相當，你是不是贊成中國統一？」
聯立處理。同意第一個問題者而不同意第二個問題者為「台灣民族主義者」，而同意第二個
問題但不同意第一個問題者，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對於兩個問題都同意者則定義為「實
用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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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意結構中的理性與感性
在分析民眾對各項政策議題所採取立場的研究中，「理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theory)與「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是兩個重要的解釋面向。Sears
將 基 於 理 性 抉 擇 來 解 釋 政 治 行 為 的 相 關 文 獻 歸 類 為 「 自 我 利 益 」 (selfinterest)；而將因為情緒與認同等情感面向上而動員或喚起的政治行為或政治態
度稱之為「符號政治」(Sears 2001)。
理性選擇理論基於「自利」與「理性」的預設(assumption)，循著演繹邏輯
研究政治現象。理性選擇學派假定：人是理性的個體，將有意識地計算以最小
的成本去追求「自我利益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換言之，理性選
擇理論強調人在政治活動中是有理性的，會在若干行動方案中選擇獲利最大或
是受損最小的方案。在政治行為的研究中，學者們運用「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將民眾或是政黨在不同議題上所持的立場納入分析，考量選民自身與各
政黨或是候選人在重要議題上相對位置的遠近或是方向，以解析選民為何支持
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當然，相同的模型也可用來解析在不同的民意分佈與選
舉 制 度 之 下 ， 不 同 政 黨 採 取 趨 同 或 是 分 殊 的 議 題 立 場 (Downs 1957) 。
Hardin(1995)的主張則較為特殊，在討論理性抉擇與認同之間的關係時，他認為
群體認同是經協調整理出來的，並且依據自我利益來決定。個人對某個特定團
體認同或者提供服務的前提是，個人奉獻時對自我利益造成的損失可以從其認
同的團體得到彌補或更大的利益好處。而所有對國家族群等團體關係的認同及
奉獻，皆可歸因於某種程度上的自我利益為主的誘因。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並非
原生的，也不是因為對群體利益的關心超乎個人自身利益考量而去認同該群
體，而是因為感到認同是有利的。換言之，任何認同的選擇都是深思熟慮後的
行動，或者說是有目的的行動，同時個人因為他們在群體生活中所認知到的利
益，進而創造出對該群體的認同感，認同實乃是利益彙集，而非是預存的或是
透特定歷史境況下共同的社會化過程而得。
與上述觀點相對的則是符號政治的論述，此一研究為 Edelman(1964; 1971)
首先提出。Edelman 認為，一般大眾憂慮其所處環境為充滿威脅且複雜但卻又
無力改變，因此，必須藉著依附一些由政治菁英所提出的政治迷思或是儀式等
政治符號，來簡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其內在焦慮與不安。政治菁英藉著
提供政治敵人、團體認同或是對領袖的依附，來減輕一般民眾的壓力，並將民
眾的精力，轉而投注到群眾暴力或是政治順從上。上述符號政治的解釋途徑後
來由 Sears 等人(1979)發揚光大，Sears 等人所定義的符號政治，強調的是早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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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化時所形成的，具有情感成分且是符號性的態度。當民眾在成年以後遇到
重事務或是需要採取政治行動時，以一些政治符號，像美國的「族群融合」或
是「黑白地位」等這類存在已久的符號，來啟動如族群態度或是偏見等「既存
的傾向」(predispositions)，而做出習慣性的反應。民眾對於議題立場態度將決
定於其成長過程中已然形成的既有的政治定向，9外來資訊內含的相同符號將喚
起(evoke)並觸動(activate)個人記憶中相同的符號節點，此間過程是情感反射且
無意識的(Sears 1993; Sears and Allen 1984; Sears and Funk 1991; Sears, Hensler,
and Speer 1979; Sears and Kinder 1985; Sears and Lau 1983; Sears et al. 1978; Sears
et al. 1980)。此外，Sears 和 Funk(1991)也對自利行為做出定義，他們認為，自
利行為係目標導向的行為，自利必須滿足幾個要件，即利益是中短期的、且是
關於物質性的、並且利益是關於個人自身的。而理性計算是一種極大化個人利
益的手段，同時極大化個人利益本身就是理性行動的誘因。
從上述有關「理性自利」與「符號政治」理論基礎的討論中，我們發現：
就「理性自利」而言，其主要內涵在於物質需求層面上的、透過理性計算自身
條件且是短程或中程因素，相對於「符號政治」中討論的政治認同因素，「理
性自利」的考量是較容易變動的。就「符號政治」而言，其主要內涵在於長期
社會化後所獲得的情感上的認同或是態度等「政治定向」，自然是相對穩定
的。在 Sears 等人(Sears and Allen 1984; Sears et al. 1978; Sears et al. 1980)一系列
的研究中均發現：當民眾在決定是否支持特定政策時，有關符號政治的政治認
同等因素，往往是壓過理性計算的自利考量。因此，應用其研究發現到兩岸相
關議題對於民眾投票行為影響的討論，應該可以提出相當的啟發。就本研究的
台灣意識而言，其屬於長期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政治傾向，因此，應歸類於符號
政治的認同因素。至於兩岸經濟交流的利益吸引，其目標明確，且屬於短期或
是中期的物質性利益，當歸類於理性利益部分。比較特別的是兩岸互動過程中
可能產生的安全威脅，因為以目前現況而言，一旦台灣宣布獨立，恐將立刻引
起中國大陸的軍事攻擊，徹底摧毀吾人眼前的生活方式。由於理性原則強調
「趨利避害」，因此有關戰爭威脅的考量，也將通過這樣的考量發揮其影響
（耿曙、劉嘉薇與陳陸輝

2009）。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納入上述有關兩岸關

係的兩大類因素，討論其對民眾在總統選舉投票決定的影響。

參、研究方法、研究資料與研究假設
9

就美國而言，政治的既存立場包含了諸如政黨認同、政治意識型態（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
種族偏見等。詳可參閱 Sears(199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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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運用資料，係陳陸輝（2008）在 2008 年總統選舉之前所執行的國
科會研究計畫之電話訪問案。該研究運用調查研究法，以結構性的問卷，探討
台灣民眾的台灣意識、對於兩岸經貿交流獲利與受害的認知以及台灣獨立是否
會引起大陸武力犯台等因素，對於其投票行為的影響。該研究於 2008 年 3 月 1
日至 4 日，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台灣地區（不含金門、馬祖）年滿 20 歲
以上的成年人為電話訪問對象。抽樣的方式係以「中華電信住宅部 96 年版電話
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以等距抽樣法抽出電話樣本後，再以電腦選取亂數的方
法，隨機修正最後二碼或四碼以求接觸到所有可能未登錄電話的住宅用戶。在
進行電話訪問時，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洪式）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
應受訪的對象。該研究一共訪問成功 1,470 位受訪者，以 95%信心水準估計，
最大隨機抽樣誤差為正負 2.56%之內。
為使樣本具有代表性而符合母體結構，該研究針對樣本之「性別」、「年
齡」、「教育程度」及「地理區域」分佈進行樣本代表性檢定。若樣本代表性
檢定未通過，即利用上述四個變數採取「多變數反覆加權法」(raking)進行加
權，直到樣本分佈與母體分佈（台灣地區年滿 20 歲以上的成年民眾）無顯著差
異為止。其中，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及地理區域之權值是依據民國 96 年內政
部出版之《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民國九十五年）》。樣本的人口學基
本變數的分佈，請參考附錄一。
該研究中有關台灣意識的測量，係利用以下四個題目進行測量：
1. 最近社會上經常有人說：「我們一定要愛台灣這塊土地」，請問您認為有沒有
必要強調這種說法？（選項：「根本沒必要」、「不太有必要」、「有點必
要」以及「非常有必要」四項）
2. 最近社會上經常有人說：「我們一定要以身為台灣人為榮」，請問您認為有沒
有必要強調這種說法？（選項：「根本沒必要」、「不太有必要」、「有點必
要」以及「非常有必要」四項）
3. 有人說：「愛台灣就要說台灣自己的語言」，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法？（選
項：「非常不同意」、「不太同意」、「有點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四項）
4. 有人說：「愛台灣就要支持本土政權」，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法？（選項：
「非常不同意」、「不太同意」、「有點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四項）

這四個項目從「愛台灣這塊土地」、「以台灣人為榮」、「說台灣自己的
語言」以及「支持本土政權」等四個角度，涵蓋「土地」、「人民」、「語
言」以及「政權」等不同面向，民眾愈表示同意或是認為有強調必要者，其台
灣意識程度愈強。本研究希望透過這樣的題組，可以建構與捕捉民眾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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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此外，我們也以民眾對於兩岸經貿交流的態度，以及預期完全開放兩
岸經貿交流後，選民預期台灣經濟以及個人經濟是否獲利抑或受害，建構理性
自利的「兩岸經貿開放利益」指標。此外，我們也將民眾對於台灣宣布獨立
後，大陸會不會攻打台灣的評估，納入解釋變數。10 此兩大類變數中，台灣意
識、政黨認同屬於感性認同，另方面，經貿利益與台獨致武，則屬於理性自利
部分。我們假設：民眾的台灣意識愈高，愈傾向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當民眾預
期兩岸經濟開放將獲利以及「台獨將引起兩岸戰爭」，則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
人。受限於電話訪問的問卷長度，該研究雖納入上述理性與感性考量的變數，
不過，在一般選舉研究的候選人因素以及政府施政表現等因素並未納入。本文
認為：在選前民眾對於經濟發展的渴望以及預期兩岸大幅開放的經貿利得，與
總統選舉期間國民黨候選人提出的「兩岸共同市場」具有一定程度的連結。本
研究也控制民眾政黨認同、統獨立場以及「台灣人／中國人」身份認同等因
素，故在模型的估計上，應該具有一定的穩健性(robustness)。

肆、資料分析與討論
根據上述分析框架所進行之資料檢測與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首
先，台灣意識是台灣選舉政治中重要的因素，而有關民眾在台灣意識的分佈
上，我們可以檢視表 1。台灣民眾對於要不要強調「我們一定要愛台灣這塊土
地」這種說法上，有接近五分之一(19.6%)認為「非常有必要」，此外，認為
「有點必要」強調者為 17.4%，兩者合計將近四成(37.0%)的民眾認為有強調的
必要。此外，認為「根本沒必要」接近四分之一(23.1%)，而認為「不太有必
要」的比例，剛好四成(40.0%)，兩者合計超過六成(63.1%)的民眾認為沒有強調
的必要。至於是否要強調「以身為台灣人為榮」的說法上，認為「非常有必
要 」 的 比 例 為 五 分 之 一 (20.6%) ， 而 認 為 強 調 這 個 說 法 「 有 點 必 要 」 者 為
23.3%，兩者合計也接近超過四成(43.9%)。至於認為「根本沒必要」超過七分
之一(16.0%)，認為「不太有必要」的比例則是四成，兩者合計有超過五成六
(56.1%)的民眾認為沒有強調的必要。
就「愛台灣就要說台灣自己的語言」的說法上，有 16.7%的受訪者表示非
常同意，另有 22.8%的受訪者表示同意，兩者合計約有接近四成(39.5%)的受訪
者同意這個說法。至於表示非常不同意的比例約四分之一(25.2%)，也有超過三
分之一(35.4%)的比例表示不太同意，兩者合計約有六成的比例表示不同意「愛
10

上述變數的具體測量方式以及指標建立的方式，請參考附錄二的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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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就要說台灣自己的語言」的說法。就「愛台灣就要支持本土政權」的這個
說法上，表示非常同意者接近兩成(18.8%)，「有點同意」的為 22.7%，兩者合
計有超過四成(41.5%)的民眾同意「愛台灣就要支持本土政權」的說法。至於非
常不同意這個說法的比例超過四分之一(27.8%)，而表示不太同意的比例超過三
成(30.6%)，兩者合計有接近六成(58.4%)的民眾不同意這種說法。
從表 14 的初步分析看來，民眾對於上述四個面向上，表示同意或是認為應
該強調的比例，大約在四成上下，其中，認為要強調「我們一定要愛台灣這塊
土地」這種說法的比例較低，僅三成七，而認為要強調「以身為台灣人為榮」
的說法上的比例較高，接近四成四。為了進一步檢視四個項目在因素分析與信
度檢定的結果，我們發現：若欲將四個變數結合為一個因素，則四個項目因素
負荷量皆在 0.7 以上。將此四個項目進行內在一致性檢定的信度分析時，其
Cronbach’s α 為 0.84。因此，本研究將表 14 中的其他四項題目按照其同意程度
分別給予 1 分到 4 分，加總後取其平均值，成為一個台灣意識的量表。相關的
中央趨勢、離散程度與信度檢定結果，請參考附錄。該量表的平均數為 2.31，
標準差為 1.03，我們在解釋民眾投票行為時，即以此量表進行分析。我們預
期，台灣意識愈高者，愈傾向支持民進黨提名候選人。
表 14、民眾台灣意識的分佈
非常有必要
（樣本數）
／
非常同意

根本沒必要
／
非常不同意

不太有必要
／
不太同意

有點必要／
有點同意

強調愛台灣土地

23.1

40.0

17.4

19.6

(1,385)

強調以台灣人為榮

16.0

40.1

23.3

20.6

(1,360)

說自己語言

25.2

35.4

22.8

16.7

(1,344)

支持本土政權

27.8

30.6

22.7

18.8

(1,300)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該研究於 2008 年 3 月初執行，訪問成功樣本數為 1,470 份。
說明：表中所列為橫列百分比（括號內為有效樣本數），各項數據包含表態的「無反應」比例。

此外，民眾對於兩岸經貿交流的態度如何，也是討論重點。在近年台灣經
濟發展停滯，失業率攀高的情況下，開放與大陸經貿交流，似乎成為解決此一
困境的途徑之一。展望經濟交流將會讓民眾獲益或是受害，勢必影響他們對於
兩岸經濟交流應否完全開放的立場。表 15 先詢問受訪者對於兩岸經貿政策的立
場，接著我們探詢他對預期兩岸經貿完全開放後，對於台灣以及個人經濟將帶
來利益或是傷害。從表 15 中可以發現：主張兩岸經貿政策應該更加開放者的比
例接近六成，不過，認為應該更加管制者也有四成多。在 2008 年總統選舉中，
國民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與蕭萬長提出「兩岸共同市場」的政見，本研究
也請民眾評估，兩岸經貿「完全開放」後，他們認為台灣經濟以及個人經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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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可能變化。從表 15 可以發現：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民眾認為台灣經濟會變得
更差，另有兩成左右表示會差不多，此外，有接近五成表示會變得更好。就受
訪者個人經濟情況的評估，有超過四分之一表示會變得更差、有將近五成表示
差不多，另有不及四分之一表示會變的更好。因此，民眾對於自己的經濟情況
認知似乎是獲利與受害各佔四分之一，另有一半覺得是「維持平盤」，而對開
放大陸經濟交流的印象，主要出現在對於總體經濟層面影響的認知。
上述三個題目，涉及民眾對於兩岸經貿是否應該進一步開放或是管制、對
台灣整體經濟的影響以及對其個人經濟影響的認知，本研究將其重新編碼，並
進一步合併建構為「兩岸經貿開放利益」的指標，其 Cronbach’s α 為 0.84。因
此，本研究將表 15 中的三項題目按照其認為兩岸應該更加開放或是經貿獲利的
程度分別給予 1 分到 3 分，加總後取其平均值，成為一個「兩岸經貿開放利
益」的指標。相關的中央趨勢、離散程度與信度檢定結果，請參考附錄。該指
標的平均數為 2.09，標準差為 0.75，我們在解釋民眾投票行為時，即以此指標
進行分析。本研究也預期，愈傾向支持兩岸經貿開放以及預期開放後個人或是
台灣經濟將獲利者，愈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人。
表 15、民眾對兩岸經貿交流的立場與開放後經濟變化評估的次數分配表
兩岸經貿政策
開放經貿台灣經濟變化
開放經貿個人經濟變化

更加管制

維持現狀

更加開放

（樣本數）

41.4

0.3

58.2

(1,263)

更差

差不多

更好

32.0
26.7

19.9
49.4

48.1
23.9

(1,262)
(1,322)

資料來源：同表 1。
說明：同表 1。

除了經濟上的誘因之外，中國大陸的武力威脅，也是另外一項重要因素。
從表 16 中可發現：認為台灣宣布獨立後，中共一定不會攻打台灣的比例約六分
之一(17.5%)，而認為不太會的比例超過四分之一(28.3%)，兩者合計約有四成六
比例(45.8%)的民眾認為台灣宣布獨立中國大陸不會攻打台灣。至於認為一定會
的比例約兩成多(21.3%)、可能會的比例約三分之一(32.8%)，兩者合計約有超過
五成四(54.2%)的比例，認為中國大陸會攻打台灣。因此，本研究在後續的分析
中，將觀察，認為台灣宣布獨立後，中國大陸不會攻打台灣者，在投票對象
上，是否更傾向支持民進黨提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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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宣布台灣獨立後中共是否動武的民眾認知分佈
一定不會

不太會

可能會

一定會

（樣本數）

17.5

28.3

32.8

21.3

(1,228)

資料來源：同表 1。
說明：同表 1。

初步檢視民眾在台灣意識、經貿開放利益以及武力威脅的認知後，我們進
一步分析上述因素對於民眾在 2008 年總統選舉的投票傾向是否具有顯著影響。
除了上述三個因素外，本研究也將民眾的性別、政治世代、教育程度、省籍、
政黨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自我認定以及統獨立場等自變數一併納入分析。在
性別上，我們以男性為對照組，觀察女性在投票傾向上是否較不支持民進黨。
在政治世代上，我們認為民眾投票行為會受到其所處的生活經驗、集體記憶以
及歷史座標的影響，因此，我們將以政治世代的編碼方式，將選民區分為第一
代（1942 年出生）、第二代（1943 年到 1960 年）與第三代（1961 年到 1979
年）以及第四代（1980 年以後出生），其中，第四代在其成年時期正經歷 2000
年的政黨輪替，本研究將觀察其投票行為是否與其他世代具有顯著差異。11在教
育程度上，我們以小學教育程度為對照組，檢視大專以及中學教育程度是否在
投票傾向上，較不支持民進黨。省籍變數則以大陸各省為對照組，觀察本省閩
南以及本省客家在投票支持上，是否較傾向支持民進黨。政黨認同、台灣人自
我認定以及統獨立場，我們假設民進黨認同者、台灣人認同者以及具有獨立傾
向者，較傾向支持民進黨。統計模型中的依變數將觀察民眾是否投票支持民進
黨提名人（編碼為 1），而以支持國民黨提名人為對照組（編碼為 0）。由於模
型中的依變數為二分類，獨立變數又至少有一個連續變數，因此，本研究使用
「成長曲線迴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12
從表 17 中的第一個模型，我們發現，民眾的台灣意識、兩岸經貿開放利
益、性別、教育程度、政黨認同以及台灣人認同等變數，對於其投票行為具有
顯著影響。具體而言，控制其他變數之後，台灣意識愈高、認同泛綠政黨、具
台灣人認同者，較傾向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而在兩岸經貿上主張開放以及預期
獲利者、女性、中學以及大專以上教育程度者，較傾向支持國民黨提名候選
人。由於模型一中的許多變數並不顯著，為求模型的簡約(parsimonious)，本研
11
12

有關民眾政治世代的劃分與討論，請參考陳陸輝（2000）的討論。
有關質變數(qualitative variables)的計量分析方法，請參考黃紀（2000）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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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概似比卡方檢定」(likelihood ratio chi-square test, LR χ2 test)的方式，檢定
（的虛無假設為）刪除變數的估計值皆為 0，檢定結果發現（無法拒絕虛無假
設，故所有刪除變數的係數估計）皆為 0，表示我們可以將這些變數省略以求
儉約，模型二為新的估計結果。13模型二的結果與模型一相似，不過，原先顯著
的台灣人認同變得不顯著，其餘變數的估計以及顯著情況與模型一相似。從模
型二中我們可以發現：經濟誘因與政治認同是左右民眾投票方向的兩類重要變
數。其中，控制其他變數後，預期兩岸經貿交流將獲利者每增加一單位，投給
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的勝算比變為原先的 0.39 倍。不過，當民眾台灣意識每增
加一單位，其投給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候選人的勝算比，就增加為原先的 3.55
倍。此外，控制其他變數之後，泛綠認同者與無政黨傾向者相對於泛藍者，更
傾向支持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不過，女性、中學以及大學教育者相對於其他
背景選民，更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因此，2008 年的總統選舉中，除了感性
的認同因素外，民眾的理性思維因素，出現了重要的影響。雖然武力威脅與否
並未主宰民眾的投票思考，不過，預期兩岸開放對於台灣經濟或是個人經濟是
否將會獲利抑或受害，成為重要的因素。此外，民進黨的候選人則仍然需要小
學教育程度的基層民眾以及台灣意識與政黨認同的幫助，方得以穩住基本盤。
相對而言，除了理性自利的計算外，國民黨獲得女性以及中學以上教育程度者
的選票挹注，方得以勝選。

13

相關討論以及程序，請參考 Long(1997,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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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台灣意識、經貿交流利益與武力威脅對總統投票意向之影響 1
模型一
估計係數

2

模型二
Exp(B)

標準誤

估計係數

2

標準誤

Exp(B)

台灣意識
意識鮮明

1.17

***

0.28

3.21

1.27

***

0.27

3.55

-1.05

***

0.26

0.35

-0.95

***

0.25

0.39

0.34

1.09

0.05

0.33

1.05

-0.78

*

0.34

0.46

經貿利得
開放獲利
戰爭風險
獨立不致動武

0.09

性別
-0.71

*

0.35

0.49

第一代：1941-

1.68

$

0.94

5.38

第二代：1942-1960

0.57

0.55

1.77

第三代：1961-1979

0.73

$

0.43

2.07

大學教育

-1.46

*

0.72

0.23

-2.04

***

0.61

0.13

高中教育

-1.95

**

0.70

0.14

-2.35

***

0.61

0.10

女性
世代歸屬

教育程度

族群身份
本省閩南

-0.47

0.60

0.62

本省客家

-0.11

0.67

0.89

政黨認同
認同泛綠

5.30

***

0.53

200.97

5.11

***

0.48

165.92

無政黨傾向

2.75

***

0.52

15.72

2.62

***

0.48

13.71

自認台人

2.44

*

1.15

11.46

0.66

$

0.35

1.94

雙重認同

1.88

1.17

6.53

傾向獨立

0.29

0.40

1.33

傾向統一

0.15

0.51

1.16

1.59

0.01

-2.67

*

1.11

0.07

身份認同

統獨立場

-4.93

常數

**

模型資訊
822

822

787.43

778.61

17

9

R

.854

.848

p

<0.001

<0.001

樣本數
2

2

G (LR χ )
df
2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
說明：1.依變數為民眾在 2008 年投票意向，1 為支持「民進黨提名謝長廷與蘇貞昌」；0 為支持「國民黨
提名馬英九與蕭萬長」。
2.$: p<0.10; *: p<0.05; **: p<0.01; ***: p<0.001（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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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國內學者在討論兩岸關係變化時，運用調查研究資料進行實證分析並不多
見。本研究試圖操作化「台灣意識」以及民眾的「兩岸經貿開放利益」等概
念，檢驗他們對於民眾政治行為的影響。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相關理論預期
相當一致，也顯示類似「理性」、「感性」架構用來分析台灣選舉政治與兩岸
議題時，應該具有相當的參考價值。
根據本文研究發現，影響台灣民眾在 2008 年總統選舉的諸多因素中，有關
兩岸的經濟互動以及台灣意識，扮演著顯著的角色。本研究結果顯示：當民眾
支持兩岸經貿交流更加開放以及預期完全開放後，台灣經濟或是其個人經濟將
會變得更好時，愈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顯示理性自利的考量，相當程度左
右民眾的投票行為。不過，當選民的台灣意識愈強，則愈傾向支持民進黨的候
選人。民眾認同泛綠政黨以及自認為台灣人者，也較傾向支持民進黨候選人。
因此，感性因素在這次選舉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認為台灣獨立將不會引
起大陸武力犯台者，雖較傾向支持民進黨候選人，不過，該係數估計並不顯
著。本研究也發現：女性以及中學以上教育程度者，較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
人。
進一步觀察，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大陸所帶來的威脅利誘，
不但直接影響國內政黨的互動，更因為民眾對於兩岸分合的期待不同以及兩岸
政治分離的現實，造成了統獨問題的迅速激化，與藍綠持續的持續對立。2008
年的總統選舉，雖然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與蕭萬長以 58.45%的得票率當選，但
台灣選舉政治中的「台灣意識」以及兩岸關係的經濟吸引與武力威脅，讓仍將
持續制約台灣官方與民間的政治抉擇，更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至關重
要。此次選舉中，台灣意識是穩定民進黨基本盤的重要因素，不過，民眾在經
濟自利考量下，希望兩岸經貿交流更為開放，也讓提出「兩岸共同市場」的國
民黨候選人得以掌握未來台灣四年的政局走向。此外，在國民黨與對岸方互動
的默契下，宣布獨立與武力犯台並未成為此次選舉的主軸，也因此，根據我們
的分析，對岸武力威脅的影響，並未成功左右 2008 年的大選中。
展望未來，當理性利益的考量日漸足與感性認同的堅持相抗衡時，我們可
以預期，首先，隨兩岸經貿交流的日漸擴大與納入正軌，基於利害的理性考量
將可望日益主導。但另方面，感性認同層面的影響並未稍歇，如何化解認同上
的對立，似仍有賴雙方領導人物善意與格局。最後，我們應該可以慶幸的，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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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可預見的未來，率爾獨立與兵戎相見的威脅將一去不返，那麼，台灣的選
舉政治的主軸，應該會朝著對執政者施政表現課責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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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繁榮與和平的兩難
由於兩岸特殊的歷史發展，在考慮台灣民眾的政治支持時，必須將兩岸關
係納入考量。本研究運用 Easton 以來有關政治支持的概念，探討影響台灣民眾
民主支持的因素，本研究認為，儘管馬英九總統上台後，兩岸關係和緩，但
是，中國大陸給予台灣的武力威脅，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隱憂。運用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 2010 年 3 月進行的調查研究資料，本研究將民眾對於中
國大陸的武力威脅作為主要解釋變數，同時納入一般研究政治支持所關切的政
治社會化變數以及政府施政表現變數進入分析。為了比較民主支持與其他政治
支持的差異，本研究也將民眾對馬英九總統的施政滿意度作為對照，檢視上述
變數對於總統滿意度以及民主支持的影響。本研究發現：與過去的理論相符
者，乃施政表現影響總統的滿意度，此外，民眾預期在兩岸經貿交流中獲利
者，也較傾向支持馬總統。不過，在民眾對民主的支持上，中國大陸的武力威
脅以及與中國大陸更緊密的經貿關係，都讓影響民眾對民主的支持。因此，如
何在與中國大陸密切交流之際，確保台灣民主政治健全發展，將是未來執政者
的施政重點。

壹、前言
台灣在 2008 年經過第二次政黨輪替之後，在民主政治與兩岸關係的發展
上，都走向歷史新頁。本研究希望瞭解：隨著兩岸關係的密切發展，兩岸的交
流以及潛在的戰爭威脅等相關因素對於民眾政治支持是否具有影響？在馬英九
總統上台後，兩岸各方面關係日益緊密的同時，台灣民眾對於總統表現的滿意
度以及對於民主政體的支持情況，是否出現重要的差異？本研究將運用調查研
究資料，回答上述問題。

貳、兩岸關係與政治支持
兩岸關係的演變，一直是關注美、中、台三角關係學者重視的焦點，也是
研究國內選舉政治的核心議題。不過，從政治支持的角度來討論兩岸關係的相
關研究並不多見，因此，本研究希望掌握兩岸自 2008 年 5 月以來，急速加溫的
經貿關係以及日漸和緩的政治互動，討論兩岸關係對於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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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以下先介紹政治支持的定義、測量以及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接著討
論兩岸關係為何與政治支持以及總統滿意度相關。

一、政治支持的定義
有關政治支持的研究，最早提出且最具系統者，當推 Easton 的相關研究。
民眾政治支持的對象，依照 Easton(1965, 1975)的定義，可以區分為對於政治社
群 （ political community ） 、 典 章 制 度 （ regime ） 以 及 權 威 當 局 （ political
authorities ）等三個層次。Easton（1965:177）將政治社群定義為政治分工結合
的一群人所組成的政治體系，個別成員透過多元的政治關係結合在一起並追求
該 體 系 的 政 治 目 標 。 至 於 典 章 秩 序 ， Easton(1957: 392) 先 稱 之 為 憲 政 原 則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或是遊戲規則。其後，他（1965：190,193）又將其
稱 為 憲 政 秩 序 （ constitutional order ） ， 內 容 包 括 價 值 （ values ） 、 規 範
（norms）以及權威的結構（structure of authority）等三個成份。價值說明我們
在政治社群中日常生活與行為基本界線，規範指出我們要提出或是滿足需求時
可預期與可接受的一定程序，至於權威結構則是權威當局在制訂或是執行決策
時，權力分配的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形式。就權威當局而言，Easton（1957:392）
早期將政治支持的第三個層次稱之為政府（government）。其後，他（1965:
212）改稱之為權威當局。這是指處理政治體系日常事務、且被體系成員認知到
他們有責任須處理這些事務、且在他們擔任職位時他們的決策對體系成員是具
有約束力的。後續的學者多依循 Easton 提出的三個層次再予以精緻化或是具體
化定義政治支持，例如，Almond(1980: 28)從 「體系文化」（system culture）的
角度來說明上述 Easton 的三種分類，他認為應該分別包括：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對於政體以及各種制度的合法性的態度以及對於現任者合法性以及
效能的態度。Dalton (2004: 6-7)延續 Easton 的分類架構，進一步將典章制度區
分為原則、規範與程序以及制度等三個層次，他的相關定義與討論，我們將在
下節詳述。
除了上述三個政治支持的層次之外，Easton(1965: 159-161)也從是否可以具
體觀察，而將政治支持區分為公開支持（overt support）的外顯行為以及隱匿支
持(covert support)的態度。公開的支持包括成為組織的成員、公民或是成員履行
其義務的頻率，也包含諸如違反法律、暴動、革命或是出走移民等。至於態度
則是測量其信念（faith）、忠誠（loyalty）甚至愛國主義（patriotism）傾向。
當然，態度也可能是負面的傾向，如對特定政治標的對象的敵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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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n 所提出有關支持的測量不但區分了行為與態度兩個層次，也有正向與負
面兩個方向，甚至包含了一定的強度。
此外，Easton（1965: ch. 17）也進一步將支持區分為特定的（specific）支
持與廣泛的（diffuse）支持。特定的支持為民眾對於權威當局滿足其需求時，
給予權威當局支持回報的對應關係。因此，Easton（1975:437）後來指出，特定
支持針對特定之標的（object-specific），民眾一方面認知到權威當局的政策作
為，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特定政策輸出結果與自己預期是否符合。至於廣泛的支
持則為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持。相對特定的支持，廣泛的支持指的是
情 感 上 的 認 同 與 支 持 ， 對 象 則 是 以 典 章 制 度 或 是 政 治 社 群 為 主 。 Easton
（1965:273）指出，廣泛的支持為成員對體系標的物的肯定的態度或是善意的
積累。其有助於成員在面對他們反對或是有損其利益的輸出時，仍然可以接受
或是容忍。因此，即使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施政績效不滿而不給予其支持，仍
然無損於他對典章制度或是政治社群的支持。Easton（1975,444-6）也進一步指
出廣泛支持的三個特性，包括：較為持久而穩定、是對典章制度與政治社群的
「基本」支持以及它是來是社會化與個人經驗。不過 Easton（1975）其後的文
章將廣泛支持的對象擴及對權威當局的支持。他指出，在廣泛的支持表現在對
於權威當局以及典章制度上，為信任（trust）與合法性（legitimacy）。Gamson
（1968: 54）將信任定義為「即使未加關照，政治體系仍然會產出可欲的成
果」。因此，當執政當局照顧其成員的利益，或是典章制度的運作過程讓其成
員得到符號的滿足，即可獲得其成員的信任。就合法性而言，Easton 認為
（1965: 278）成員廣泛支持也表現在對於政治標的物具有合法性的信念上。當
成員認為在政治領域中，各標的物與其個人的是非觀念或道德原則相符時，而
願意服從權威當局的領導或是遵從既有的典章制度。Easton（1965: chs. 18-9,
1975:450-2）也進一步討論賦予合法性的對象以及來源，在對象上，他專注於
典章制度與權威當局兩個面向加以討論，就來源而言，他指出意識型態、結構
以及個人因素，均為其來源。
至於 Muller(1970, 1149)有關政治支持的討論，側重在代議政治下，民眾對
於權威當局表現的評估。他認為：代議政治是將政治社群的成員與權威當局連
結的重要機制，因為成員可以檢視權威當局是否代表或是滿足成員的利益。成
員對於權威當局滿意度的評估，Muller(1970, 1149)指出，會進一步變成其成員
對於政治體系的支持。Muller 認為成員對權威當局表現的認知未必全然奠基於
「工具性的表現滿意」（instrumental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有時也視其對
權威當局「符號性的表現滿意」（symbolic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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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ler(1970, 1154-6, 1155 fn.31)在後續的研究中，針對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表現
（performance）歸類為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表達性的（expressive）以及
其他的（extraneous）表現三種。民眾在評估權威當局的工具性表現前，需具備
一定資訊且對政治事務積極關注，他們會因為特定政策輸出（不）符合其預期
而表現出（不）滿意。至於表達性的表現，係民眾無法權威當局的表現與特定
政策輸出連結，而僅是認為體系成員也會因為政治人物的一些符號性行為而感
到滿意。當然，選民也可能僅因為受家人影響而喜歡特定政治人物，此即屬於
其他的支持。
不過，Hibbing 與 Theiss-Morse（1995：12-7）對於 Easton 的政治支持的分
類卻持不同意見。他們認為，廣泛的支持與特定的支持的區分，其實忽略了政
治過程的重要。換言之，當民眾不認同或是不滿意整個決策過程的話，自然影
響到他們政治支持的高低。這個決策過程，為 Easton 系統分析中不可觸及的
「黑盒子」部分，卻是運用 Easton 的分類進行分析的盲點。此外，他們也認
為，政治支持的對象其實依據不同的政體而會出現不同的制度及其成員。以美
國而言，總統、國會以及最高法院是分權與制衡的三個主要機構且各有不同成
員，如果不加以區分，對於民眾的政治支持與政治信任的研究，將會是一個重
大缺失。Sztompka（1999：45）也提出「程序信任」（procedural trust）的概
念，他認為這是奠基於對於制度化慣例與程序的信任，相信遵循制度化慣例與
程序後會得到最好的結果。在政治領域中，我們對民主程序（選舉、代議制、
多數決…等等）的信任將滿足多數人的利益以及在衝突利益中獲得最佳的妥協
結果。
綜合而言，有關政治支持的定義，學者集中在政治社群、典章制度與權威
當局三個層次上，就其特質而言，則以理性評估的特定支持以及感性取向的廣
泛支持為討論焦點。不過，如何將這些抽象的概念落實在具體測量中，才是研
究政治支持學者的重要挑戰。以下我們先討論國外學者對於政治支持測量的定
義，接著說明本研究的定義。

二、政治支持的測量
關於政治支持的測量，學者除了沿用 Easton 的相關定義，在具體的測量
中，Muller 與 Jukam（1977）的研究，是區分民眾對政治權威的支持與體系的
支持兩個面向。他們指出：對現任者的好惡（incumbent affect）以及對體系的
好惡（system affect）是可以區分的。他們運用對於政府體系的合法性測量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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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體系的好惡，他們另外用民眾對於十一項政策的施政表現以及對於政府總體
的施政表現，分別建構政策產出評估指標以及現任者評估指標。此外，他們也
運用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SRC）設計的對政
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四項指標，建構民眾的政治信任。他們發現，
SRC 的政治信任指標與現任者好惡與對現任者的好惡以及對體系的好惡之間的
關聯性頗高，不過，當他們進一步分析民眾上述態度與激進行為（aggressive
behavior），如抗稅、罷工、佔領工廠、與警察衝突或是使用暴力推翻政府，的
關係時，他們發現上述變數與民眾的激進行為之間具有一定關聯性，卻在控制
了民眾對體系的好惡後，關聯性立刻消失。因此，就概念而言，他們認為對體
系的好惡以及對現任者的好惡之間，是可以區分的，激進行為的對象應該是以
政治體系為主。Kornberg 與 Clarke（1992, 106-7）則運用冷熱感受度（feeling
thermometer）操作了政治支持的概念。他們以加拿大民眾為例，請民眾以 0 度
到 100 度 的 冷 熱 感 受 度 ， 想 像 以 下 的 對 象 或 是 人 物 ， 其 中 ， 0 表 示 冰 冷
（cooler）、100 表示溫暖（warmer）而 50 為中間刻度，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
定義為民眾「對於加拿大的整體感受」、對於典章制度的支持定義為民對於加
拿大政府以及國會、公務員以及司法體系的感受。至於權威當局則定義為民眾
對於全國性的幾個政黨及其領袖的感受度。至於在 Klingerman 與 Fuchs(1995)所
編的 Citizens and the State 一書中，可以瞭解學者們分別從民眾對於官員的政治
信任（Listhaug, 1995）、對於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機構信任（Listhaug and Wiberg,
1995）以及民主滿意度（Fuchs, Guidorossi, and Svensson 1995）等幾個面向，討
論歐洲幾個長期民主國家的政治支持。Toka(1995)則是討論中歐與東歐幾個新
興民主國家的民主滿意度。他們的研究，雖以歐洲國家為主，不過，在實際的
測量上，仍然不脫美國研究政治支持的傳統測量。
政治支持雖然具有行動的意涵，Fuchs (1999)則延續政治文化的傳統來定義
政治支持。他認為政治支持應該從態度的面向討論，而這些態度需與治體系一
致，該政治體系才可以長久存在。他以德國為例，討論統一後東西德民眾政治
支持的不同。他將政治支持區分為對民主珍惜（values of democracy）、民主的
表 現 以 及 政 府 的 表 現 。 由 於 統 一 前 的 東 西 德 分 別 實 行 社 會 民 主 （ socialist
democracy ） 與 自 由 民 主 （ liberal democracy ） ， 他 認 為 民 主 形 式 （ type of
democracy）也應該納入考量。他們的研究大致支持以下所述的政治社會化的理
論，即個人的生活經驗以及過去社會化的成果，對於東西德民眾在統一後的民
主偏好與表現有顯著的差異。換言之，西德民眾較支持民主是最佳政體、重視
自由勝於平等、相信目前統一後的民主體制是最佳體制。因此，Fuchs 的分類與
前述的 Easton 傳統較不相同，不過，「民主是最佳政體」以及對於自由或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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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價值的重視，都是他分析的重點。從 Fuchs 的研究我們發現：「民主是最佳
的政體」應該可以視為民眾對於民主政體支持與否的重要關鍵。特別是歷經威
權轉型的台灣，在民主深化的進程中，民眾是否會因短暫的制度表現較差或是
中國大陸的崛起而對於民主體制產生動搖，相當值得觀察。
相 對 於 上 述 學 者 ， Dalton （ 1999,2004 ） 的 研 究 ， 則 是 較 有 系 統 地 依 據
Easton 的測量加以整理與操作化的學者。其早先（1999）的著作算是開始思考
此一問題，在 2004 的專書中，他將此一思考非常有系統地加以呈現。他對政治
支持區的分析層次，與 Easton 相同，分為政治社群、典章制度以及權威當局三
個 層 次 。 不 過 ， 他 也 進 一 步 區 分 為 兩 個 面 向 。 就 評 估 的 面 向 （ evaluative
aspect）而言，他是指當民眾看到政府政策輸出符合其利益則給予支持。此外，
他也將政治支持包含感性的情感（affect feeling）。他認為，Almond 與 Verba
（1963）在討論民眾對於政治體系的歸屬感是屬於此一層面，而這種歸屬感是
從早期社會化過程獲得的。因此，Dalton 認為依照 Easton 的分類，評估面向的
政治支持屬於特定的支持，而情感面向的屬於廣泛的支持。我們將 Dalton 上述
的區分列於表一，在該表中，民眾對於政治社群的支持上，就評估面向是談是
否為「最適合生活的國家」，而情感取向則以國家榮耀感與國家認同感為主。
就此定義而言，Dalton(2004:44)也指出，他的定義其實與 Almond 與 Verba
（1963）在上述討論的「體系好惡」（system affect）有關。在典章制度上，有
關原則層面，他請受訪者評估「民主是否為最好的政體」以及分析民眾「民主
價值」的分佈。其中，民主價值則以自決（self-determination）、參與以及表意
自由為主。（Dalton, 2004:42）在規範與程序上，Dalton(2004,39)以對民主表現
的滿意程度為主要測量，此外，對於弱勢團體權利的重視以及容忍，都是對於
政治權利與參與規範評估的重要指標。不過在情感層面的測量，Dalton 並沒有
具體建議。典章制度中的制度層面，Dalton（2004:35-39）整理民眾對於國會、
行政部門以及司法等三個機構的信任情況以及民眾評估「政府是否只會關切利
益團體的利益還是人民的利益」等兩個層面。有關對權威當局支持的測量，
Dalton(2004; 25-31)運用密西跟大學調查研究中心有關政治信任的測量，檢視民
眾對於一般政治人物或是政府官員的信任程度。此外，他也運用類似外在政治
效能感中，有關政治人物會不會在乎民眾想法的測量，比較分析各個西方民主
先進國家的變化趨勢。此外，Dalton（2004: 31-34）也納入政黨認同者分佈的比
例，討論民眾在對權威當局的情感取向。就其分類的評估面向，我們可以發
現，似乎成為選舉中民眾對於主要候選人的評估以及投票支持的情況，似乎與
投票行為討論的候選人因素或是投票行為有所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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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民眾政治支持的類型
分析層次
評估
政治社群
最適合生活的國家

情感取向
國家榮耀感
國家認同感

典章制度

原則 民主是最好的政體
規範與程序 權利的評估
滿意民主程序

制度 制度表現的判斷
產出的預期
權威當局
候選人評估
投票支持
資料來源：Dalton(2004: 24, Table 2.1)。

民主價值
政治權力
體系規範
參與規範
機構信任程度
政黨政府的支持
對政治人物的信任
認同政黨

就本研究而言，Dalton 提供的分類是較具有啟發性的。我們將從典章制度
著眼，討論民眾對於民主政體的支持程度，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除此之外，
為了有利於比較分析民眾對於不同層次的政治支持之差異，我們也納入民眾對
於總統施政的滿意度。從上述 Dalton 的分類，我們將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
視為對於典章制度的支持，至於對於總統的滿意度，則視為對於權威當局施政
成果的評估。以下，我們將先討論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再討論本研究將
納入分析的主要解釋變數。

三、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
針對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因素而言，Easton（1965: 230-1）認為，有三種
情況會讓體系成員的支持下滑。首先是政府沒有呼應民眾的需求，提出具體政
策。其次則是政府未具前瞻的眼光，提出防範的政策。第三則是，儘管政府執
行特定政策來呼應民眾的需求，不過，政策產出的結果卻未符合民眾的需求。
因此，政府是否可提出滿足民眾需求的政策，是影響民眾政治支持的重要影響
因素。此外，Easton(1965:251-6)在討論如何減緩體系成員支持下降的壓力時，
特別指出，代議制度是可以將民眾需求向權威當局反映，將是增加體系成員對
體系支持的重要方法。藉由代議制度的安排以及表現，不但可以將民意向執政
當局反應，也有利減低其成員給予體系壓力。
Kornberg 與 Clarke（1992: xiv-xv）認為，民眾的政治支持，起源於政治社
會化的過程以及對於主要政治機構與程序之運作的工具性評價（instrumental
judgments）。其中，個人價值、團體認同以及民主規範與價值屬於社會化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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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而政治體系運作的效能與平等公正（equity-fairness）屬於後者。社會化經
驗與個人對政治社群的支持密切相關，而對於政治體系工具性的評價則與典章
制度及權威當局的支持密不可分。Kornberg 與 Clarke（1992, 6-7）認為，民主
國家中，民眾的政治支持，取決於他們認為國家對其公民權利保障的紀錄。當
民眾認為政府公平或是平等地對待他們，民眾才會給予政治支持。
Norris(1999)則認為，從政治社會化或是政治價值的解釋，雖有其解釋力，
不過，我們看到民眾對於國會滿意度持續下滑的情況似乎不是此種解釋途徑可
以解釋的。而有關政府表現的解釋，雖然對於民眾政治支持的波動有其解釋
力，不過，不論從施政表現或是經濟表現的指標，對於特定國家民眾的政治支
持變動也有不足之處。以美國為例，在 1960 年代的經濟表現不差，不過，政治
支持卻開始下滑。因此，Norris 提出「制度理論」（institutional theories）這個
第三種途徑來解釋民眾政治支持的變化。他認為，在不同的政治體制下，民眾
的政治支持也會有顯著的影響。如多數制（majoritarian） 共識制（consensual）
的 制 度 安 排 中 ， 選 舉 中 投 給 選 後 執 政 的 的 贏 家 （ winners ） 選 民 以 及 輸 家
（losers）選民的政治支持情況就不同。因為，在多數決制中，注重的是究責
（accountability）與效率（effectiveness），但是輸家的政策偏好往往被忽略。
而共識制的政體中，因為輸家的政治偏好有可能被照顧。因此，同樣是輸家，
在共識制相較於多數制的制度安排下，其對於制度的信心就更高。Norris 也提
出如果一個制度安排總是有利特定政黨或是團體，則其他民眾會因為此遊戲規
則不公致使其政治支持低落。因此，制度的設計或是制度的公平性，是研究民
眾政治支持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我們整理上述理論可以發現，解釋民眾政治支持變動的理論可以歸類為政治
社會化、政府表現評估以及制度設計等三個主要理論。其中，制度設計部分，
因為 Norris 進行的是跨國研究，與本研究針對台灣民眾不同，因此，本研究將
針對政治社會化與政府施政表現兩個方向討論。本研究主要關注點在於： 自

2008 年 5 月 20 日馬英九總統上任以來，兩岸的各項交流更趨熱絡，海基
會與海協會兩會自 2008 年 6 月在北京舉行「江陳會談」以來，迄今已舉
行四次會談，並完成 12 項協議與 1 點共識。而海基會與海協會會談的制度
化以及未來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的簽署，都顯示台灣與大陸的關係將日趨密切。不過，經管經貿交流
熱絡與良性政治互動，中國大陸仍然是台灣重要的武力威脅來源。因此，馬英
九總統的就職演說中提到的「不統、不獨、不武」的「新三不」政策，即標示
著對於中國大陸武力威脅的關切。也使得我們在討論台灣民眾的政治支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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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納入兩岸關係。本研究所欲納入的政治社會化變數，將納入受訪者的性
別、政治世代、省籍、教育程度以及政黨認同等變數。從過去的研究可以發
現：上述變數在台灣選舉政治的重要影響。 14 此外，參考吳玉山（1997）以
「大小政治實體」分析兩岸政治的「抗衡」與「扈從」策略，或是吳玉山
（1999）進一步將兩岸關係中台灣的選項定位成「統一與獨立」的認同選項和
「經濟安全」的利益考慮等兩個面向，或是吳乃德（2005）以愛情與麵包討論
台灣認同與經濟利益的糾葛，乃至陳陸輝等人（2009a;2009b）的相關討論，都
可發現民眾的政治認同、對兩岸的經濟交獲利與否的評估以及戰爭的威脅，都
對於民眾的兩岸政策偏好與投票行為有重要影響。我們將以民眾對於兩岸經貿
交流對於台灣整體經濟影響的認知、兩岸關係的評估、兩岸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納入，此外，也將過去研究政治支持的重要變數政治信任納入作為主要解釋變
數。本研究認為：馬英九總統的滿意度除了反應他在 2008 年當選的選民基礎
外，他的施政表現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其中，民眾對於兩岸關係的評估以及兩
岸經貿交流獲利與否的評估將對其施政滿意有重要影響。不過，民眾在考量對
民主體制是否強烈支持時，許多外在的因素自將納入。其中，中共的武力威脅
等兩岸關係的變數，當是其考量的重點之一。特別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順利發
展，讓台灣成為全球華人民主政體的重要典範，對照當前中國大陸的威權統
治，是否更緊密的兩岸關係甚至未來的統合，反而會讓民眾會擔心台灣民主政
治成果不再，因此而不願樂見？相當值得注意。

參、研究方法、研究資料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運用陳陸輝主持的「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與應用
（2/3）」國科會研究計畫在 2010 年 3 月間蒐集的電話訪問資料。該研究係調
查訪問的對象以台灣地區（不含金門、馬祖）年滿二十歲以上的成年人為所定
義的母體，其抽樣方法分別以係以「中華電信住宅部 98 年版電話號碼簿」為母
體清冊，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全省電話樣本後，隨機修正最後兩碼或四碼，以求
接觸到未登錄電話的住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依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
受訪的對象進行訪問。訪問期間為 3 月 26 至 3 月 29 日，訪問完成有效樣本
1,289 位，以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差為：±2.73
％。
14

相關的文獻非常多，有興趣的讀者可以參考陳陸輝、游清鑫與黃紀(2009）所編之《2008 年總
統選舉：論二次政黨輪替之關鍵選舉》一書。該書針對上述變數在選舉政治的影響有相關的文
獻檢閱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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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關於政治支持的測量，參考上述 Dalton（2004）的研究，以民眾
是否同意「民主政體是一個最好的政體」作為在典章制度的原則面向的具體測
量，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此外，為了比較民眾對於典章制度以及權威
當局政治支持的差異，也納入民眾對於馬英九總統的滿意度進行比較分析。對
於馬總統施政滿意度的測量，本研究運用以下問題：
請問您對馬英九總統這半年來的整體施政表現，滿不滿意？
我們在分析時，將受訪者回答「非常滿意」與「有點滿意」合併為「滿
意」，另外將「不太滿意」與「非常不滿意」合併為「不滿意」，至於其他沒
有具體答案者不納入分析。此外，我們運用以下題目測量民眾對於民主的支持
度：

有人說「民主也許會有問題，但還是一個最好的制度」，請問您同不同意
這種說法？

我們在分析時，將受訪者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合併為「同意」，
另外將「不同意」與「非常不同意」合併為「不同意」，至於其他沒有具體答
案者不納入分析。從上述的文獻檢閱中，我們發現：民眾政治支持的來源有兩
個重要途徑。其一為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其二為理性或是工具性的具體評估或
是對於機構治理評價的個人經驗。當我們在解釋民眾是否堅持民主體制是最好
的政體時，若從政治社會化的角度出發，我們將以民眾的性別、政治世代、省
籍以及政黨認同等變數等辦變數，作為檢視其支持民主體制與否或是馬英九總
統施政滿意度的解釋變數。此外，就理性的以及工具性的評估上，民眾的政治
信任、對於兩岸關係的評估、對於中國大陸武力威脅的認知以及兩岸經貿交流
預期獲利與否的認知，也將納入作為解釋其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 15 本研究認
為：在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大陸政策成為他施政的主要重點，特別是兩岸的
經貿交流是否會為民眾帶來經濟發展的正面，至為重要。因此，這些施政表
現，是主導民眾對馬英九總統滿意度的重要因素。不過，就台灣的民主政治發
展而言，太過緊密的經貿交流也許會讓民眾有經濟過份依賴中國大陸，而讓台
灣民主政治健全發展有所影響，因此，對兩岸經貿交流抱持一定預期的民眾，
也許未必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捍衛者。此外，中國大陸的武力威脅，也許是另外
15

研究台灣選舉政治的重要變數如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自我認定以及統獨立場在後續
分析中並不顯著，故並未納入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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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讓民眾堅持民主制度的重要原因。民眾各變數的問卷題目及分析時的編碼
方式與分佈，除了第四節將摘要說明外，請參考附錄一。

肆、資料分析與詮釋
在討論政治支持時，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以及對於權威當局的施政表
現評估，經常是討論的重點。民眾會不會因為執政當局短期的施政表現不佳，
而影響其對於民主體制的支持？從表 19 中可以發現：在 2010 年 3 月本研究進
行訪問之際，馬英九總統的施政滿意度僅三成一，不滿意度接近七成，此一比
例係未列入沒有具體答案的受訪者。顯見當時民眾對馬總統的施政滿意度並不
高。對照相關的民意調查可以發現：馬總統近來的施政滿意度在「雙英辯論」
後有所提升，不過，仍然與就職時接近七成的比例有重要差距。表二的另外一
個重要資訊是：儘管當時馬總統的施政滿意度並不高，不過，卻有超過八成四
的民眾仍然同意民主是最佳政體。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政治領袖的支持會隨著
他的表現而變動，不過，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程度卻極高。因此，影響民眾對
於總統滿意度以及民主支持的因素是否有所區隔？此一問題非常值得討論。
表 19、總統滿意度與民主支持的分佈
總統滿意度
民主為最佳政體
68.9
13.6
不滿意
不同意
31.1
86.4
滿意
同意
(1,108)
(1,209)
(樣本數)
(樣本數)
資料來源：陳陸輝，（2010）。
說明：表中數字為直欄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表中數字並未將無具體答
案者列入，故有效樣本數與實際訪問成功的 1,289 位略有差距。
接下來，我們將兩個變數重新編碼為二分變數，以 1 表示「滿意」馬總統
施政或是「同意」民主為最佳政體，以 0 表示「不滿意」或是「不同意」。因
為該變數為二分變數，本研究運用二元對數勝算比迴歸分析（Binary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在表 20 中，我們納入性別、政治世代、省籍、教育程
度、政黨認同、政治信任、對兩岸關係評估、戰爭風險認知以及兩岸經貿效果
的評估等變數，具體的統計分析結果請參考表三。在表三中的「總統滿意度」
模型中可以發現：在控制其他變數之後，女性、最年輕世代、本省閩南、認同
泛藍政黨、政治信任高、對兩岸關係給予正面評價、以及認為經貿交流讓台灣
經濟變得較好以及維持不變者，對馬英九總統的滿意度較高。參考陳陸輝與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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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2009）針對馬英九滿意度所做的調查，他們發現：對經貿交流給予正面評
價、政治信任高、認同泛藍的選民、女性以及最年輕世代民眾，在 2009 年 4 月
期間，給予馬英九的滿意度較高，與本研究結果發現頗為一致。從表三中也可
發現，政治信任、兩岸關係評估以及對兩岸經貿交流效果給予正面肯定者，對
於馬英九總統的施政滿意度影響較大。此外，泛綠認同者、大專以上教育程度
者以及認為有戰爭風險者對馬英九的表現較不滿意，不過，三個變數只有泛綠
認同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度。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當政治信任由
最低的 0 分上升到最高的 1 分時，控制其他變數之後，其滿意相對於不滿意的
勝算比（odds ratio），增加為原來的約 42 倍（即 exp(3.73)=41.81）。而對兩岸
關係的評估的單位如果由 0 增加為 1 時，其對馬英九總統滿意相對於不滿意的
勝算比，增加為原來的約 19 倍（即 exp(2.94)=18.88）。不過，從附錄表一中可
以發現：因為民眾的政治信任平均僅有 0.30、對兩岸關係的評價約有 0.48，所
以這兩個變數雖有顯著影響，但因為民眾在這兩個變數分佈的平均值較低，也
使得馬英九總統的滿意度不高。相同的情況，也可以從民眾對於兩岸經貿交流
效果的評估上，僅有約 24.7%的民眾認為台灣因此經濟較佳，使得此一因素對
馬總統聲望的提振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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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民眾總統滿意度與支持民主的二元對數勝算比分析
總統滿意度
民主為最佳政體
B (S.E.)
Exp(B)
B (S.E.)
Exp(B)
女性
0.40 (0.20) *
1.50
-0.26 (0.21)
0.77
政治世代
第四代（1980 以後） 1.66 (0.51) **
5.26
1.16 (0.42) ** 3.18
第三代（1961-79） 0.69 (0.49)
1.99
1.22 (0.39) ** 3.39
第二代（1942-60） 0.76 (0.51)
2.15
0.81 (0.39) *
2.25
教育程度（其他為對照組）
大專 -0.38 (0.21)
0.68
0.60 (0.23) ** 1.82
省籍（本省客家為對照組）
大陸各省 0.46 (0.37)
1.58
-0.25 (0.38)
0.78
本省閩南 0.57 (0.28) *
1.77
0.14 (0.28)
1.15
政黨認同（中立為對照組）
認同泛藍政黨 0.67 (0.24) **
1.95
0.47 (0.26) $
1.60
認同泛綠政黨 -0.59 (0.31) *
0.55
1.03 (0.30) *** 2.81
政治信任
3.73 (0.53) *** 41.81
0.53 (0.55)
1.70
兩岸關係評估
2.94 (0.63) *** 18.88
-0.37 (0.55)
0.69
戰爭風險認知
-0.37 (0.39)
0.69
1.27 (0.42) ** 3.58
兩岸經貿效果評估
較佳 2.08 (0.49) ***
8.02
-0.71 (0.38) $
0.49
不變 1.55 (0.46) ***
4.73
-0.28 (0.30)
0.75
常數
-6.73 (0.81) ***
0.00
0.27 (0.52)
1.30
模型相關資訊
樣本數
930
982
2
2
G （LRχ ）
426.80
61.79
自由度
14
14
2
0.55
0.12
Nagelkerke Pseudo R
資料來源：陳陸輝，（2010）。本計畫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於心 2010 年 3 月 26
日至 3 月 29 日電話訪問所得。實際訪問成功樣順為 1,289。表中樣本
數為各模型分析之有效樣本數。
說明：$:p<0.10;*:p<0.05; **:p<0.01; ***:p<0.001（雙尾檢定）。「總統滿意度」模
型以滿意為 1 不滿意為 0，民主支持以同意民主是最佳政體為 1，不同
意為 0。

我們進一步從表 20 中影響民眾對於民主體制支持的因素，則可發現：在控
制其他變數之後，年輕世代、大專教育民眾、具有政黨認同者以及愈認為兩岸
可能發生戰爭者，愈可能認為民主體制是最佳體制，此一研究發現與總統滿意
度頗不相同。這個研究發現的重要意義在於：相對於最年長的世代，年輕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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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於民主競爭的選舉經歷較多，也生活在更為自由開放的社會，因此，他
們不但享受民主帶來的成果，也對民主體制有所堅持。台灣教育程度的普及對
於民主政治順利推動的助力，不僅在於提升民眾對抽象事務的理解能力，更讓
民眾認知現有民主體制的價值並可能挺身捍衛民主體制。民主政治即政黨政治
也可以從本研究中看出，不管泛藍政黨或是泛綠政黨的認同者，相對於無政黨
傾向者，他們認為民主體制儘管有問題，卻都同意它是最佳制度。此外，最值
得注意的是，當民眾認為戰爭的威脅從 0 提升到最大值 1 時，他們對民主支持
相對於不支持的勝算比增加為原來的 3.5 倍，顯示兩岸戰爭的威脅一方面讓我
們擔心好不容易享有的民主成果會毀於一旦，但也更加驅使我們對於民主制度
的堅持。除此之外，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乃認為兩岸經貿交流會讓台灣
經濟變得較佳的民眾，其支持民主相對於不支持民主的勝算比，是認為經貿交
流讓台灣經濟變差的 0.49 倍，換言之，兩岸密切的經貿交流，所帶來的不僅是
台灣在經濟上更加依賴中國大陸，更對台灣好不容易獲得的民主自由成果，是
種隱憂。民眾也許疑慮，當經濟更加依賴中國大陸之後，帶來的也許是政治上
的整合，那麼，對於台灣現有的民主政治體制會有何影響，頗值得憂慮。

伍、結論
本研究將運用陳陸輝所主持的「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與
應用」的電話訪問資料，以兩岸關係切入，分析民眾對於兩岸關係的總體評
估、戰爭威脅以及經貿交流對台灣經濟影響的評估，解析民眾對總統的滿意度
以及對於民主政治體制的支持。本研究初步發現：女性、最年輕的世代、本省
閩南民眾、泛藍政黨認同者、政治信任高者以及對兩岸關係給予正面評估、以
及認為兩岸經貿交流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正面影響者，對馬總統的滿意度較
高。此一發現與過去分析馬英九總統在 2008 年選舉中的選民基礎類似，而馬總
統目前較低的滿意度，來自於民眾對於政府在處理兩岸關係的評估、政治信任
以及認為經貿交流有助台灣經濟發展等的評分或是分佈比例不高所致。因此，
馬總統既然以加強兩岸關係為重點，且兩岸經貿交流熱度在 ECFA 順利簽訂
後，勢必快速加溫，如何讓民眾具體感受兩岸交流後所帶來的經濟成果，是馬
英九邁向連任之路的重要功課。
不過，本研究另外一個重要發現，乃是民眾對馬英九總統「新三不政策」
的「不武」，實際上對於台灣民眾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民眾愈體認兩岸有戰
爭的風險愈傾向支持台灣的民主制度，顯示外在的戰爭風險實際上是凝聚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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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捍衛民主體制的決心。除了武力威脅之外，經濟利誘是否讓台灣民眾對民
主體制不再堅持？本研究發現：此一問題答案是需要注意的。當民眾愈認為兩
岸經貿交流有利台灣經濟發展，愈不傾向支持民主體制，儘管研究發現並未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程度，不過，經濟利誘與民主堅持隱然放在台灣民主發展的天
平兩端，如何權衡，非常值得注意。
本研究運用政治支持的概念，以民眾對權威當局的總統滿意度以及對於典
章制度堅持的民主支持為主要依變項，納入兩岸關係作為分析的重點，研究結
果發現：民眾對於權威當局的支持，固然反應既有的黨派立場以及執政者的施
政表現，不過，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堅持，是不問藍綠也不分省籍的。伴隨著
台灣人口的世代交替以及教育提升，這些因素對於民主政治發展都是具有正面
的影響力。不過，中國大陸在經濟利誘上加碼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台灣民眾對於
民主政治的堅持，頗值得關切。相對地，兩岸潛在的戰爭風險，卻是凝聚民眾
堅持民主的重要關鍵。因此，在「不統、不獨、不武」的政策堅持下，台灣民
主政治的未來方向，不但與台灣民眾力抗威脅相關，更與台灣民眾不受利誘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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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總統滿意度解析
本文運用調查研究資料，分析影響民眾對於總統滿意度的因素。本研究認
為，民眾對於總統施政表現的評估，除了受個人既有政治立場影響外，兩岸關
係、經濟因素以及民眾的政治信任，都可能對總統的施政滿意度造成影響。
本研究發現：除了民眾既有的藍綠政治立場以及統獨傾向之外，女性與年
輕選民給馬英九總統較高評價。中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程度的民眾，給予馬總統
的評價較差，不過，中學教育程度者是較小學教育程度的民眾顯著偏低。此
外，民眾的台灣意識愈強，其給馬英九總統的評價愈低。就兩岸關係而言，雖
然在馬英九總統上任後迄今，兩岸關係大為和緩。兩岸陸續舉行三次的「江陳
會談」，達成多項協議。不過，認為兩岸關係轉變得較佳的民眾，未必給予馬
總統更高的評價。甚至於，在兩岸關係和緩之後，民眾對於兩岸是否會發生戰
爭的疑慮既消除，自然也不會影響他們對馬總統施政表現的評價。相對而言，
經濟因素似乎是主宰民眾評價馬總統的重要判準。當民眾認為兩岸交流對於台
灣經濟較為有利與認為經濟情況較佳者，他們才會給馬總統較正面的評價。對
於經濟情況不佳的究責上，儘管有超過四分之三的民眾認為是因為國際景氣差
所致，但是，當民眾認為是馬政府所造成的，會給予馬總統施政表現較差的評
價。此外，民眾的政治信任，也顯著影響他們對於馬總統的施政評價。
民眾對於總統施政表現的評價，像是給予現任總統不斷的評鑑與考試。就
當前有限的資料來看，除了民眾藍綠政治傾向、統獨偏好與台灣意識高低之
外，民眾似乎多以經濟面向來評估總統。此一發現，似乎指向民眾以經濟情況
來對政府表現究責，長此以往，當對台灣民主政治的良性發展，有重要意義。

壹、前言
總統是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對內依法統治，是我國憲政體制下最重
要也是權力最大的行政首長。也因此，總統施政表現的良窳，不但攸關國家機
構的順利運作，也與民眾生活密切相關。民眾認為，總統集憲政權力於一身，
且既接受選民付託，自當為選民帶來和平、繁榮與充滿希望的生活，提升民眾
福祉與創造光明的國家前景。不過，總統在任期固定的情況下，是否在勝選過
後就忘記民眾付託？還是兢兢業業以民為本？在其任職期間，憲政制度未必提
供選民適當且可行的手段，給予總統獎勵與懲罰。因此，民眾對總統的施政滿
意度就成為兩次選舉之間，民眾不斷給予總統「評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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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即希望透過民意調查的方式，檢視影響總統滿意度的因素，並進一
步思考，民眾運用的這些標準，對於民主治理的可能影響。本研究認為：和
平、繁榮與希望既然是選民對總統當選人的要求，自然會以相關標準，去評量
總統任職期間的施政表現。對現任總統而言，總統施政滿意度的重要性，在於
高的民眾滿意度給予總統許多憲政制度以外的權力，推動重要法案，或是提出
新的施政計畫。相對而言，一個人氣低落的總統，在無法贏得民眾尊重的同
時，自然在執行憲法賦予的權力時也多所致肘。因此，研究哪些因素影響總統
的施政滿意度對於國家的治理，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將依序說明總統施政滿意
度的相關研究成果，並運用調查研究資料，解析影響總統滿意度的相關因素。

貳、民眾評價總統：既有政治傾向與客觀政治表現
民眾對總統的滿意度，反映民眾對於總統處理國家事務或是重要事件的滿
意程度。(Marra and Ostrom 1989:546)總統雖經由民眾經由合法程序選出，執行
其職權，不過，持續的民眾支持，更是其確保政策推動的重要依據。正如
Easton(1965: 154)所言：「沒有政治相關成員（politically relevant members）的
支持時，權威當局在將成員的需求轉為產出或是執行決策的過程中，會面對嚴
重的困難。」
在總統滿意度的相關研究中，主要聚焦於以下四個問題。首先，為分析總
統滿意度對於總統權力運用的重要性。其次則是探討影響總統滿意度的因素。
第三則是分析總統能否操縱他的政治支持度。最後則是提出一個解釋總統滿意
度成因的通則。（Ostrom and Simon 1985,335-6）
總統滿意度的重要性，在於民眾滿意度高的總統，往往擁有較多的「無形
權力」。例如，一個具高民氣的總統，在國會的提案通過機會較高（Ostrom
and Simon 1985），因此，他往往可以運用他的高民氣，提出新的法案或是推動
重要創新，並獲得民眾支持。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總統總是利用上任初期與
國會的蜜月期，推動重要的立法。此外，滿意度高的總統為同黨國會議員的助
選，往往可以產生「拉拔效果」（coattail effect）。許多研究針對美國的期中選
舉均發現：總統的滿意度對於同黨議員國會選舉的投票有重要的影響。
（Erikson 1990, MacKuen, Erikson, and Stimson 1989, Marra and Ostrom 1989,
Tufte 1978) 這些無形的權力，不但讓總統在黨內擁有強勢的領導地位，更可以
據以說服他黨議員，推動重要政策。因此，擁有高滿意度的總統像是收到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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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的空白支票，當他拿著這些支票向國會銀行兌現時，國會銀行成員往往在
謹慎思考不兌現的可能政治後果後，兌現支票。
既然總統滿意度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哪些因素會影響總統滿意度，就成為
下一個研究點。對於總統滿意度研究最重要的學者 Mueller (1973, 197)即指出：
總統擔任的任期長短、重要國際事件、經濟以及戰爭，是影響總統滿意度的重
要因素。就總統任期而言，總統就職之初，挾著勝選的光環與民眾對其擔任職
務的期許，自然具有一定的聲望。但是，隨著上任後推動新的政策、重要政策
窒礙難行、未履行競選政見或是執政團隊出現負面新聞時，他的滿意度隨之下
滑。總統推出的新的政策或許會得到一些選民的支持，不過，也可能引起部分
民眾的不滿。例如，陳水扁總統在 2000 年上任後推動的暫停興建第四核四廠，
雖然獲得反核人士的支持，也引起許多工商企業家的反對。馬英九上台後陸續
舉行三次「江陳會談」，雖然會獲得一定選民比例的支持，不過，也自然會引
起部分憂心台灣主權會遭到矮化的選民所不滿。因此，隨著其執政愈久，推動
政策愈多，對單一政策不滿意的選民所累積的「聯盟」愈多，其支持度自然下
降。Mueller（1973,233-7）指出：多數總統在其任職期間，滿意度總是愈來愈
低，但他指出一個「愛森豪現象」（the Eisenhower phenomenon）。他描述在愛
森豪任職期間的聲望是上下波動而非每況愈下，因此，Mueller 認為愛森豪是因
為 戰 爭 英 雄 與 給 人 溫 和 形 象 的 個 人 特 質 、 終 結 韓 戰 、 政 治 生 手 （ amateur
status）、無為而治的治理方式以及處在美國社會風氣良好的 1950 年代等因
素，使得他的滿意度並未隨任期終了而逐漸下滑。所謂「無為而治」，即指愛
森豪未推動重要政策，且任職期間大多蕭規曹隨，所以沒有得罪太多選民。至
於重要的國際事件，Mueller（1973,208）提出「擁護領導中心」（rally-roundthe flag）的效果。這些事件必須是國際性的、與美國及特定總統相關且眾所矚
目的事件，例如：美國採取入侵他國的軍事行動、進行中戰爭的重要發展、重
要外交事件、重要科技發明、美國與蘇聯領袖的高峰會以及總統的上任等。
（Mueller 1973,209-10）至於經濟方面，Mueller（1973,213-6）運用的是失業率
作為指標，檢視總統在該次民調的失業率減去就任時的失業率，看他如何對總
統滿意度造成影響。不過， Mueller（1973,215）特別指出：經濟衰退會讓 讓
民眾對於執政者不滿，但經濟好轉未必立刻有助他滿意度的提升。此外，戰爭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他認為戰爭對於總統的滿意度將是一項打擊。
（Mueller1973,216-7,219-31）的研究發現大致支持他的上述假設。Ostrom 與
Simon（1985）的研究，則是提出一個相當全面的解釋模型，來說明影響總統
度的原因。他們（1985, 336-8）指出：民眾總是期望總統可以帶來和平、繁
榮、國內穩定以及維持總統職位本身的威信與正直。這些期望，是民眾認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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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職位具有一定權力可以完成，因此，這些預期是以制度為基礎(institutionbased)的基本要求，不會因在位者不同而有所改變。除了以制度為基礎的因素
之外，也有因為不同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不同競選政見或是對問題的解決方
案，而有以不同在位者為基礎（occupant-based）的評估。因此，他們從國際、
國內與個人三個面向，自以制度為基礎以及以個人為基礎兩個角度，以選民預
期以及為預期的兩個方向，將與總統相關的結果區分為表 21 所示的 12 種類
型。
表 21、評價總統相關事件的類型
預期的

制度為主
個人為主

非預期的

國際

國內

個人

國際

國內

個人

和平

繁榮

繼任

危機

社會動盪

總統誠信

立法活動

通過法案

外交活動

國內政策

個人困頓

強權外交
政策

資料來源：Ostrom and Simon (1985) p. 338, Table 1.

Ostrom 與 Simon (1985, 350-4)的研究發現：美國總統在國際關係領域的作
為，與其滿意度密切相關。其中，當美國與蘇聯對抗或是出現重要國際危機事
件，總統滿意度會提高。以超級強國自居的美國，當總統挺身與當時蘇聯另外
一個超級強國對抗時，民眾當然也會在總統背後集合力挺。當國家出現重大危
機時，如古巴飛彈危機事件，民眾當然希望擁護領導中心，因此總統滿意度自
然升高。此一現象我們也在「911 恐怖攻擊」時，小布希總統的滿意度上昇到
歷史高點可以看出。當然，他們發現：戰爭死傷人數增加，滿意度會下降，此
點應該在我們預期內。不過，兩位作者提到了 Mueller 的觀點倒是頗具啟發。
Mueller (1973,62）指出：民眾對於戰爭初始階段的傷亡人數較為敏感，不過，
隨著戰爭的進行，死傷人數當然會累加，所以會對最後階段的大量傷亡較為關
切。一個未必相稱但是可以比較的對象，倒像是近年來發生的 SARS 與 H1N1
這些新行流行疾病傷亡人數的情況。當 SARS 初始流行，政府也對於台灣尚未
「淪陷」沾沾自喜，一旦出現第一個死亡病例，隨即引起民眾恐慌。但是最後
如果沒有造成大量民眾感染死亡，政府的表現相對是受到民眾肯定的。此外，
Ostrom 與 Simon 也指出：總統參加重要國際會議或是出訪重要國家，都對滿意
度有正面的影響。在國內方面，總統在國會通過的法案愈多，滿意度愈高。不
過，當總統提出法案太多、經濟表現不佳或是國內出現重要社會抗爭事件，總
統滿意度都會下降。值得說明的是，為何總統提案太多會引來滿意度下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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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Mueller（1973,205）的解釋：當總統強力推動特定政策時，一定會得罪一些
因此政策被推動而強烈受害者甚至是兩面都不討好。這些人剛開始雖為少數，
不過，隨著總統提出的法案愈多，這些不滿意的少數會愈來愈多而成聯盟
（coalition-of-the-minorities），也將導致總統的滿意度下降。此外，就總統個人
因素而言，當民眾同情總統健康出現問題、遭到暗殺、因故辭職等事件，現任
者或是繼任者的滿意度都會升高。不過，當出現醜聞對其滿意度定是一大打
擊。
如果總統知道哪些因素會影響到民眾對他的滿意程度，他自然有動機加以
操縱，以確保自己權力穩固。短期的經濟政策、國外出訪、甚至發動戰爭，都
是可能的選項。由於自 1940 年代，美國民調機構即持續研究總統滿意度，累積
的民調資料也相當可觀。結合報紙重要事件的報導、總體經濟指標以及戰爭傷
亡人數等相關總體資訊，使得美國總統滿意度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這些研究
模型可否應用於台灣的研究就需要思考了。除了理論模型之外，研究資料是否
充分也值得注意。我國人民直選總統始自 1996 年，迄今也不過十幾年經歷三位
總統，因此，運用時間序列（time series ）結合主要報紙重要事件報導與總體資
料的分析方式，未必適宜。因此，本研究希望運用民意調查，結合可能影響我
國總統滿意度的相關變數，探討影響我國總統滿意度的因素。
從國外的研究模型可以發現：國際事件、國內政策以及總統個人因素，都
對於總統滿意度有重要影響。不過，由於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有限，因此，在
討論我國的總統滿意度時，需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為兩岸關係。兩岸關係
相關議題的重要性，反映於內，則型塑台灣的政治格局，台灣兩大政黨，各據
統獨一端抗衡爭鬥(吳乃德 1993；陳文俊，1995；徐火炎 1996；王甫昌 1997；
陳陸輝 2000；游清鑫 2002；吳重禮、許文賓 2003；盛杏湲、陳義彥 2003；Yu
2005)，展現於外，則左右台灣的大陸政策走向 (吳玉山 1999，153-210；吳玉山
2001 ； Wang 2001 ； Sheng 2002 ； Niou 2004 ； Wu 2004 ； Chang and Wang,
2005；Dittmer 2005；Wang 2005；吳乃德 2005；Keng, Chen, and Huang 2006；
Myers and Zhang 2006)。因此，檢視近年總統選舉的議題設定，便知統獨之爭
絕對是台灣政治的重要議題(江宜樺 1998，189-222)。因此，兩岸議題既然如此
重要，則民眾是否會因為自己的統獨立場、對兩岸關係的評估甚至兩岸和戰的
可能等因素，來評價總統施政表現的好壞，自是一大重點。除了兩岸關係之
外，經濟因素當然是評價總統的重要因素。不過，自馬總統上台之後，台灣在
金融海嘯的席捲之下，經濟遭受重大衝擊。在有關經濟投票的相關討論中，民
眾是否會以經濟表現的好壞向總統究責是一個重點，本研究也將此一焦點，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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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中。除此之外，民眾政治信任對於總統施政滿意度的影響，也是重點。
政治信任是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因此，此一信心既融合主觀的偏好與客觀的
評價，當對總統施政滿意度具有重要影響。16本研究將從和平與繁榮兩個角度，
結合我國特有的國際關係與兩岸現勢，提出解釋民眾對總統滿意度的評估。

參、研究資料、研究方法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運用的資料，係陳陸輝主持的《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
測量與應用（1/3）》國科會研究計畫。該計畫以台灣地區（不含金門、馬祖）
年滿二十歲以上的成年人為該次調查的訪問對象，利用「中華電信住宅部 9798 年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數佔台灣地區所
刊電話總數比例，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個數，並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
話樣本後，隨機修正最後二碼及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錄電話的住宅戶。電話
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行訪問。電話訪問
期間自九十八年四月七日（星期二）至四月十二日（星期日）於政治大學選舉
研究中心執行，該次訪問實際完成 1,676 個有效樣本，以百分之九十五之信賴
度估計，最大可能抽樣誤差為：±2.44%。該研究對樣本的分布特性使用多變數
「反覆加權法」（raking）進行加權。性別、年齡及教育程度之母體參數，是依
據內政部出版之「中華民國閩南地區人口統計（民國九十六年）」。加權後的
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顯示加權後的樣本結構和母體並無差異。樣本的分佈可
以參考附錄表一說明。本研究按照理論架構，挑選該資料與本研究理論相關的
變數進行分析。
有關總統滿意度的測量，本研究運用一般對於總統滿意度的測量方式，
即：「請問您對馬英九總統上任以來的總體施政表現，滿不滿意？」此一測量
方式，反映了民眾對於總統整體施政表現的滿意情況。在該筆資料中，此問題
放在電話訪問的第一題，可以避免因為給予其他訪問題目刺激後，而影響受訪
者對於總統滿意度評估的參考依據，而較不受題目順序與脈絡（question order
and context）的影響。17

16

關於台灣政治信任的定義、起源以及對選民投票行為與民主展望的影響，可以參考陳陸輝
（2002,2003,2006,2007）與鄭夙芬、陳陸輝與劉嘉薇（2008）的系列討論。
17
關於這一方面的討論，可以參考 Asher (2004)第三章，或是陳陸輝等（2008）翻譯的該書第三
章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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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焦點在於解釋民眾對總統滿意度的差異。根據本研究的重要研究問
題，我們希望檢視兩岸關係、經濟發展與政治信任對於馬英九施政滿意度的影
響。就兩岸關係而言，除了民眾自己的統獨立場外，當民眾認為兩岸關係和緩
或是不太可能發生戰爭時，他們是否愈傾向支持馬英九？因為對象為馬英九總
統，所以在 2008 年總統選舉中，哪些背景的民眾較支持馬英九也需考量。根據
陳陸輝、耿曙與王德育（n.d.）的分析：女性、教育程度較高者較傾向支持馬英
九。因此，我們模型中也納入性別與教育程度。此外，受訪者的政治世代，也
一直是台灣學界關注的焦點。（劉義周 1993,1994,1997;陳陸輝 2000;陳陸輝與
耿曙 2009）本研究以台灣的重大政治與社會事件發生的時間，將選民切割成三
個政治世代。第一代是出生於西元 1942 年以及之前，第二代則出生於 1943 到
1965 年間，第三代選民則是出生在西元 1966 年之後。選擇西元 1943 年以及
1966 年作為切割點的因素，是因為出生在 1943 年的受訪者大多接受國民黨的
國小教育，而在 1966 年出生的這一群，在其成年時期前後，剛好經歷民進黨在
1986 年正式成立，正式以組織性的政黨，提名候選人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時
期。由於馬英九具外省人的背景且有別於過去國家元首的形象，給人較為年輕
與清新的形象，因此，本研究假設年輕世代民眾會給予其較高的評價。在教育
程度上，因為教育程度愈高，對於政府的批判能力愈強，也對政府諸多施政較
為質疑，因此，本研究假設教育程度愈高，對馬英九的滿意程度愈低。
除了上述變數外，民眾的政黨傾向也是一個重要關鍵。政黨認同像是有色
眼鏡，民眾一旦對特定政黨產生認同感之後，往往對該政黨表現與該黨政治人
物有較佳的評價。因此，認同藍綠政黨的選民應該對馬英九出現不同的滿意
度。泛藍較支持而泛綠較不滿。此外，影響台灣民眾政治行為的另外一個重要
變數，當係台灣意識。本研究也假設，台灣意識愈強的民眾，愈不滿意馬英九
的表現。18
就選民對於其他現況的評估方面，我們分別從兩岸關係、經濟面向與政治
信任等三個面向，詢問民眾對馬總統上任以來的評估。就兩岸關係方面，我們
詢問民眾認為台灣與大陸關係是否變得較好以及兩岸發生戰爭的可能。就經濟
議題上，我們請選民評估台灣目前的經濟狀況，並詢問民眾當前經濟情況不
佳，應由馬政府還是國際環境負責。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揉合兩岸關係及經濟因
素的題目。在馬總統上台之後，兩岸在 2008 年 6 月與 11 月及 2009 年 4 月陸續
舉行三次「江陳會談」，並簽署了包括：大陸觀光客來臺、兩岸直航以及金融
合作協議等共計九項協議。因此，民眾對於兩岸密切交流的同時，也期待同時
18

有關台灣意識的測量及其對 2008 年總統選舉的影響，請參考陳陸輝、耿曙、王德育 (n.d.)。本
研究的測量與編碼方式，請參考附錄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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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動台灣的經濟。所以，民眾對於兩岸密切的經貿往來，對於台灣經濟是利
多還是利空，自然也影響民眾對馬總統的施政評價。除了上述因素外，民眾的
政治信任程度，也應是影響民眾對馬英九總統施政滿意度的重要因素。我們將
上述變數的相關處理方式以及分佈資訊，整理於附錄部份。以下資料分析，本
文將先描述民眾對馬總統的施政滿意度，接著解釋影響滿意度高低的因素。由
於本研究的依變數的總統滿意度屬於「有序多分」的類別變數，因此，將運用
「順序勝算對數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進行分析。

肆、資料分析與詮釋
民眾在馬總統就職滿一週年前夕，民眾對於馬總統施政表現的滿意度如
何？從表 22 可以發現：約有三成六（36.2%）的民眾感到滿意（其中感到非常
滿意的有 5.8%、有點滿意的有 30.4%），不過，感到不滿意的有 51.7%（其中
感到非常不滿意的有 22.6%、不太滿意的有 29.1%），兩者差距約一成五。此
外，沒有表示具體意見的有一成二，本研究執行於 2009 年 4 月初，與一般民意
調查比例相近。

表 22、民眾對於馬英九總統上任以來的總體施政表現滿意程度分佈表
次
非常不滿意
不太滿意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無 反 應*
合計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9）。
*無反應包括：拒答、很難說、無意見、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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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百 分 比

378
488
510
97
203

22.6 ％
29.1 ％
30.4 ％
5.8 ％
12.1 ％

1676

100.0 ％

馬總統上任以來，雖然在兩岸和平發展上有重大且突破性的發展，不過，
適逢金融海嘯席捲全球，使得政府面臨空前的壓力，當然也因為民眾對於「馬
上好」的殷切期望，讓短期的失望頗高。此一現象是會因全球經濟復甦或是台
灣經濟好轉而改變，相當值得觀察。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有哪些因素對於民眾
的施政滿意度會產生重要影響。
本研究將民眾對馬總統的滿意度區分為「非常不滿意」、「不太滿意」、
「有點滿意」以及「非常滿意」四類，數值愈高代表愈滿意馬總統的施政表
現，以進行統計分析，表三為統計分析結果。表 23 包含受訪者個人背景、重要
政治態度、對兩岸關係的評估、經濟評估以政治信任等解釋變數。19 首先，我
們可以由表 23 發現：評估兩岸經貿交流將對台灣總體經濟獲利者，也傾向給馬
英九更正面的評價。不過，評估兩岸關係較好者，卻沒有提高對馬英九的滿意
度。此外，在兩岸走向和平與密切交流之際，可能發生戰爭的陰影不再，自然
也不是民眾據以評估總統施政滿意度的重要依據。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變數是
民眾的統獨傾向，統獨立場採取「維持現狀」者，較「傾向獨立」者給予馬總
統更多正面評價。傾向統一者與傾向獨立者在對馬英九的滿意度上沒有顯著差
別。是否表示馬總統向中間修正的「不獨、不統、不武」的立場，讓統派與獨
派都覺得不夠滿意所致，很值得注意。當前兩岸關係在經貿交流更趨密切之
後，民眾似乎無法單以感性的國家認同來看兩岸議題，經貿的利益似乎引來更
大的吸引力，此一發展，雖早為學界所提出，後續趨勢，更值得注意。20
在各項表現的評估上，經濟評估與經濟不佳究責是兩個顯著的變數。當民
眾認為整體經濟情況不佳以及認為是馬政府團隊執政能力不佳而導致經濟較差
者，對馬英九的滿意度較低。顯示經濟評價是主宰民眾對馬總統滿意度的重要
因素。這個發現似乎透露出民眾以較為理性的經濟評價作為重要的評估政府表
現標準。此一發展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運作以及民眾對於政府究責的希
求，都是一項正面發展。就政治信任而言，政治信任既為民眾對於政府的信
心，它表示民眾認為即使不主動監督，政府也應該自動自發完成民眾的需求，
才不會辜負民眾的選票付託。表 23 中顯示，該變數與總統的施政滿意度顯著相
關。當民眾愈信任政府，對馬總統的評價愈高。

19

本分析的表二中檢視各解釋變數間是否具有「多重共線性」的問題，結果各變數之間並無嚴
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有關共線性診斷的幾種方式與指標，可參考 Gujarati(1995: 335-9)。本調
查問卷雖詢問受訪者的「台灣人/中國人」自我認定，不過該變數並不顯著，故未放入模型
中。
20
相關的討論，可以參考吳乃德（2005）、吳玉山（1999）陳陸輝等（2009）及耿曙、陳陸輝、
劉嘉薇（n.d.）。
79

表 23、總統滿意度的順序對數成敗比模型分析
估計係數

顯著性

（標準誤）

兩岸關係相關變數
統獨立場（以傾向獨立為對照組）
傾向統一

0.37

傾向現狀

0.50

（0.25）
**

（0.17）

兩岸關係評估（以其他為對照組）
兩岸關係較好
兩岸戰爭可能性（0-10）

-0.07

（0.15）

0.00

（0.03）

經貿交流（以其他為對照組）
0.65

***

（0.16）

0.19

***

（0.04）

-0.93

***

（0.20）

政治信任（1-4）

1.47

***

（0.14）

台灣意識（1-4）

-0.14

*

（0.07）

認同泛藍

1.84

***

（0.22）

無政黨傾向

1.18

***

（0.19）

0.53

***

（0.13）

經貿交流利台經濟
施政表現評估因素
經濟評估（0-10）
經濟不佳究責（以國際環境為對照組）
經濟究責馬團隊

政黨認同（以認同泛綠為對照組）

性別（以男性為對照組）
女性
政治世代（以第一代為對照組）
第二代（1943-1965）

0.19

第三代（1966 及以後）

0.70

*

（0.30）

中學教育

-0.52

*

（0.22）

大學教育

-0.40

（0.24）

本省客家

0.38

（0.20）

大陸各省

-0.21

（0.21）

（0.27）

教育程度（以小學為對照組）

省籍（以本省閩南為對照組）

截距 1

3.22

***

（0.46）

截距 2

6.00

***

（0.49）

截距 3

9.51

***

（0.55）

模型相關資訊
Nagelkerke Psudo-R2
樣本數

0.579
1,073

2

811.53/ 18 / <0.001

卡方值（G ）/自由度/ p 值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9）。
說明：*: p<0.05, **: p <0.01; ***: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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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表現的評估上，經濟評估與經濟不佳究責是兩個顯著的變數。當民
眾認為整體經濟情況不佳以及認為是馬政府團隊執政能力不佳而導致經濟較差
者，對馬英九的滿意度較低。顯示經濟評價是主宰民眾對馬總統滿意度的重要
因素。這個發現似乎透露出民眾以較為理性的經濟評價作為重要的評估政府表
現標準。此一發展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運作以及民眾對於政府究責的希
求，都是一項正面發展。就政治信任而言，政治信任既為民眾對於政府的信
心，它表示民眾認為即使不主動監督，政府也應該自動自發完成民眾的需求，
才不會辜負民眾的選票付託。表三中顯示，該變數與總統的施政滿意度顯著相
關。當民眾愈信任政府，對馬總統的評價愈高。
除了上述變數之外，民眾的台灣意識與政黨認同，都對馬總統的施政滿意
度具有顯著的影響。台灣意識愈高，對馬總統的施政滿意度愈低。而認同泛藍
與無政黨傾向者，都對馬總統有較高的滿意度。此外，就選民個人的背景而
言，女性、年輕選民，對馬總統的滿意度較高。大學與中學教育相對於國小教
育程度者，對馬總統的滿意度較低，不過只有中學教育程度者，出現顯著差
異。值得注意的是，民眾的省籍對於馬總統的滿意度並未出現顯著差異。
上述分析顯示：民眾對於馬總統的施政滿意度高低，主要受經濟因素所影
響。儘管民眾中有超過四分之三（76.7%）的比例認為經濟不好是因為全球景氣
差所致，不過，國民黨在 2008 年相繼贏得國會與總統選舉之後，「完全執政」
當負「完全責任」，所以民眾運用經濟的表現來評估的滿意度，縱使理解是全
球景氣差所致，但還是要求執政黨負責。馬總統執政之後，雖然在兩岸關係的
和緩上有重要貢獻，不過，兩岸關係和緩以及「戰爭與和平」因素，卻未在總
統滿意度上扮演重要角色。相對地，在三次「江陳會談」之後，民眾對於兩岸
經貿交流的利益期待，變成了重要的評估重點。因此，馬總統是否會因為全球
景氣復甦以及民眾受惠於兩岸經貿交流而讓滿意度水漲船高，頗值得注意。當
然，台灣的選舉政治中，台灣意識、統獨立場以及藍綠認同，仍是影響民眾評
估總統滿意度的重要標準。

伍、結論
總統直接民選在台灣僅有十幾年的歷史，民選總統對於他／她的施政滿意
度，自當更加注意，以期望維持總統的權力及推動重要政策。儘管系統性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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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滿意度研究在台灣並不多見，本研究希望參考美國總統滿意度的分析架
構，討論應該以哪些變數分析總統的施政滿意度。因此，本研究尚屬初探性
質，希望對後續的研究產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本研究發現：在金融海嘯的席捲下，台灣經濟飽受衝擊，也連帶使得馬總
統的施政滿意度相當低糜。本研究發現：約三成六的民眾滿意馬總統過去近一
年的表現，不過，也有超過五成一的比例表示不滿。具體檢視兩岸關係、經濟
評估以及政治信任等因素，本研究發現：民眾主要以經濟因素評價總統的表
現。當他們認為經濟較差、馬總統應該為低糜經濟負責，愈傾向給予馬總統較
低的評價。在兩岸關係上，兩岸關係的和緩其實並未給馬總統加分，民眾倒是
寄望於兩岸密切的政治互動後，可以帶來實質的經貿利益。當然，民眾的統獨
立場、藍綠政黨傾向以及台灣意識，仍然是影響馬總統滿意度的重要因素。除
了上述變數之外，我們也發現：馬總統較受到女性或年輕選民所青睞，不過，
相對於國小教育者，中學教育程度者對馬總的滿意度較低。整體而言，民眾主
要是以經濟利益，來對總統究責。此一發現，似乎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康發
展是件好事。希望民眾完全擺脫意識型態或是政黨立場來詮釋政治事務本不容
易，但是，當民眾可以加入更多理性的評估，以總統的施政表現當作重要評估
標準，代表政治人物不再能夠僅以感性認同為吸引選民的訴求，而必須在施政
表現上多多著力，才能夠持續獲得選民的支持與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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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兩岸交流與台灣民眾認同變遷
2008 年「五二０」以來，兩岸交流愈趨熱絡，兩岸關係也愈顯和緩，並持
續保持良性互動。一般學界認為「感性認同」與「理性自利」是決定台灣民眾
如何看待兩岸事務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主要從民眾的「理性自利」及
「感性認同」層面切入，探討中共的惠台政策及 2008 年至 2010 年兩岸關係和
解的氛圍會否影響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並進一步分析影響台
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因素為何。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民眾的「台
灣人」認同趨勢並未出現變化。而在影響因素方面，資料檢測的結果發現，民
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確實同時受到省籍、政黨認同、統獨立場、台
灣整體利益等「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等因素的影響，感性層面因素的影
響力尤為顯著。因此，隱藏於「理性自利」背後的「感性認同」或許才是左右
台灣民眾認同的真正關鍵。

壹、前言
兩岸自 1949 年以來，歷經了軍事對立、劍拔弩張的「相互否認」時期，至
90 年代始漸漸走向「互不否認」階段，並逐步演變出「政治疏離、經濟融合」
21

的基本結構。然而，兩岸之間互動往來的基礎並不穩固，1993 年「辜汪會

談」雖曾讓各界樂觀期待兩岸共創和平的未來，但 1994 年「千島湖事件」、
1996 年「李登輝康乃爾之行」及「中共導彈試射」等事件隨即重創兩岸關係，
使兩岸互動陷入僵局，並且更加強化兩岸「經濟熱、政治冷」的景況。直至中
國大陸由胡錦濤主政、台灣在馬英九執政後，兩岸關係才明顯再度活絡起來。
胡錦濤主政後，改變昔日「文攻武嚇」的對台政策，改採「寄希望於台灣人
民」的方針，其在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凡是對台灣同胞有利的事情，
凡是對維護台海和平有利的事情，凡是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有利的事情，我們
都會盡最大努力做好。」22，希望能依循「先易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
思路， 23 深化兩岸經濟合作，擴大兩岸各界交往，並藉由直接施惠於台灣民
21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兩岸關係新詮》（台北：正中，1997 年），頁 15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利而奮鬥：在中國
共 產 黨 第 十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上 的 報 告  ， 《 中 國 人 大 網 》 ， 2007 年 10 月 15 日 ，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szywj/2007-10/25/content_373528.htm>。
23
胡錦濤 2010 年 11 月 13 日在日本橫濱會見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連戰時指出：「我們將繼續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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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台灣大舉讓利，達成「以經促統」，最終完成兩岸統一。

24

而台灣在

2008 年「五二０」馬英九政府執政後，一改前任執政者「戒急用忍」、「積極
開放，有效管理」等傾向控制與防堵中共「以商圍政」的消極策略，在秉持
「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利」、「不統、不獨、不武」與「維持現狀」等前提
與原則之下，全面啟動兩岸交流，兩岸經貿關係愈趨密切，並新增開放陸客來
台觀光、兩岸簽訂「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開放陸生來台就讀等等許多
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議題。馬、胡二人各自釋出善意的兩岸政策主
軸已使兩岸關係不再繼續停滯於李登輝執政後期的僵局，開始邁向更和緩與緊
密的新關係。隨著兩岸交流愈趨密切，兩岸「政經分離」的結構開始受到矚
目：25經濟會否影響政治？尤其中共近來一連串的「惠台」措施，是否將有效助
其拉攏台灣民心，進而達到「防獨促統」之效？實為吾人值得探討的議題，但
此面向的系統性評估迄今仍相對匱乏。
兩岸關係對台灣的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外交與內政皆具有關鍵性影響，
其變化甚至會牽動東亞局勢與國際關係的穩定，也正因此，「兩岸」議題一直
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而大陸政策與議題在台灣的重要性與優先性更是始終未
曾改變，不論是政策選擇或內部選舉競爭，中國大陸往往是最重要的參照對
象。26 因此，不論政治立場藍綠、喜不喜歡中國，台灣兩千多萬人早已是兩岸
關係的「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民主化之後的台灣，政府的大陸政策尤
其必須隨時關注民意的反應，以及其所產生的選舉效應。台灣的主政者需考量
台灣內部的民意，中共的當權者則欲攏絡台灣的人心，使得台灣的民意結構與
變遷成為兩岸執政當局的重要參考依據，台灣民眾對「統合」或「疏離」的選
擇亦將成為兩岸政府決策的關鍵，而本研究認為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
認同的變化，即是觀察其對兩岸交流態度的良好切入點。
本文欲探究：當胡錦濤拉攏台灣民心的「惠台」策略，遇上馬英九積極開
拓兩岸互動範疇的施政，兩者將碰撞出何種火花？存在於兩岸擴大交流之中的
照先易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思路，深化兩岸經濟合作，促進兩岸文教交流，擴大兩
岸各界交往，穩步推進兩岸關係。兩岸關係得以實現歷史性轉折並取得一系列重要進展，關
鍵在於兩岸雙方就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識＂達成了一致，建立了互信，形成了良性
互動。兩岸應當繼續在此基礎上求同存異，鞏固和增進互信。」資料來源：胡錦濤在日本橫
濱 會 見 連 戰  ， 《 中 國 國 務 院 台 灣 事 務 辦 公 室 》 ， 2010 年 11 月 13 日 ，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73.htm>。
24
耿曙，經濟扭轉政治？中共「惠台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
2009 年 9 月，頁 1-32。
25
慶 正 ， 〈 兩 岸 關 係 好 台 灣 認 同 反 創 高 〉 ， 《 旺 報 》 ， 2011 年 03 月 09 日 ， <
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1030900529.html >。
26
關弘昌，台灣國內選舉因素對其大陸政策之影響，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
的兩岸關係理論》（台北：五南，2009 年），頁 21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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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經濟利益，是否可能因此衝撞兩岸既有的「政治疏離」結構？亦即兩岸關
係的融冰及積極交流，會否改變台灣民眾在「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議題的態
度？本研究並將著重於「感性認同」及「理性自利」兩個面向，進一步探析影
響台灣民眾自我認同的之決定因素。
為系統分析前述議題，本文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次節主要概述近年來兩
岸互動密切的情況，並且探討「理性自利」及「感性認同」的相關文獻，藉此
汲取理論啟發。其後第三節，將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資料假設及研究假設，
並說明「理性」與「感性」因素如何存在於兩岸關係。第四節則針對「理性」
與「感性」兩層面之各項變數進行檢證，以解析「理性」與「感性」的影響。
最後於結論中，就理論與實證層面，探討本分析架構應用於兩岸認同議題之研
究啟發。

貳、兩岸關係中的「理性」與「感性」
「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是近年兩岸關係研究中的兩個主要理論取
向。以下將概述兩岸互動之近況，接著探討「理性自利」及「感性認同」的相
關文獻，藉此將理論與現況相結合。

一、2008 年後的兩岸政策與交流
首先針對 2008 年「五二０」後，大陸對台政策、台灣的大陸政策及兩岸交
流的現況進行說明。
（一）大陸對台政策
胡錦濤主導對台事務後，大陸期盼能透過對台灣百姓的施惠、讓利，藉此
完成兩岸的「和平統一」大業。其有計畫的、大規模釋放利多，期望能由直接
施惠於民眾的經濟補貼，影響台灣民意觀感，以創造或擴大民眾對兩岸統一的
支持或好感。表 24 為近三年中國大陸對台灣的喊話及惠台措施，「牢牢把握兩
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深化兩岸經濟合作，積極擴大兩岸各界往來，推進兩岸
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27是中國大陸一再重申的兩岸政策基調。在此原
27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要牢牢把握兩岸關係和平發展主
題，深化兩岸經濟合作，積極擴大兩岸各界往來，推進兩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大
業。」資料來源：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國務院台灣事
務
辦
公
室
》
，
2010
年
10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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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下，中共於近兩、三年持續擴大推動兩岸民間交流，開展更為多元的交流
領域、管道與層面，使兩岸在農業、漁業、資訊產業、金融、旅遊等領域之交
流愈趨熱絡。2010 年 6 月 29 日所簽訂的「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更
被視為是奠定兩岸緊密關係的重要里程碑，而台灣 539 項、中國大陸 267 項的
早收清單(Early Harvest List) 於 2011 年 1 月正式生效後，當月的兩岸貿易額即
增長了 30%。28
表 24、近三年中國大陸主要領導人對台灣的喊話及惠台措施
時間
2007 年 10 月 15 日
2008 年 04 月 12 日
2008 年 04 月 29 日
2008 年 12 月 21 日
2008 年 12 月 31 日
2009 年 05 月 17 日

提出場合
中共「十七大」
博鰲亞洲論壇蕭胡會
連胡會
第四屆兩岸經貿文化論壇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週年座談會
第一屆海峽論壇

提出人
胡錦濤
胡錦濤
胡錦濤
王 毅

惠台措施
29
三個「凡是」
30
四個繼續
31
十六字箴言
32
十項惠台措施

胡錦濤

胡六點

王

惠台八政策

毅

33

34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69.htm>。
溫家寶：台資企業在內地不僅不會被邊緣化還會有更大發展，《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
》
，
2011
年
03
月
14
日
，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3/t20110314_1784017.htm>。
29
胡錦濤 2007 年 10 月 15 日提交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中提到三個「凡是」指出：「凡是對台
灣同胞有利的事情，凡是維護台海和平有利的事情，凡是對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有利的事情，
我們都會盡最大努力做好。」，且進一步說到「我們理解、信賴、關心台灣同胞，將繼續實
施和充實惠及廣大台灣同胞的政策措施，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支持海峽西岸和其
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經濟發展。」資料來源：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利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
人 大 新 聞 網 》 ， 2007 年 10 月 15 日 ，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szyw/zywj/200710/25/content_373528.htm>。
30
「繼續推動兩岸經濟文化等各領域的交流合作，繼續推動兩岸週末包機和大陸居民赴台旅遊
的磋商，繼續關心台灣同胞福祉，並切實維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繼續促進恢復兩岸協商
談判。」資料來源：胡錦濤：續推週末包機和陸客赴台旅遊磋商，中央社，2008 年 4 月 12
日，<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080412/211634.html>。
31
2008 年 4 月 29 日胡錦濤與連戰會面時提出「建立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異、共創雙贏」十
六字箴言。資料來源：胡錦濤總書記會見連戰一行 ，《新華網》，2008 年 04 月 2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4/29/content_8237036.htm >。
32
利用財稅、信貸政策支持台資企業在大陸發展；由工商銀行、中國銀行擴大對台商各 500 億
元融資；組成台資企業轉型服務團支持台商轉型；鼓勵台商參與大陸國家和地方區域創新科
技計畫；實質擴大採購台灣面板；重點推動兩岸開發利用新能源；促進傳統中藥現代化；
LED 等電子訊息產業的產業合作；允許台灣人從事律師行業等。資料來源：第四屆兩岸經貿
文化論壇在上海圓滿閉幕，《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2008 年 12 月 21 日，
<http://big5.sd.chinataiwan.org/gate/big5/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
3961.htm>。
33
胡六點包括：「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弘揚中華文
化，加強精神紐帶；加強人員往來，擴大各界交流；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結束敵
對狀態，達成和平協議」。資料來源：《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30 周年座談會講話，《中國
人大新聞網》，2008 年 12 月 31 日，<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0/8610429.html>。
34
擴大赴台旅遊規模，增加赴台旅遊人數，在 2009 年內爭取超過六十萬人次赴台；推動大陸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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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07 月 12 日
2010 年 02 月 27 日
2010 年 03 月 14 日
2010 年 04 月 29 日
2010 年 07 月 11 日

第五屆兩岸經貿文化論壇
新華網與網民交流對話
全國人大閉幕記者會
世博開幕式會見台灣代表
第六屆兩岸經貿文化論壇

王 毅
溫家寶
溫家寶
胡錦濤
胡錦濤

2010 年 11 月 13 日

於日本會見連戰

胡錦濤

35

29 條「共同建議」
36
ECFA 讓利說
37
兩岸兄弟說
38
「四力」看法
39
兩岸 22 項共同建議
先易後難、先經後政、循序
漸進的思路，繼續深化兩岸
40
經濟合作

業赴台投資；鼓勵台資企業拓展大陸市場；組織農產品採購團赴台採購；推動協商建立兩岸
經濟合作機制；開放十一項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許可台灣律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設主
分支機構；增設四個台灣農民創業園。資料來源：王毅主任在海峽論壇大會上的講話，
《 中 國 國 務 院 台 灣 事 務 辦 公 室 》 ， 2009 年 05 月 17 日 ，
<http://www.gwytb.gov.cn/zt/hu/201101/t20110125_1732445.htm>。
35
兩岸代表的「共同建議」，包括 6 個方面、29 條建議。其中 5 個方面與 27 條建議是針對推進
和深化兩岸文教交流與合作；另外 1 個方面與 2 條建議則針對經貿合作領域(兩岸節能環保和
新能源產業合作)。王毅表示「共同建议」充分肯定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和新形勢下
加強兩岸文教交流合作的重要意義。資料來源：第五屆兩岸經貿文化論壇圓滿落幕並發表"
共 同 建 議 " ， 《 新 華 網 》 ， 2009 年 07 月 12 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907/12/content_11697942.htm>。
36
商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三個原則：平等協商、互利雙贏、照顧對方關切，
且充分考慮兩岸經濟規模和市場條件的不同，關心台灣中小企業和廣大基層民眾的利益，特
別要照動台灣農民的利益。資料來源：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溫家寶中外記者會，
《 中 國 共 產 黨 新 聞 網 》 ， 2010
年
03
月
15
日 ，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094/11137941.html>。
37
ECFA 對台灣讓利，就是「因為我們是兄弟」。雖然商簽協議是個複雜的過程，「但正因我
們是兄弟，兄弟雖有小忿，不廢懿親，問題總會解決的」。資料來源：溫家寶：兄弟雖有小
忿 ， 不 廢 懿 親  ， 《 中 國 評 論 新 聞 網 》 ， 2010 年 03 月 14 日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2/5/8/8/101258823.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
1258823>。
38
胡錦濤在 2010 年 4 月 29 日上海會見出席世博會開幕式的台灣各界人士時，針對兩岸關係和
平發展所發表的看法：「繼續增進兩岸政治互信，不斷增強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推動力；要
繼續擴大兩岸各界交流，不斷激發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生命力；要繼續深化經濟合作，不斷
提高兩岸經濟的競爭力；要繼續推動兩岸關係和平發展，不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力」。資
料來源：胡錦濤會見出席上海世博會開幕式的臺灣各界人士，《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
室
》
，
2010
年
04
月
29
日
，
<http://big51.gwytb.gov.cn/wyly/201101/t20110124_1731724.htm>。
39
涵蓋經濟、環保、文教、防災、學歷、體育、影視媒體、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包括了對
ECFA 早收清單的執行、推動新興產業全面合作、擴大產業合作領域、提升兩岸服務業競爭
力、加強兩岸新能源與環保產業發展與優點整合銜接、推動科技合作提高創新能力、協助企
業轉型升級、加強兩岸技術管理人才教育培訓合作、共同開拓國際市場、鼓勵防災救災合
作、擴大兩岸文化教育交流、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與術語數據庫、推動兩岸學歷學位互
認、支援兩岸青少年交流、促進體育交流、建立出版合作規範、推動兩岸媒體互設常駐機
構、完善兩岸廣播、影視對話機制、落實兩岸知識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等。資料來源：第六屆
兩 岸 經 貿 文 化 論 壇 閉 幕 達 成 22 項 共 同 建 議  ， 《 中 國 網 》 ， 2010 年 07 月 11 日 ，
<http://big5.chinataiwan.org/wxzl/tbtj/201007/t20100712_1450410.htm>。
40
胡錦濤 2010 年 11 月 13 日在日本橫濱會見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連戰時指出：「我們將繼續按
照先易後難、先經後政、循序漸進的思路，深化兩岸經濟合作，促進兩岸文教交流，擴大兩
岸各界交往，穩步推進兩岸關係。兩岸關係得以實現歷史性轉折並取得一系列重要進展，關
鍵在於兩岸雙方就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識＂達成了一致，建立了互信，形成了良性
互動。兩岸應當繼續在此基礎上求同存異，鞏固和增進互信。」資料來源：胡錦濤在日本橫
濱 會 見 連 戰  ， 《 中 國 國 務 院 台 灣 事 務 辦 公 室 》 ， 2010 年 11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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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12 月 31 日

國家主席 2011 年新年賀詞

胡錦濤

2011 年 1 月 29 日

2011 年對台工作會議

賈慶林

2011 年 03 月 25 日

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溫家寶

和平發展、兩岸交流、造福
41
兩岸同胞
考慮台灣同胞需求、使兩岸
關係的成果惠及更多台灣基
42
層民眾
兩岸協商、產業合作、兩岸
社會各界交流；增進兩岸政
治互信，鞏固兩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基礎，共同維護
43
兩岸關係和平發展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台灣對大陸政策
台灣方面，2008 年泛藍陣營在立法院與總統大選獲勝，馬英九就職後對兩
岸關係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利」的理念，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
來；擱置爭議，追求雙贏」16 字箴言，並堅持在「不統、不獨、不武」、「維
持現狀」的前提之下，採取先易後難、先急後緩、先經後政的「三先三後」原
則，44積極改善兩岸關係，兩岸關係獲得前所未有的進展。表 25 為我國目前的
大陸政策與成果，由兩岸政府授權的海基會與海協會協商在中斷十年後，自
2008 年 6 月恢復協商，且成為每年兩次會議的常態協商機制，至 2010 年已完成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73.htm>。
胡錦濤在 2011 年新年賀詞提到：「我們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兩制』的方針，牢牢把握兩
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繼續推進兩岸交流合作，不斷造福兩岸同胞。」資料來源：國家主席
胡錦濤發表 2011 年新年賀詞 共同增進各國人民福祉，《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
2010
年
12
月
31
日
，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23_1724079.htm>。
42
賈慶林在 2011 年 01 月 29 日對台工作會議發表談話：「各地各部門要深刻認識當前對台工作
面臨的新形勢，堅決貫徹落實中央決策部署，把握大局，鞏固成果，穩步推進兩岸關係向前
發展，設身處地考慮臺灣同胞的需求，注重兩岸交流合作的機制化建設，努力使兩岸關係發
展的成果惠及更多臺灣基層民眾，為進一步開創兩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作出新的更大貢
獻。」資料來源：2011 年對台工作會議在北京舉行 賈慶林出席並作重要講話，《中國國務
院 台 灣 事 務
辦 公 室 》 ， 2011 年
01 月
30 日 ，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1/t20110131_1739736.htm>。
43
溫家寶於 2011 年 3 月 5 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繼續推進兩岸
協商，積極落實兩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加強產業合作，加快新興產業、金融等現代服務業
合作發展，支援有條件的大陸企業赴台投資。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在推進兩岸交流合作中發
揮先行先試作用。深入開展兩岸社會各界交流，積極拓展兩岸文化教育合作。增進兩岸政治
互信，鞏固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共同維護兩岸關係和平發展的良好局面。」資料
來源：溫家寶：堅持發展兩岸關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和各項政策，《中國國
務 院 台 灣 事 務 辦 公 室 》 ， 2011
年
03
月
05
日 ，
<http://www.gwytb.gov.cn/speech/speech/201103/t20110311_1780454.htm>。
44
總統府編，《馬英九總統 97 年言論選集》，頁 1-135，《總統府》，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images/PresidentOffice/AboutPresident/pdf/sectionone.pdf>
。 總 統 府 編 ， 《 馬 英 九 總 統 98 年 言 論 選 集 》 ， 頁 1-113 ， 《 總 統 府 》 ，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images/PresidentOffice/AboutPresident/pdf/98sectionone.pdf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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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次會談與簽署了 13 項重要協議。此外，經貿、社會與文化等各層面的擴大開
放與交流，皆充分顯示了兩岸關係自 2008 年馬政府執政後，各個面向的互動愈
趨緊密。
表 25、馬政府目前的大陸政策與成果

經
貿

開放台灣地區辦理人民幣兌換業務；放寬兩岸證券投資；放寬大陸投資金額上限
及審查便捷化；鬆綁海外企業來台上市；開放大陸合格境內機構投資人來台投資
證券與期貨市場；開放陸資來台投資；開放國內保險業投資大陸股、債與不動
產；兩岸產業合作（搭橋專案）；簽訂兩岸金融合作瞭解備忘錄(MOU)；加強兩
岸農產品檢疫檢驗、漁船船員勞務、標準計量檢驗認證之制度化合作；簽訂兩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交
通

兩岸週末包機；平日包機；定期航班；擴大放寬金馬小三通；小三通正常化；澎
湖「小三通」常態化；兩岸海運、空運協議與郵政合作；簽訂兩岸海空運補充協
議；簡化大陸專業人士來台申請程序與時程；放寬大陸人民來臺觀光。

文
化
教
育

恢復新華社及人民日報來台駐點採訪，開放五家大陸地方媒體來台駐點，放寬大
陸媒體來台駐點記者在台停留時間；放寬大陸學生來台研究修習的時間為一年；
放寬大陸人士赴金馬澎湖就讀我國大學院校開辦的推廣教育學分班，放寬國內大
學赴大陸辦理推廣教育；開放大陸東南衛視及福建日報等地方媒體派遣記者來台
駐點採訪；開放大陸學生來台就讀及承認大陸學歷；擴大開放大陸地區大眾傳播
人士來臺參與攝製電視劇及電影片；放寬大陸媒體來台臺駐點採訪規定；同意廈
門衛視、湖南電視台、深圳報業集團等 3 家大陸地方媒體來台駐點採訪；兩岸故
宮文化交流。

法
律
社
會

開放大陸人民來台觀光；核准香港貿發局來台設立分公司，為香港半官方機構來
台設立辦事機構首例；簽署兩岸食品安全協議；修改兩岸條例保障大陸配偶權
益；大陸專業及商務人士來臺便捷化；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簽署
兩岸共同打擊犯罪與司法互助協議；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標準計量檢驗認
證合作協議；兩岸漁船船員勞務合作協議；兩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恢復海基與海協兩會之間的常態性協商，至 2010 年已完成六次「江陳會」，簽
署了 13 項重要協議；放寬縣市長及公務員赴大陸地區交流；成立「財團法人臺
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資料來源：行政院「兩岸交流」網站，<http://www.ey.gov.tw/mp?mp=99>。政府大陸政策
重 要 措 施  ， 《 行 政 院 大 陸 委 員 會 》 ， 2011 年 02 月 ，
<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93271&CtNode=7106&mp=1> 。 陳 牧 民 ，
《國際安全理論－權力、主權與威脅》，（台北：五南，2009 年），頁 154。
政
治

經由上述可確知，2008 年「五二０」後，馬英九政府由「對抗」轉為「和
解」的基調，胡錦濤政府化武力為隱性，化惠台與讓利為顯性的政策，使兩岸
政府有志一同地改善兩岸關係，並營造出「和解」的氣氛與事實，兩岸關係的
解凍以及迅速加溫皆明顯可見，兩岸交流也已由部分交流開始轉變為全面交
流，造就兩岸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各面向的互動愈顯緊密。如：兩岸貿易持
續呈現快速成長，2010 年兩岸貿易總額達 1,207.8 億美元，較 2009 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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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452008 年 7 月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台觀光，截至 100 年 3 月 20 日計有
201 萬 9,743 人次；46兩岸通婚比例相當高，估計現有大約 29 萬大陸籍配偶家
庭。47此種友善政策互動與密切交流所帶來的龐大利益，會否改變台灣民眾在身
分與國家認同上的「疏離」選擇？影響台灣民眾認同的因素究竟為何？

二、「理性」與「感性」
認同(identity)向來是社會科學領域中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且對台灣而言
尤其重要，因為不論是在兩岸關係或國內政治競爭，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48一
49
直都是極為關鍵的議題。 泰勒(Charles Taylor)指出認同問題經常被人們用「我

是誰？」表達。50江宜樺則指涉認同包括三個涵義：「同一、等同」(oneness、
sameness)、「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贊同、同意」
(approval、agreement)。 51在認同研究中，集體認同與政治活動為學者研究的重
要面向，國家認同研究則是集體認同的研究重點之一。而根據相關文獻，人們
私領域的「個人行為」及公領域的「集體行動」，這些活動往往同時受到「價
值情感」和「物質利益」所驅動，但此兩種行為動機的展現卻時常混雜難辨。
本節首先整理「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兩類因素，再就兩岸既有之文獻進
行檢討。
（一）兩岸關係的「理性」民意結構
「理性選擇」觀點主要基於「自利」與「理性」的預設(assumption)，理性
選擇學派假定：人是理性個體，將有意識地以最小成本追求「自我利益最大
45

兩岸經濟交流統計速報 99 年 12 月份，《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經濟處》，2011 年 3 月 1 日，
<http://www.mac.gov.tw/public/Data/1371044671.pdf>。
46
 開 放 大 陸 地 區 人 民 來 臺 觀 光  ， 《 行 政 院 兩 岸 交 流 網 》 ， 2011 年 3 月 24 日 ，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8415&ctNode=3058&mp=99>。
47
外籍配偶人數與大陸(含港澳)配偶人數－99 年 12 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秘書室》，
2011 年 1 月 25 日，<http://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Attachment/1224834734.xls>。
48
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指的是一群人在意識上有休戚與共的自覺，而且希望生活在同一個
國度裡，以確保彼此的共同福祉， 其強調的是個體對政治共同體的歸屬，此歸屬包含了血
統、文化與政經制度等層面。而身份認同則是指一個人對於自己是誰，歸屬於哪個群體對
象 ， 而 此 群 體 可 能 是 社 區 、 團 體 、 族 群 、 民 族 、 國 家 等 。 資 料 來 源 ：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王甫昌，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台灣民主季刊》，第 5 卷第 2 期，
2008 年 6 月，頁 89 -140。許志嘉，認同轉變：兩岸關係的結與解，《東亞研究》，第 40
卷第 1 期，2009 年 1 月，頁 39-74。Lowell Dittmer, “Taiwan and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Asian Survey, Vol.44, No.4, Jul. /Aug. 2004, pp.475-483.
50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r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7.
51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北：揚智，1998 年），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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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強調人在政治活動中是理性的，會選擇能極大
化個人利益的方案。Sears 將基於理性選擇面向的政治行為視為「理性自利」
52

，Sears 與 Funk 也將自利行為定義為目標導向，其必須滿足利益是中短期
53

的、是關於物質性的、且與個人自身相關等幾個要件。
（二）兩岸關係的「感性」民意結構

「感性認同」的看法與「理性選擇」途徑將認同視為個別行為者的利害計
算的觀點相對立。Edelman 首先提出一般大眾憂慮自身處於複雜且充滿威脅的
環境，且無法憑己力改變，因此，須依附政治菁英所提出的政治象徵，藉以簡
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內在焦慮與不安；而政治菁英則藉由提供團體認同
或對領袖的依附，減輕民眾壓力，並使民眾將精力轉而投注到群眾暴力或政治
順從。54Sears 將這種因為情緒、認同等情感面向而喚起的政治行為，稱為「符
號政治」，並將其定義為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態度，此態度同時兼具暗示及情
感成分。當民眾成年後遇到重要事務或需採取政治行動時，一些政治象徵均可
啟動其族群態度或偏見等「既有的政治定向」(predisposition)而產生習慣性反
應。民眾對於議題的立場態度，主要決定於成長過程中已然成形的既有政治定
向，55亦即每個人心中所存在的情感面認同作用，對其政治行為具直接影響力。
總而言之，深入探析上述兩種解釋途徑，即可發現就「理性自利」而言，
其主要內涵在於物質需求，考量短程或中程因素，透過理性計算自身條件，且
較易變動。就「情感認同」而言，則側重政治認同因素，其主要內涵在於長期
社會化後所獲致的情感認同或態度等「政治傾向」。Sears 等人的研究發現：民
眾考量是否支持特定政策時，「符號政治」的情感認同等因素，往往勝過理性
計算的自利考量。56在探索「理性」和「感性」之間的連結後，Conover 等人亦
強調在前瞻預估政府經濟表現的過程中，儘管選民傾向評估通貨膨脹與失業比

52

David Sears, “The Role of Affect in Symbolic Politics,” in James H. Kuklinski et al. eds., Citize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form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4-40.
53
David Sears and Funk Carolyn, “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24,1991,pp.1-91.
54
Murray Edelma.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 1964).
55
就美國而言，既有的「政治定向」（predispositions）包含政黨認同、政治意識型態（自由主
義或保守主義）、種族偏見等，詳參 David Sears ,”Symbolic Politics: A Socio-Psychological
Theory,” in Shanto Iyengar and William McGuire.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0.
56
David Sears, “The Role of Affect in Symbolic Politics,” in James H. Kuklinski et al.eds., Citize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p.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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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但若受到個人特質與政黨傾向影響，則其對於經濟事務之評估將可能出現
偏誤，並影響其投票抉擇。57
近年來兩岸關係的相關討論也已與理性、感性相連結，Hsieh 與吳玉山將台
灣的大陸政策，區分為「統一－獨立」的認同選項和「經濟－安全」利益考量
等兩個空間的面向。58吳乃德則以「麵包」與「愛情」比喻與描繪左右台灣身份
認同形塑及兩岸關係的「理性」與「感性」兩種力量，59Keng 等人則以既有研
60
究為基礎，具體實證兩種力量的交錯抗衡，型塑出兩岸之間的動態關係， 陳陸

輝等人並將其理論化為「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與「理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theory)兩個部分，強調兩岸關係同時交集了理性與感性，對抗或競合、
疏離或自主，相當程度受到政經社會交流的制約或影響而深化或抹淡。61耿曙則
藉由觀察江澤民與胡錦濤上任初期(2007 年)，台灣民眾觀感與政治立場的民意
趨勢，發現中國大陸的「惠台」政策僅改善了台灣人民對中共的印象，但並未
扭轉台灣民眾的統獨、身份認同及政黨傾向等政治立場。62
前述研究發現是否可應用於觀察兩岸認同的相關議題，即為本文思考的起
點。台灣民眾「台灣人 ／中國人」認同的形塑，究竟是深受情感層面的羈絆，
還是源於理性自利的考量？兩岸長期分治隔離長達一甲子，雙方在政治、經
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層面的分殊性愈趨顯著，且又歷經了九０年代初以來一連
串「本土化」運動的推展，與 1990 年代後期的兩岸政治對立，至西元 2000 年
政黨輪替，確已使台灣民眾對中國大陸呈現疏離的態度。然而，台灣民眾「台
灣人 ／中國人」認同的形成是否可能隨著 2008 年「五二０」之後，兩岸關係
的緊密發展及中國大陸「惠台」策略的變化，而再次出現認同轉變？因此，本
文乃根據此「理性」對抗「感性」的架構，探討 2008 年至 2010 年台灣民眾的
57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et al.,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Economic Foreca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3, 1987, pp.559-583.
58
John Fuh-sheng Hsieh , “Chiefs, Staffs, Indians and Others: How was Taiwan’s Mainland China
Policy Made?” in Tun-jen Cheng et al.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5.),pp.137-152.；吳玉山，台灣的大陸經貿政策：結構
與理性，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台北：五南，1999 年)，頁 153210。
59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 9 卷第 2 期，
2005 年 12 月，頁 5-39。
60
Shu Keng et al., “Sense, Sensitiv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42, No. 4, 2006, pp. 23-66.
61
陳陸輝、耿曙、涂萍蘭、黃冠博，理性自利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兩岸經貿立場因素的
分析，《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2 期，2009 年 6 月，頁 87-125；陳陸輝、耿曙，台灣
民眾統獨立場的持續與變遷，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兩岸關係理論》
（台北：五南，2009 年），頁 163-194；Shu Keng, Lu-huei Chen & Kuan-bo Huang, “Sense,
Sensitiv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ross- Strait Relations,” Issue & Studies,
Vol.42, No.2, Dec. 2006, pp.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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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並進一步掌握「理性」與「感性」之間錯綜複雜的
相互關聯，以試圖釐清台灣民眾對兩岸議題看法之真正根源。

參、研究方法、研究資料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將以「理性自利」及「感性認同」兩層面為分析架構，檢視民眾對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所抱持的立場。關於「理性自利」層面，本文以「台
灣整體經濟利益」、「自評個人利益」、與「教育程度」（競爭能力）等變數
為主要討論重點，而「感性認同」層面則分由「省籍認同」、「政黨認同」及
「統獨立場」等變數進行檢測。本節主要闡述研究設計及資料度量，並就各項
變數之概念意涵及如何檢測說明如下。
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料，為 2008 年至 2010 年的四次電訪資料，詳細資
訊如表 26 所示。雖然資料訪問時間不完全相同，但各問卷措辭尚屬一致，因
此，透過跨時的觀察與比較，必能對台灣民眾認同態度的變遷，進行更完整的
檢證與闡述。
表 26、本研究所使用資料一覽表
調查日期
2008.03

計畫名稱
執行單位
「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
2009.10
與應用(2/3)
政治大學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 選 舉 研 究
2010.03
中心
與應用（2/3）II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
2010.12
與應用（3/3）II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計畫主持人

樣本數
1,470
1,210

陳陸輝

1,289
876

本研究認為「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較「統獨立場」更易測量與觀察其變
化，且會對兩岸交往立場有所影響，因此是剖析台灣民眾對兩岸議題態度的絕
佳面向。就依變項「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測量，四筆跨時資料的措辭皆相
同。各項目跨年的測量與問句如下：「我們社會上，有人說自己是『台灣
人』，也有人說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說都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
人』、『中國人』，或者『都是』？」
在本研究的主要自變項測量上，在「理性自利」方面，本研究將使用民眾
對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台灣與個人經情況會獲利或受害的「整體利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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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自評利益（個人）」，以及可視為個人競爭能力強弱及經濟收益指
標的「教育程度」，列為檢測「理性」層面的主要因素。在「感性認同」層面
上，「省籍」往往是闡釋台灣選舉政治不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此外，本研究亦
將源自政治社會化的另一種心理認同－「政黨認同」列入考量，因為政黨認同
一旦形成，其強度將隨著選民生命週期而增加，63是一種相對穩定的感性認同概
念，因此一向被視為是重要的基本變項，而泛藍與泛綠在兩岸議題的強烈反
差，更使得「政黨認同」在兩岸關係研究多受矚目。另外，本研究還採用台灣
最主要的政治分歧及兩岸間最難解的爭議，且時常被視為是反映個人政治認同
的「統獨立場」此變項。詳細的測量題目、其他重要政治態度的測量及變數的
處理方式請見附錄。
以下資料分析，本文將先描述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所持的立
場，在影響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因素的綜合分析中，納入上述解釋變
數，而由於本研究的依變項屬於「有序多分」的類別變數，因此，將運用「順
序勝算對數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進行分析。本文的基本假設為：2008 年
後，兩岸熱絡和解的氛圍對改變台灣民眾「疏離」中國大陸的態度之助益十分
有限，影響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立場，仍以感性的考量為首要。
然而，中國大陸持續給予台灣實質優惠，而台灣選舉政治一再訴諸台灣認同與
黨派意識作為選戰策略，當兩者不停碰撞時，究竟何者會對民眾的政治認同發
揮影響？基於前述分析角度，本文將同時檢測理性因素與感性兩類因素，分析
何者對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具有更為顯著影響。。

肆、資料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主要以「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的概念，探討台灣民眾在歷經
2008 年兩岸關係氣氛和解、互動頻繁後，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變遷，
首先，本文將藉由「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跨年分佈說明其變遷趨勢，接著
觀察民眾對兩岸交流利益評估的變化，最後再透過模型檢證來探討影響「台灣
人／中國人」認同的因素，嘗試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進行實證分析。

一、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跨年分佈

63

陳陸輝， 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 7 卷第 2 期，2000 年 11 月，
頁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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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在 2008 年之後是否產生系統性的變
化？圖 1 是 1992 年以來台灣民眾關於「我是台灣人」或「我是中國人」的認同
趨勢。台灣民眾認同「我是中國人」的比例逐年下降，由 1992 年的 25.5%一路
下滑至 2010 年的 3.9%。「我是台灣人」的比例則快速攀升，由 1992 年的
17.6%陡升為 2010 年的 52.6%。「兩者都是」大致保持平穩狀態，比例分佈大
約為三成九至四成六。值得注意的是，「我是台灣人」的比率從 1995 年即超越
「我是中國人」，並於 2008 年開始超越「兩者都是」，且自 2009 年其比例超
過五成。整體而言，2008 年「五二０」之後，兩岸關係改善所帶來的大利多，
並未改變台灣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議題的「疏離」態度，民調資料
清楚地顯示台灣本土意識呈現不斷上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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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199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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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10.12)
資料來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11。《截取時間：2011.03.05》

二、台灣民眾「自評利益」的跨年分佈
（一）兩岸交流對台灣整體經濟利益之影響
台灣民眾如何評估兩岸交流對台灣經濟情況的影響？表 27 為 2008 年馬英
九總統上任前後民眾評估台灣整體經濟利益的分佈趨勢。
除了 2008 年 3 月，樂觀期待兩岸交流會使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變好的民眾比
例最高，達四成八。2009 年、2010 年 3 月與 2010 年 12 月，多數民眾都認為馬
英九總統的兩岸經貿政策對台灣整體經濟利益並無太大影響，其比例約為四成
七至四成九。值得注意的是 2010 年 12 月，認為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變好者的比
例(36.5%)首次超越認為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變差者(16.2%)。
表 27、台灣民眾對兩岸交流對台灣整體經濟情況影響的評估
2008 年 3 月
2009 年 10 月
2010 年 03 月
2010 年 12 月
變差
32.0 ( 404)
26.2 ( 287)
26.0( 302)
16.2 ( 131)
差不多
19.9 ( 251)
48.3 ( 528)
49.3 ( 571)
47.3 ( 383)
變好
48.1 ( 608)
25.5 ( 278)
24.7 ( 287)
36.5 ( 295)
總計
( 1,262)
(1,093)
(1,160)
( 809)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陳陸輝，(2010)。
說明：表中百分比為直欄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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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兩岸交流對個人經濟利益之影響
表 28 則為 2008 年馬英九總統上任前後民眾評估兩岸交流對個人經濟利益
影響的分佈趨勢。認為兩岸交流對個人經濟利益並無影響者皆佔大多數，且呈
現增加的趨勢，2008 年 3 月為 49.4%，2009 年 10 月至 2010 年 12 月則已高達七
成一至七成五。四成九至七成五。其次為認為兩岸交流會使個人經濟利益變差
者，約一成五至二成六。認為兩岸交流會使個人經濟利益變好的比例最少，只
有 4.8%至 23.9%。
表 28、台灣民眾對兩岸交流對個人經濟情況影響的評估
2010 年 12 月
2008 年 3 月
2009 年 10 月
2010 年 03 月
15.5 ( 133)
變差
26.7 ( 353)
22.7 ( 267)
23.6 ( 296)
75.5 ( 645)
差不多
49.4 ( 653)
72.5 ( 854)
71.4 ( 894)
8.9 ( 76)
變好
23.9 ( 316)
4.8 ( 57)
4.9 ( 62)
( 854)
總計
( 1,322)
(1,177)
(1,252)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陳陸輝，(2010)。
說明：表中百分比為直欄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數。
透過上述分析，可得知台灣民眾對兩岸交流預期利益的評估，並未普遍給
予正面肯定，以無差別或變壞等評價佔多數。此外，民眾對於兩岸交流預期利
益評估方面，在「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與「個人經濟自評利益」的感受有落
差，對個人經濟利益的評估明顯不如「台灣整體經濟利益」。

三、台灣民眾「台灣整體經濟利益」、「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與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交叉分析
在知悉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分佈後，我們欲探究「台灣整體經
濟利益」、「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間的關聯性。
由表 29 可知，「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兩者關
係並非獨立，進一步檢視，我們發現：2008 年 3 月，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
「整體經濟利益變差」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高，達八成二，其對於
「 中 國 人 」 的 認 同 略 低 ， 約 1.8% ， 對 「 都 是 」 的 認 同 則 顯 著 偏 低 ， 只 有
16.1%。相對於全體民眾，「整體經濟利益差不多」者對「都是」的認同略高，
約四成六，其對於「中國人」及「台灣人」的認同皆略低，各只有 1.2%及
52.4%。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整體經濟利益變好」者對「中國人」與「都
是」的認同皆顯著偏高，約 4.7%及 60.8%，其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
低，只有 34.5%。2009 年 10 月，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整體經濟利益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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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高，約達八成，其對於「中國人」與「都是」的
認同皆顯著偏低，只有 1.8%與 18.6%。相對於全體民眾，「整體經濟利益差不
多」者對「都是」的認同略高，達四成四，其對於「中國人」與「台灣人」的
認同略低，只有 3.1%及 52.5%。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整體經濟利益變好」
者對「中國人」與「都是」的認同都顯著偏高，約 7%及 60.7%。2010 年 3 月，
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整體經濟利益變差」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
高，達八成三，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低，約 2.1%，對「都是」的認同則
顯著偏低，約 14.5%。相對於全體民眾，「整體經濟利益差不多」者對「都
是」的認同顯著偏高，約達四成八，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低，約 2.9%，
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只有 49.4%。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整體
經 濟 利 益 變 好 」 者 對 「 中 國 人 」 與 「都 是 」 的 認 同 顯 著 偏 高 ， 約 7.9% 及
64.9%，其對於「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27.2%。2010 年 12 月，相對
於全體民眾，認為「整體經濟利益變差」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高，約達
八成六，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低，只有 1.5%，對「都是」的認同則顯著
偏低，約 13%。相對於全體民眾，「整體經濟利益差不多」者對「台灣人」的
認同顯著偏高，達五成六，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低，只有 3.7%，對「都
是」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40.4%。相對於全體民眾，認為「自評台灣經濟利
益變好」者對「中國人」與「都是」的認同都顯著偏高，各約 7%及 65.5%，其
對於「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27.5%。
經由上述分析，可發現「整體經濟利益變差」者及「整體經濟利益變好」
者，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立場彼此相對立且穩定。認為「整體經濟
利益變好」者較認同「中國人」與「都是」，且「中國人認同」的比例由 4.7%
增加為大約 7.0%至 8.0%，「都是」的比例也由六成增加為六成五。認為「整
體經濟利益變差」者則較認同「台灣人」，其比例由八成二上升為八成五。
「整體經濟利益差不多」者，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立場變化較大，較
傾向認同「都是」及「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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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台灣民眾對台灣經濟整體利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交叉表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
中國人 都是 台灣人 (樣本數)
統計檢定
變差%
1.8
16.1 82.2
( 398)
2008 年 整體
221.70
差不多%
1.2
46.3
52.4
( 246)
3月
利益
自由度=4
變好%
34.5
( 592)
4.7
60.8
p<0.001
總計
3.1
43.5
53.4
( 1,236)
變差%
1.8
18.6 79.6
( 279)
128.25
2009 年 整體 差不多%
3.1
44.4
52.5
( 518)
自由度=4
10 月
利益 變好%
32.2
( 270)
7.0
60.7
p<0.001
總計
3.7
41.8
54.5
( 1,067)
變差%
2.1
14.5 83.4
( 289)
190.06
2010 年 整體 差不多%
2.9
49.4
( 559)
47.8
自由度=4
3月
利益 變好%
27.2
( 279)
7.9
64.9
p<0.001
總計
3.9
43.5
52.6
( 1,127)
變差%
1.5
13.0 85.5
( 131)
129.0
2010 年 整體 差不多%
40.4 55.9
( 374)
3.7
自由度=4
12 月
利益 變好%
27.5
( 284)
65.5
7.0
p<0.001
總計
4.6
44.9
50.6
( 789)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陳陸輝，(2010)。
說明：表中百分比為橫列百分比。
框線表示0<調整後餘值<1.96。底線表示-1.96<調整後餘值<0。
粗體字表示調整後餘值>1.96。網底表示調整後餘值<-1.96。
由表 30 可知，「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兩者關
係並非獨立，進一步檢視，我們發現：2008 年 3 月，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
自評利益變差」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高，達八成三，其對於「中國
人」與「都是」的認同顯著偏低，只有 0.9%與 15.8%。相對於全體民眾，「個
人經濟自評利益差不多」者對「都是」的認同顯著偏高，約四成七，其對於
「中國人」的認同略低，只有 2.8%，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49.6%。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好」者對「中國人」與「都
是」的認同皆顯著偏高，約 5.8%及 60.6%，其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
低，只有 33.7%。2009 年 10 月，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差」
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高，約七成七，其對於「中國人」與「都是」的
認同皆顯著偏低，只有 0.8%與 21.8%。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
差不多」者對「都是」的認同顯著偏高，約達四成八，其對於「中國人」的認
同略高，約 4.6%，而對於「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低，只有 47.7%。相對於全
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好」者對「中國人」的認同顯著偏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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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其對於「都是」的認同都略高，約 47.3%，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
偏低，約 40.0%。2010 年 3 月，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差」
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偏高，達八成，其對於「中國人」與「都是」的認
同皆顯著偏低，各約 1.5%與 18.5%。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差
不多」者對「都是」的認同顯著偏高，達五成，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
高，約 3.9%，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只有 45.4%。相對於全體民
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好」者對「中國人」與「都是」的認同顯著偏高，
約 11.5%及 65.6%，其對於「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23%。2010 年 12
月，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差」者對「台灣人」的認同顯著
偏高，約達八成一，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低，只有 3.8%，對「都是」的
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15.3%。相對於全體民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差不多」
者對「都是」的認同顯著偏高，達四成九，其對於「中國人」的認同略低，只
有 3.8%，對「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46.8%。相對於全體選民，「個
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好」者對「中國人」與「都是」的認同都顯著偏高，各約
12.3%及 57.5%，其對於「台灣人」的認同則顯著偏低，約 30.1%。
經由上述分析，可發現「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差」者及「個人經濟自評利
益變好」者，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立場彼此相對立且穩定。「自評
個人利益變好」者較認同「中國人」與「都是」，且「中國人認同」的比例由
5.8%增加為 11.5%至 12.7%。「個人經濟自評利益變差」者則較認同「台灣
人」，其比例由八成三稍減為七成七至八成。「個人經濟利益自評差不多」者
較傾向認同「都是」，而較不傾向「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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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台灣民眾對個人經濟情況自評利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交叉表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
中國人 都是 台灣人 (樣本數)
統計檢定
變差%
0.9
15.8 83.3
( 342)
2008 年 自評
178.30
差不多%
2.8
49.6
( 637)
47.6
3月
利益
自由度=4
變好%
33.7
( 312)
5.8
60.6
p<0.001
總計
3.0
42.3
54.7
( 1,291)
變差%
0.8
21.8 77.4
( 261)
84.12
2009 年 自評 差不多%
4.6
47.7
( 826)
47.7
自由度=4
10 月
利益 變好%
47.3
40.0
( 55)
12.7
p<0.001
總計
4.1
41.8
54.1
( 1,142)
變差%
1.5
18.5 80.0
( 275)
127.83
2010 年 自評 差不多%
3.9
45.4
( 872)
50.7
自由度=4
3月
利益 變好%
23.0
( 61)
11.5
65.6
p<0.001
總計
3.7
44.1
52.2
( 1,208)
變差%
3.8
15.3 80.9
( 131)
73.21
2010 年 自評 差不多%
46.8
( 628)
3.8
49.4
自由度=4
12 月
利益 變好%
30.1
( 73)
57.5
12.3
p<0.001
總計
4.6
44.7
50.7
( 832)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陳陸輝，(2010)。
說明：表中百分比為橫列百分比。
框線表示0<調整後餘值<1.96。底線表示-1.96<調整後餘值<0。
粗體字表示調整後餘值>1.96。網底表示調整後餘值<-1.96。
總結而言，儘管台灣民眾對於兩岸交流之於「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與「個
人經濟自評利益」的感受不一，但透過上述分析可發現「台灣整體經濟利益」
與「個人經濟自評利益」對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確實具有相似的
影響力。認為利益變差者皆較傾向認同「台灣人」，認為利益變好者傾向認同
「台灣人」與「都是」，認為利益差不多者則較傾向認同「都是」。

四、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順算對數模型
接下來我們藉由順序勝算對數模型來進一步檢驗影響台灣民眾「台灣人／
中國人」認同的因素為何，作者在具體統計模型分析時，將民眾「台灣人／中
國人」認同編碼為「中國人」、「都是」以及「台灣人」三類，數值愈高代表
對「台灣人」認同愈強，以進行統計分析，表 31-1 為統計分析結果。由此模型
可以發現：省籍、政黨認同、統獨立場、台灣整體經濟利益、個人經濟自評利
益等變數，對於 2008 年 3 月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有顯著影響。具體
而言，在控制其他變數後，省籍為本省閩南者相較於大陸各省市者，更傾向認
同自己為「台灣人」。泛綠支持者、中立無傾向者相較於泛藍支持者，都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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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己為「台灣人」。傾向獨立者也較傾向統一者，對「台灣人」有較高的認
同。此外，認為「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變差」的民眾，以及認
為「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個人經濟利益變差」的民眾，相對於預期利益變好者，
都較傾向認同「台灣人」。
而政治世代、省籍、政黨認同、統獨立場、自評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自評
個人經濟利益等變數，對於 2009 年 10 月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有顯
著影響。具體而言，在控制其他變數後，政治世代第二代較第一代，更認同
「台灣人」。省籍為本省客家者相較於大陸各省市者，更傾向認同自己為「台
灣人」。泛綠支持者、中立無傾向者相較於泛藍支持者，都更認同自己為「台
灣人」。傾向維持現狀及傾向獨立者都較傾向統一者，對「台灣人」有較高的
認同。認為「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變差」者及「兩岸經貿交流
會使台灣經濟利益差不多」者，相對於預期利益變好者，都更傾向認同自己為
「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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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民眾性別、政治世代、教育程度、政黨認同、統獨立場、自評經濟利
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順序勝算對數模型
2008 年 3 月
係數

性別(以女性為對照組)
男性
-0.13
政治世代(以第一代為對照組)
第二代
0.61
第三代
0.43

2009 年 10 月
Exp(B)

係數

(標準誤)

Exp(B)

(0.14)

0.88

-0.18

(0.14)

0.84

(0.32)$
(0.32)

1.84
1.54

1.11
0.64

(0.33)**
(0.35)$

3.03
1.90

(標準誤)

省籍(以大陸各省市為對照組)
本省客家

0.43

(0.27)

1.54

0.63 (0.28)*

1.88

本省閩南

0.77

(0.22)***

2.16

0.40 (0.23)$

1.49

教育程度(以大專及以上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45

(0.28)

1.57

0.19 (0.28)

1.84

中學

0.02

(0.15)

1.02

-0.21 (0.16)

1.19

泛綠

1.55

(0.22) ***

4.71

1.53 (0.24)***

4.62

中立及其他

0.38

(0.17)*

1.46

0.64 (0.17)***

1.90

政黨認同(以泛藍為對照組)

統獨立場(以傾向統一為對照組)
維持現狀

0.40

(0.20)$

1.49

0.57 (0.21)**

1.77

傾向獨立

1.44

(0.27)***

4.22

1.52 (0.27)***

4.57

台灣經濟利益(以變好為對照組)
變差

0.70

(0.23)**

2.01

0.78 (0.26)**

2.18

差不多

0.20

(0.19)

1.22

0.39 (0.18)*

1.48

(0.28)**

2.39

0.13 (0.39)

1.14

1.39

-0.25 (0.33)

0.78

個人經濟利益(以變好為對照組)
0.87

變差
差不多
截距

1
2

$

0.33

(0.18)

-1.24

(0.42)**

2.64

(0.42)***

-1.27
2.25

(0.51)*
(0.51)***

模型相關資訊
1,097
989
樣本數
2
0.380
0.283
(Nagelkerke) R
399.772
255.389
G2
15
15
df
<0.001
<0.001
p值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 ；陳陸輝，(2010)。
說明：***：p<0.001；**：p<0.01；*：p<0.05(雙尾檢定)。
依變數「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中國人。2：都是。3：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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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1-2 的模型可以發現：性別、政治世代、省籍、政黨認同、統獨立
場、預期台灣整體經濟利益等變數，對於 2010 年 3 月民眾的「台灣人／中國
人」認同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在控制其他變數後，女性較男性認同自己是
「台灣人」。政治世代第一代比第二代、第三代更認同「台灣人」。省籍為本
省客家與本省閩南者相較於大陸各省市者，都更傾向認同自己為「台灣人」。
泛綠支持者、中立無傾向者相較於泛藍支持者，都更認同自己為「台灣人」。
傾向獨立者及傾向維持現狀者，都比傾向統一者，對「台灣人」有更高的認
同。此外，認為「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台灣整體經濟利益變差」的民眾，以及認
為「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台灣整體經濟利益差不多」的民眾，相對於認為利益變
好者，都較傾向認同「台灣人」。
而性別、政治世代、省籍、政黨認同、統獨立場、自評台灣整體經濟利
益、自評個人經濟利益等變數，對於 2010 年 12 月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
認同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在控制其他變數後，女性較男性認同自己是「台
灣人」。政治世代第一代比第二代、第三代更認同「台灣人」。省籍為本省客
家與本省閩南者相較於大陸各省市者，都更傾向認同自己為「台灣人」。泛綠
支持者相較於泛藍支持者，更認同自己為「台灣人」。傾向維持現狀及傾向獨
立者都較傾向統一者，對「台灣人」有較高的認同。認為「兩岸經貿交流會使
台灣經濟利益變差」者及「兩岸經貿交流會使台灣經濟利益差不多」者，相對
於認為台灣整體利益變好者，更傾向認同自己為「台灣人」。認為「兩岸經貿
交流會使個人經濟利益變差」的民眾，相對於個人自評利益變好者，較傾向認
同「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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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民眾性別、政治世代、教育程度、政黨認同、統獨立場、自評經濟利
益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順序勝算對數模型
2010 年 3 月
係數

性別(以女性為對照組)
男性
-0.48
政治世代(以第一代為對照組)
第二代
-0.79
第三代
-0.79

2010 年 12 月

(標準誤)

Exp(B)

(0.14)**

0.62

-0.36 (0.17)*

0.70

(0.38)*
(0.38)*

0.45
0.45

-1.56 (0.42)***
-1.27 (0.44)**

0.21
0.28

係數

(標準誤)

Exp(B)

省籍(以大陸各省市為對照組)
本省客家

1.14

(0.30)***

3.13

0.81 (0.34)*

2.25

本省閩南

1.11

(0.25)***

3.03

1.51 (0.27)***

4.53

教育程度(以大專及以上為對照組)
小學及以下

0.16

(0.26)

1.17

-0.36 (0.30)

0.70

中學

-0.15

(0.15)

0.86

-0.25 (0.18)

0.78

泛綠

1.28

(0.21) ***

3.60

1.40 (0.27)***

4.06

中立及其他

0.50

(0.17)**

1.65

0.17 (0.19)

1.19

政黨認同(以泛藍為對照組)

統獨立場(以傾向統一為對照組)
維持現狀

0.77

(0.22)***

2.16

0.97 (0.27)***

2.64

傾向獨立

1.30

(0.26)***

3.67

1.50 (0.32)***

4.48

台灣經濟利益(以變好為對照組)
變差

1.47

(0.26)***

4.35

1.50 (0.36)***

4.48

差不多

0.44

(0.18)*

1.55

0.42 (0.20)*

1.52

個人經濟利益(以變好為對照組)
變差

0.62

(0.38)

1.86

0.95 (0.42)*

2.59

差不多
截距

0.16

(0.32)

1.17

0.51 (0.29)$

1.67

-1.76

(0.53)**

2.07

(0.54)***

1
2

-1.79

(0.56)**

1.97 (0.57)***

模型相關資訊
1,060
746
樣本數
2
0.345
0.361
(Nagelkerke) R
346.577
261.033
G2
15
15
df
<0.001
<0.001
p值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 ；陳陸輝，(2010)。
說明：***：p<0.001；**：p<0.01；*：p<0.05(雙尾檢定)。
依變數「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中國人。2：都是。3：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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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顯示：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確實同時受到省籍、政
黨認同、統獨立場、台灣整體經濟利益等因素的顯著影響。「感性」層面的省
籍、政黨認同、統獨立場等因素尤其不容忽視，「理性」層面因素的則是「台
灣整體利益」的影響力大於「個人自評利益」。呼應之前美國學者 Sears 等人
的研究發現，本研究的初步結論得知：長期政治社會化的影響力量，對於民眾
政治判斷與政治偏好，具有隱藏良好但不容輕忽的影響。而對於「理性」、
「感性」的抗頡，本文研究結果發現：「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同為影響
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重要因素，而且每個人隱藏在「理性自利」
背後的「感性認同」因素，正自覺或不自覺地默默發揮左右全局的力量，而此
股力量恐怕才是兩岸問題的關鍵所在。

伍、綜合討論與結論
兩岸長達數十年的對峙與分隔發展，台灣在歷經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洗禮
後，各種調查皆發現台灣民眾對於中國大陸展現愈來愈「疏離」的態度。中國
大陸由胡錦濤主政後改採「惠台」策略、台灣馬政府上任後則推行積極交流的
政策，二者共同為互動熱絡的兩岸關係創造了前所未見的和平氛圍。兩岸政治
人物交流的層級提高，官員之間非正式接觸機會增加，兩岸直航、開放大陸觀
光客來台、ECFA 的簽訂等政策的出臺，在在凸顯雙方交流愈益密切，本文分
析的重點為：隨著兩岸情勢和緩而出現的大量利多，是否會對台灣民眾的認同
產生影響，使其對中國大陸不再如此疏離？且影響台灣民眾認同的因素為何？
本研究自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著手，分析「理性層面」與「感性
層面」兩面向的影響，盼能藉此釐清左右民眾看待兩岸關係的關鍵因素。
根據本文初步發現，2008 年之後兩岸關係的融冰並未使台灣民眾改變對中
國大陸「疏離」的態度，其「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仍呈現以「台灣人」認同
為主體的穩定分佈趨勢。而在影響因素方面，首先，兩岸經貿交流利益自評為
「台灣整體利益變差」者及「台灣整體利益變好」者，對於「台灣人／中國
人」認同的立場彼此相對立且穩定，「自評台灣整體利益變好」者較認同「中
國人」與「都是」，「自評台灣整體利益變差」者則較認同「台灣人」。「自
評台灣整體利益差不多」者，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立場變異情況較明
顯。其次，兩岸經貿交利益自評為「自評個人利益變差」者及「自評個人利益
變好」者，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立場彼此相對立且穩定，「自評個
人利益變好」者較認同「中國人」與「都是」，「自評個人利益變差」者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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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台灣人」。「自評個人利益差不多」者較認同「都是」。此外，經由模
型的分析可得知，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確實同時受到省籍、政黨
認同、統獨立場、台灣整體利益等「理性自利」與「感性認同」等因素的影
響，且「感性認同」因素的影響力尤其明顯。
本文以為隱藏於「理性自利」背後的「感性認同」或許才是影響台灣民眾
看待兩岸議題的真正關鍵，亦是造成「兩岸愈好，台灣認同愈高」的主因。因
此，兩岸的和平互動與密切交流的開展，以及中國大陸持續對台灣民眾施惠、
讓利，仍無法顯著改變台灣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疏離態度，而且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民眾並未正面肯定台灣及個人會在兩岸經貿交流中獲利。
此外，目前台灣內部對於兩岸關係的推進速度仍有諸多不同的意見及疑慮，儘
管馬英九已明確指出將民生與迫切的議題列為兩岸應優先解決的目標，但其上
任後所推動的積極兩岸政策反而引發部分民眾的不安與焦慮。因此，中共為爭
取台灣民心而推出的惠台與讓利政策，目前似乎仍無法明顯轉變台灣人民的政
治立場，且本文以為若欲憑藉此種策略促使民眾轉變認同，實仍有很長一段路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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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第二章指標建構

本研究使用變數的重新編碼以及指標建構方式，茲說明如下。其中，有關
建構新指標後的相關統計檢定以及新指標的分佈資訊，請參考文中說明。
一、政治信任的測量
A1.請問您相不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或報紙上所說的話？是很不相信、不太相
信、還可相信、還是很相信？
A2.有人說：政府所做的事大多數是正確的，您是不是同意這種說法？
A3.有人說：政府官員時常浪費老百姓所繳納的稅金，您是不是同意這種說法？
上述三題在表二的描述性的統計中，我們將其編碼為「信任」與「不信
任」兩類，且未將沒有表示具體意見的民眾納入分析。此外，我們在進一步迴
歸分析中，將此三個變數重新編碼，按照其對該敘述是否具有信任程度由「很
不信任」、「不太信任」、「有點信任」到「非常信任」等四分類，給予 1 分
到 5 分的分數。我們進一步將三個變數加總平均，建構為一個對「政府官員信
任」的指標，該指標分數的分佈為 1 至 5 分，分數愈高表示信任程度愈高。為
了便於與其他解釋變數作比較，我們將該分數減去 1 在除以 4，使得新的指標
數值分佈落 0 與 1 之間。
二、機構信任測量
接下來，想請您用 0~10 來表示您對以下機關的信任程度，0 表示非常不信
任，10 表示非常信任，請問（B1 到 B7 問題隨機出現）：
B1. 您對總統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2. 您對行政院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3. 您對立法院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4. 您對法院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5. 您對軍隊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6. 您對政黨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7. 您對媒體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各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三。本研究進一步將七個加總後平均，建構一個 0 到
10 分的「機構信任」指標。同樣地，為了比較分析，我們將該指標的分數在除
以 10，新的變數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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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表現評估
一樣用 0~10 來表示您對以下各種情況的評估，其中 0 表示非常不好，10
表示非常好，請問：
C1. 整體而言，您覺得台灣目前的經濟狀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四。為了比較分析，我們將變數的分數在除以 10，新的
變數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四、選舉制度有效性
D1. 如果用 0~10 來表示您覺得我們國家的選舉可不可以選出我們老百姓要的
人？0 表示絕對不可以，10 表示絕對可以，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
D2. 如果用 0~10 來表示您覺得我們目前的選舉法規對每一個政黨或候選人是否
公平？0 表示非常不公平，10 表示非常公平，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
各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五。本研究進一步將兩個變數加總後平均，建構一個
0 到 10 分的「選制有效性」的指標。同樣地，為了比較分析，我們將該指標的
分數在除以 10，新的變數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五、民主價值：制衡觀
E1.有人說：「為了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要強而有力的在野黨」，請問您同不
同意這種說法？（制衡觀）
上述題目在表六的描述性的統計中，我們將其編碼為「具備」與「不具備」兩
類，且未將沒有表示具體意見的民眾納入分析。此外，我們在進一步迴歸分析
中，將此兩個變數重新編碼，按照其對該敘述是否具有民主價值程度由「很不
具備」、「不太具備」、「有點具備」到「非常具備」等四分類，給予 1 分到
5 分的分數。為了便於與其他解釋變數作比較，我們將該分數減去 1 在除以 4，
使得新的變數在表八的分析中的數值分佈落 0 與 1 之間。
六、民主現狀評估
F1.如果用 0~10 來表示台灣現在民主的程度，0 表示非常獨裁，10 表示非常民
主，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民主程度）
F2.如果用 0~10 來表示您對台灣目前民主政治實行的滿意程度？0 表示非常不滿
意，10 表示非常滿意，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民主滿意度）
各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七。本研究表八與表九中的統計分析，將次兩個變數
作為依變數，其分佈為 0 到 10 分，我們運用迴歸分析討論影響民眾對民主價狀
評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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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第三章指標建構與分佈結果
一、成功樣本分佈
附表 1 訪問樣本分配表
次數

百分比%

男性

736

50.1%

女性

734

49.9%

20至29歲

318

21.8%

30至39歲

312

21.4%

40至49歲

320

21.9%

50至59歲

246

16.8%

60歲及以上

264

18.1%

305
216
438
207
295

20.9%
14.8%
30.0%
14.2%
20.2%

199
1039
184
17

13.8%
72.2%
12.8%
1.2%

210
1118
80
24
2

14.7%
78.0%
5.5%
1.7%
0.1%

160
288
334
220
101
85
263
20

10.9%
19.6%
22.7%
15.0%
6.8%
5.8%
17.9%
1.3%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及以上
省籍－父親
本省客家人
本省閩南人
大陸各省市人
原住民
省籍－母親
本省客家人
本省閩南人
大陸各省市人
原住民
外國籍
職業
軍公教人員
私部門管理階層及專業人員
私部門職員
私部門勞工
農林漁牧
學生
家管
其他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該研究於 2008 年 3 月初執行，訪問成功樣本數為 1,4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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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標建構與分佈結果
本研究建構了「台灣意識」以及「兩岸經貿開放利益」等兩個指標。台灣
意識的測量是以下列四個題目進行測量：
1.最近社會上經常有人說：「我們一定要愛台灣這塊土地」，請問您認為
有沒有必要強調這種說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根本沒必要
=1」、「不太有必要=2」、「有點必要=3」以及「非常有必要=4」，數
值愈大，表示台灣意識愈強）
2.最近社會上經常有人說：「我們一定要以身為台灣人為榮」，請問您認
為有沒有必要強調這種說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根本沒必要
=1」、「不太有必要=2」、「有點必要=3」以及「非常有必要=4」，數
值愈大，表示台灣意識愈強）
3.有人說：「愛台灣就要說台灣自己的語言」，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
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非常不同意=1」、「不太同意=2」、
「有點同意=3」以及「非常同意=4」，數值愈大，表示台灣意識愈強）
4.有人說：「愛台灣就要支持本土政權」，請問您同不同意這種說法？
（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非常不同意=1」、「不太同意=2」、「有點
同意=3」以及「非常同意=4」，數值愈大，表示台灣意識愈強）
至於兩岸經貿開放利益是以下面三到題目予以測量：
1.
請問您認為政府對兩岸經貿交流的政策，應該比現在更加開放還
是加強管制？（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加強管制=1」、「維持現狀
=2」以及「更加開放=3」，數值愈大，表示愈支持經貿開放或是傾向認
為將因經貿開放而獲益）
2.
如果政府完全開放兩岸經貿，請問您認為台灣的經濟情況會變得
更好、更差，還是差不多？（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更差=1」、「差
不多=2」以及「更好=3」，數值愈大，表示愈支持經貿開放或是傾向認
為將因經貿開放而獲益）
3.
如果政府完全開放兩岸經貿，請問您認為您個人的經濟情況會變
得更好、更差，還是差不多？（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更差=1」、
「差不多=2」以及「更好=3」，數值愈大，表示愈支持經貿開放或是傾
向認為將因經貿開放而獲益）
「台灣意識」指標係由上述四個題目加總後平均而得，分數分佈介於 1 到
4 之間，「兩岸經貿開放利益」指標係由上述三個題目加總後平均而得，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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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介於 1 到 3 之間。兩個新指標的中央趨勢、離散程度以及信度檢定結果見
下表 2。
附表 2 兩項指標的中央趨勢、離散程度與信度檢定結果
指標名稱
台灣意識
兩岸經貿開放利益

平均數
2.31
2.09

標準差
1.03
0.75

樣本數
1,334
1,418

信度檢定
0.841
0.839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該研究於 2008 年 3 月初執行，訪問成功樣本數為 1,470 份。
說明：信度檢定所列為內在一致性的檢定（Cronbach＇s α 值）結果。

「獨立不致武」的測量題目為：
依照您的觀察，您認為：如果台灣宣布獨立，大陸會不會攻打台灣？
選項分為「一定不會」、「不太會」、「可能會」以及「一定會」四項，
其餘不納入分析。在表四的模型中，將「一定不會」與「不太會」合併為
1，「可能會」與「一定會」合併為 0，其餘設定為遺漏值，觀察認為宣布
獨 立 大 陸 不 會 攻 打 台 灣 者 的 投 票 行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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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獨立變數的測量與編碼方式
1.性別：以女性為 1 男性為對照組 0。
2.政治世代：依照陳陸輝（2000）的分類方式分為 1942 年以及之前出生者
為第一代，1943 至 1960 為第二代，1961 至 1979 年為第三代，1980 年
以及以後為第四代。
3.省籍：以大陸各省為對照組，分別以本省閩南以及本省客家建立兩個虛
擬變數。其他樣本數不納入分析。
4.教育程度：以國小及以下教育程度為對照組，以中學（包含國初中、高
中職）以及大專以上教育程度建立兩個虛擬變數。
5.政黨傾向：利用以下幾個問題建構：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建國
黨，以及台灣團結聯盟，請問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
（回答有者）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回答其他答案者）那相對來說，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回答有者）請問是哪一個政黨？
我們以上述有表示政黨傾向者加以歸類為「泛藍政黨」認同者（包括國
民黨、民進黨與新黨）以及「泛綠政黨」認同者（包括民進黨、建國黨
以及台灣團結聯盟）。至於沒有表示具體傾向者，編碼為「獨立選
民」，最為對照組。
6.統獨立場：測量的題目為：
關於台灣和大陸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不同的看法：
1：儘快統一
2：儘快獨立
3：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
4：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
5：維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統 6：永遠維持現狀
一
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我們將「儘快統一」與「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統一」編碼為「傾向統
一」，而將「儘快獨立」與「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編碼為「傾向
獨立」，另外將「維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統一」與「永遠維持
現狀」編碼為「維持現狀」，而以「維持現狀」為對照組。其餘不納入
分析。
7.
「台灣人／中國人」自我認定：測量的題目為：
在我們社會上，有人說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說自己是「中國
人」，也有人說都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
者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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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都是」視為「雙重認同」，該項目與「台灣人」認同者編碼為兩個
虛擬變項，另以「中國人」認同者為對照組。其餘不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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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第四章指標建構與分佈結果
一、主要變數的測量
A.政治信任量表
本研究使用以下三個題目，作為建構民眾政治信任的量表：
A1. 有人說：「政府所做的事（台語：代誌）大多數是正確的」，請問您同不
同意（台語：咁有同意）這種說法？
A2. 有人說：「政府官員時常浪費一般民眾所繳納的稅金」，請問您同不同意
（台語：咁有同意）這種說法？
A3. 請問您相不相信（台語：咁有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或報紙上所說的話？
本研究將上述題目重新編碼，以 1 代表在該題目的回答為信任感最低，以
5 代表信任感最高，再將這三個題目加總後平均。為便於與其他變數進行比
較，我們將該量表數值減去 1 之後再除以 4，讓最後的分數分佈介於 0 與 1 之
間。
B.兩岸關係相關變數的測量
本研究使用以下題目，作為測量民眾對兩岸關係評估的問題：
B1. 接下來，想請您用 0 到 10 來評估一下過去半年來政府的表現，0 表示非常
不好，10 表示非常好，請問：您覺得台灣與大陸的關係，用 0 到 10 之間
來表示，您會給多少？
本研究將該變數數值除以 10，讓新變數的數值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至於兩岸經貿交流對台灣經濟影響的評估，本研究運用以下問題測量：
B2. 請問，您認為台灣整體的經濟狀況，有沒有因為馬英九總統的兩岸經貿政
策而變好、變壞或是沒有改變？
本研究將民眾認為「變好」與「沒有改變」編碼為虛擬變數，以「變壞」為對
照組。
民眾對於兩岸戰爭發生可能，我們運用以下題目予以測量：
B3.我們想請您用 0～10 來表示將來兩岸（台：台灣和大陸）之間發生戰爭的可
能性，0 表示非常不可能，10 表示非常有可能，請問您覺得應該是多少？
本研究將該變數數值除以 10，讓新變數的數值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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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自變數編碼方式
1、選民個人背景的測量
（1）性別
表四所列為虛擬變數，以 0 為男，1 為女。
（2）政治世代
本研究參考劉義周（1991）與陳陸輝（2000）對於政治世代的分類，將政治
世代依據初生年區分為四類：第一代（1941 年前出生）、第二代（1942-60 年
出生）、第三代（1961-1979 年出生）、第四代（1980 年出生）。分析時以第
一代為對照組。
（3）省籍
區分為本省客家人（對照組）、本省閩南人以及大陸各省市人。原住民與其
他不納入分析。
（4）教育程度
區分為中學教育以及以下（對照組）與大專教育，其他列為系統遺漏值。
2.政黨認同
區分民眾政黨認同的對象為三類，泛藍（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泛綠
（民進黨、台聯及建國黨）與.中立選民（對照組）。

D.主要自變數的測量
D1.支持民主體制與否的測量
本研究使用以下題目測量：
有人說：「民主也許會有問題，但還是一個最好的制度」，請問您同不同意這
種說法？
本研究將上述題目重新編碼，同意者為 1，不同意者為 0，其他列為系統遺漏值
進行分析。
D2.總統滿意度的測量：
本研究使用以下題目測量：
請問您對馬英九總統這半年來的整體施政表現，滿不滿意？
本研究將上述題目重新編碼，滿意者為 1，不滿意者為 0，其他列為系統遺漏值
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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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變數分佈
附表 3 主要變數分佈表
總統滿意度
民主支持
女性
政治世代
第四代（1980 年後出生）
第三代（1961-79 年）
第二代(1942-60 年）
教育程度
大專及以上
省籍
大陸各省
本省閩南
政黨傾向
認同泛藍
認同泛綠
政治信任量表
對兩岸關係評估
對兩岸發生戰爭可能的評估
兩岸經貿對台灣經濟影響的評估
變好
沒有改變
資料來源：陳陸輝，（2010）。

樣本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

標準差

1108
1209
1289

0
0
0

1
1
1

0.311
0.864
0.501

0.463
0.343
0.500

1289
1289
1289

0
0
0

1
1
1

0.225
0.403
0.280

0.418
0.491
0.449

1287

0

1

0.366

0.482

1289
1289

0
0

1
1

0.093
0.739

0.291
0.439

1289
1289
1046
1211
1215

0
0
0
0
0

1
1
1
1
1

0.345
0.283
0.301
0.479
0.308

0.476
0.451
0.231
0.257
0.262

1160
1160

0
0

1
1

0.247
0.493

0.432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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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第五章指標建構與分佈結果
本研究使用變數的重新編碼以及指標建構方式，茲說明如下。其中，有關
建構新指標後的相關統計檢定以及新指標的分佈資訊，請參考文中說明。
一、政治信任的測量
A1.請問您相不相信政府首長在電視或報紙上所說的話？是很不相信、不太相
信、還可相信、還是很相信？
A2.有人說：政府所做的事大多數是正確的，您是不是同意這種說法？
A3.有人說：政府官員時常浪費老百姓所繳納的稅金，您是不是同意這種說法？
上述三題在表二的描述性的統計中，我們將其編碼為「信任」與「不信
任」兩類，且未將沒有表示具體意見的民眾納入分析。此外，我們在進一步迴
歸分析中，將此三個變數重新編碼，按照其對該敘述是否具有信任程度由「很
不信任」、「不太信任」、「有點信任」到「非常信任」等四分類，給予 1 分
到 5 分的分數。我們進一步將三個變數加總平均，建構為一個對「政府官員信
任」的指標，該指標分數的分佈為 1 至 5 分，分數愈高表示信任程度愈高。為
了便於與其他解釋變數作比較，我們將該分數減去 1 在除以 4，使得新的指標
數值分佈落 0 與 1 之間。
二、機構信任測量
接下來，想請您用 0~10 來表示您對以下機關的信任程度，0 表示非常不信
任，10 表示非常信任，請問（B1 到 B7 問題隨機出現）：
B1. 您對總統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2. 您對行政院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3. 您對立法院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4. 您對法院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5. 您對軍隊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6. 您對政黨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B7. 您對媒體的信任程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各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三。本研究進一步將七個加總後平均，建構一個 0 到
10 分的「機構信任」指標。同樣地，為了比較分析，我們將該指標的分數在除
以 10，新的變數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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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表現評估
一樣用 0~10 來表示您對以下各種情況的評估，其中 0 表示非常不好，10
表示非常好，請問：
C1. 整體而言，您覺得台灣目前的經濟狀況如何，0~10 您會給多少？
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四。為了比較分析，我們將變數的分數在除以 10，新的
變數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四、選舉制度有效性
D1. 如果用 0~10 來表示您覺得我們國家的選舉可不可以選出我們老百姓要的
人？0 表示絕對不可以，10 表示絕對可以，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
D2. 如果用 0~10 來表示您覺得我們目前的選舉法規對每一個政黨或候選人是否
公平？0 表示非常不公平，10 表示非常公平，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
各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五。本研究進一步將兩個變數加總後平均，建構一個
0 到 10 分的「選制有效性」的指標。同樣地，為了比較分析，我們將該指標的
分數在除以 10，新的變數分佈介於 0 到 1 之間。
五、民主價值：制衡觀
E1.有人說：「為了有效監督政府，我們需要強而有力的在野黨」，請問您同不
同意這種說法？（制衡觀）
上述題目在表六的描述性的統計中，我們將其編碼為「具備」與「不具備」兩
類，且未將沒有表示具體意見的民眾納入分析。此外，我們在進一步迴歸分析
中，將此兩個變數重新編碼，按照其對該敘述是否具有民主價值程度由「很不
具備」、「不太具備」、「有點具備」到「非常具備」等四分類，給予 1 分到
5 分的分數。為了便於與其他解釋變數作比較，我們將該分數減去 1 在除以 4，
使得新的變數在表八的分析中的數值分佈落 0 與 1 之間。
六、民主現狀評估
F1.如果用 0~10 來表示台灣現在民主的程度，0 表示非常獨裁，10 表示非常民
主，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民主程度）
F2.如果用 0~10 來表示您對台灣目前民主政治實行的滿意程度？0 表示非常不滿
意，10 表示非常滿意，請問 0~10 您會給多少？（民主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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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變數的分佈情況參考表七。本研究表八與表九中的統計分析，將次兩個變數
作為依變數，其分佈為 0 到 10 分，我們運用迴歸分析討論影響民眾對民主價狀
評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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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第六章指標建構與分佈結果
※依變項
變數

測量題目

處理方式
將選項順序重新編
我們社會上，有人說自己是「台灣人」，也有 碼，數值愈高代表對
「台灣人／ 人說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說都是。請問 「 台 灣 人 」 認 同 愈
中國人」認 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 強：
1.中國人
同
都是？
2.都是
1.台灣人；2.都是；3.中國人。
3.台灣人

※自變項
變數

測量題目
請問您是民國那一年出生的？

政治世代

省籍

教育程度

政黨認同

統獨立場

請問您的父親是本省客家人、本省閩南（河
洛）人、大陸各省市人，還是原住民？
1.本省客家人；2.本省閩南人；3.大陸各省市；
4.原住民。

請問您的最高學歷是什麼（讀到什麼學校）？
1.不識字及未入學；2.小學；3.國、初中；4.高
中、職；5.專科；6.大學；7.研究所及以上。
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跟台聯黨這
五個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
黨？
1.國民黨；2.民進黨；3.新黨；4.親民黨；5.台
聯黨；6.都支持；7.都不支持。
關於台灣和大陸的關係，有下面幾種不同的看
法：1.儘快統一 2.儘快宣布獨立 3.維持現狀，
以後走向統一 4.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 5.維
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統一 6.永遠維持
現狀。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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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方式
依出生年區分為三類
政治世代：
1. 第 一 代 ： 1942 年
以前
2. 第 二 代 ： 1943 年
～1960 年
3. 第 三 代 ： 1961 年
以後
主要分為三類，原住
民則因個數過少而設
為遺漏值：
1. 本省客家人
2. 本省閩南人
3. 大陸各省市人
分為三類：
1. 小學及以下
2. 國、高中
3. 大專及以上
合併為三類：
1. 泛 藍 ： 包 括 國 民
黨、親民黨與新黨
2. 泛綠：民進黨、台
聯與建國黨
3. 中立與無反應者
將選項合併為三類：
1. 傾向統一：「儘快
統一」與「維持現
狀以後走向統一」
2. 維持現狀：「永遠

1.儘快統一；2.儘快宣布獨立；3.維持現狀，以
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5.維
持現狀，看情形再決定獨立或統一；6.永遠維
3.
持現狀。

維持現狀」與「維
持現狀看情形決定
統一或獨立」
傾向獨立：「儘快
獨立」與「維持現
狀以後走向獨立」
1.變差
2008 年 3 月：
如果政府完全開放兩岸經貿，請問您認為台灣 2.差不多
3.變好
的經濟情況會變得更好、更差，還是差不多？
1.更好；2.更差；3.差不多。
台灣整體經
2009 年 10 月、2010 年 3 月、2010 年 12 月：
濟利益
請問，您認為台灣整體的經濟狀況，有沒有因
為馬英九總統的兩岸經貿政策而變好、變壞或
是沒有改變？
1.變好；2.沒有改變；3.變壞。
1.變差
2008 年 3 月：
如果政府完全開放兩岸經貿，請問您認為您個 2.差不多
人的經濟情況會變得更好、更差，還是差不 3.變好
多？
個人經濟利 1.更好；2.更差；3.差不多。
2009 年 10 月、2010 年 3 月、2010 年 12 月：
益自評
請問，您認為您家裡的經濟狀況，有沒有因為
馬英九總統的兩岸經貿政策而變好、變壞或是
沒有改變？
1.變好；2.沒有改變；3.變壞。

133

附表 4、民眾性別、政治世代、教育程度、政黨認同、統獨立場、預期經濟利益與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重要變數分佈表
2008 年 3 月

2009 年 10 月

平均數

(標準差)

0.50

(0.50)

0.50

(0.50)

0.27
0.62

(0.44)
(0.49)

0.31
0.62

(0.46)
(0.49)

本省客家

0.14

(0.35)

0.14

(0.35)

本省閩南

0.73

(0.44)

0.76

(0.43)

小學及以下

0.21

(0.41)

0.19

(0.40)

中學

0.45

(0.50)

0.44

(0.50)

泛綠

0.26

(0.44)

0.20

(0.40)

中立及其他

0.34

(0.47)

0.42

(0.49)

維持現狀

0.63

(0.48)

0.65

(0.48)

傾向獨立

0.25

(0.43)

0.23

(0.42)

變差

0.32

(0.47)

0.26

(0.44)

差不多

0.20

(0.40)

0.48

(0.50)

0.27

(0.44)

0.23

(0.42)

0.73
0.49
(0.50)
1,116
1,008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 ；陳陸輝，(2010)。

(0.45)

性別
男性
政治世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平均數

(標準差)

省籍

教育程度

政黨認同

統獨立場

台灣經濟利益

個人經濟利益
變差
差不多
樣本數

說明：依變數「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中國人。2：都是。3：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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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民眾性別、政治世代、教育程度、政黨認同、統獨立場、預期經濟利益與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的重要變數分佈表
2010 年 3 月

2010 年 12 月

平均數

(標準差)

0.50

(0.50)

0.50

(0.50)

0.28
0.64

(0.45)
(0.48)

0.29
0.63

(0.45)
(0.48)

本省客家

0.14

(0.34)

0.13

(0.34)

本省閩南

0.77

(0.42)

0.75

(0.43)

小學及以下

0.19

(0.40)

0.19

(0.39)

中學

0.44

(0.50)

0.44

(0.50)

泛綠

0.28

(0.45)

0.23

(0.42)

中立及其他

0.37

(0.48)

0.35

(0.48)

維持現狀

0.64

(0.48)

0.67

(0.47)

傾向獨立

0.24

(0.43)

0.22

(0.41)

變差

0.26

(0.44)

0.16

(0.37)

差不多

0.49

(0.50)

0.47

(0.50)

0.24

(0.43)

0.16

(0.36)

0.76
0.71
(0.45)
1,081
763
資料來源：陳陸輝，(2008)；陳陸輝，(2009) ；陳陸輝，(2010)。

(0.43)

性別
男性
政治世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平均數

(標準差)

省籍

教育程度

政黨認同

統獨立場

台灣經濟利益

個人經濟利益
變差
差不多
樣本數

說明：依變數「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中國人。2：都是。3：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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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2011 年 12 月 10

計畫編號

NSC 97-2410-H-004-097-MY3

計畫名稱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念、測量與應用

日

出國人員
姓名

陳陸輝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會議時間

100 年 9 月 1 日至
100 年 9 月 4 日

會議地點

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

(中文)美國政治學年會
會議名稱
(英文)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中文) 價值、表現、還是社會資本？中國大陸與臺灣制度信任的比較分析
發表論文
題目

(英文) “Value, Performance, or Social Capital? A Comparison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and Taiwan.”

一、參加會議經過：本次會議為美國政治年會，由於本計畫獲得國科會補助而得以參與。
會議期間，計畫主持人相關研究資料，發表上述篇名的論文一篇，獲得學者專家熱
烈的迴響，預計將修改之後，將投稿 SSCI 的期刊。
二、與會心得：計畫主持人感謝國科會持續對於相關研究的大力支持，讓相關研究成果
得以陸續發表。特別是在美國政治學年會中，與來自世界各國的學者得以針對台灣
研究主題持續關注與熱烈對話，在提升台灣研究的能見度上，

貴會的大力協助是

重要推手。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略）
四、建議：近年因為政府財政預算緊縮，致使研究計畫申請出國補助的經費大幅縮水，
1

此一趨勢，會影響國內學者與國際學者交流與接觸的機會。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相關議程以及圖書資訊。
六、其他：除了美國政治學年會之外，申請人利用本研究經費也參加 2011 年 6 月在韓
國 大 田 舉 辦 的 亞 洲 選 舉 研 究 國 際 研 討 會 ， 發 表 以 下 論 文 ： Tsai, Chia-hung,
Ching-hsin Yu, Lu-huei Chen, Chao-chi Lin, and Su-feng Cheng, 2011.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2011 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Korea.
該論文經過審查後，已經刊登：
Tsai, Chia-hung, Lu-huei Chen, Chao-chi Lin, and Su-feng Cheng, 2011,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Election Studies
1(2):95-121.

2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11/30
計畫名稱: 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念、測量與應用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主持人: 陳陸輝
計畫編號: 97-2410-H-004-097-MY3

學門領域: 政治理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陸輝
計畫編號：97-2410-H-004-097-MY3
計畫名稱：台灣民眾政治支持的研究：概念、測量與應用
量化
備註（質 化 說
明：如 數 個 計 畫
本計畫實
實際已達成 預期總達成 際貢獻百 單位 共 同 成 果、成 果
成果項目
列為該期刊之
數（被接受 數(含實際已
分比
達成數)
封 面 故 事 ...
或已發表）
等）
期刊論文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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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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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著作
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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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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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中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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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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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00%
國內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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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碩士生
參與計畫人力 博士生
（本國籍）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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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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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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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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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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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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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人力 博士生
（外國籍） 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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