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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i

序

筆者畢業於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此所的訓練強調跨領域的學

習，在博班求學期間，可以接觸到許許多多關於社會資本、政治制度和

教育制度等研究議題，深知制度規範對於人們認知和行為有著深遠影響

力，而社會資本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亦不遑多讓。因此，筆者所發表的期

刊論文，多著重在這些議題上，目前發表過四篇 TSSCI論文，多篇科

技部 B級期刊論文。然而，在這些發表的研究中，制度規範和社會資

本間的關係始終未被探討，因此，筆者便希望透過研究，以了解兩者間

的關係。在文獻蒐集中，理解到國外早有一些研究對於兩者間關係進行

探討，但對於制度規範、社會資本和政治參與間關係的研究，則仍是欠

缺的。當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核心概念時，探討政治參加影響因

素，不僅可補充理論不足之處，亦可解決實務上的困境。

2016年 1月 16日的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台灣不僅產生了第一個

民選女總統，民主進步黨也首次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不過，總統和立

法委員的投票率卻是創下歷年的新低，分別僅有 66.27%和 66.58%。從

歷史的脈絡來看，投票率的下降，並非是現今才有，而是自民主化以來

便產生的趨勢。就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投票或其他的政治參與行為的

下降是一種警訊，因為當愈來愈多公民不想參與政治時，這些公民的聲

音難以被政府所聽見，對特定政策的偏好難以被得知，自身的意見與利

益亦難以被保障。而政府欠缺多數公民的政治支持時，更難以實施政治

改革。中國現階段無法民主化，中介因素之一便是公民政治意識薄弱，

無法提供改革派菁英所需要的社會與政治支持。相較之下，台灣民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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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所以成功，不僅是執政菁英主動變革而已，公民主動參與政治亦是

關鍵要素。前總統李登輝便是運用野百合運動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召開

了國是會議，進而舉行國會全面改選的改革。

為改善政治參與下滑情況，實有必要對其影響因素進行探究。在過

去政治參與研究上，解釋政治參與有四個主要論點，分別是：個體資源

論、政治態度論、社會資本論、制度規範論。在四種論點中，社會資本

論最能解釋政治參與行為。目前國內對投票或競選活動的研究，則多著

重在前兩種論點的探討，較少聚焦在社會資本的效用。值得注意的是，

社會資本並非只有一種面向而已，結合式社會資本、橋接式社會資本和

聯繫式社會資本皆可能影響政治參與，但目前少有研究探討這樣的議

題。此外，本書認為偏向靜態的制度規範論並無法解釋民眾的政治參與

行為，因為在 1987年解嚴之後，集會、結社、遊行已受制度保障，但

既有文獻卻顯示在 1990-2005年期間，民眾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逐漸下

降，含有政治參與要素的工具性社團，於 1990年後，在參與數量上更

是顯著下降。因此，從偏向動態制度變化的制度變遷論點應可用來說明

民眾的社會和政治參與行為。在制度變遷上，本書依過去文獻所述，主

要探討非正式政治制度和正式社福制度的作用。 

在理論上，本書統整了制度變遷和社會資本的論點，在分析方法

上，則採用了多層次分析方法。由於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同時受到個人

特徵和外在制度脈絡的左右，筆者認為與其只分析社會資本對政治參與

的作用，不如將社會資本視為中介變項，將制度視為自變項納入分析

中，並觀察制度變項在民主鞏固時期（2000年）前後的作用，如此不

僅可理解在不同時期社會資本的產生因素與影響結果，也可以了解各縣

市制度認知氛圍與社福資源對政治參與的直接影響力與間接影響力。

全書共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是理論探討和相關

研究，第三章是研究設計和方法，第四章是社會資本的分布與其影響因

素，第五章是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第六章為總結和建議。最後，希望

透過本書研究，除了喚起更多學者關注社會與政治參與下滑的情形，並



序 iii

透過研究以了解影響民眾社會資本和政治參與的因素外，亦能使中央政

府了解增強施政的效能和調整社福資源的分配，能夠改變民眾的社團參

與和政治參與行為。

2016年 5月 15日

序於家中 



Chapter 1

第一章　緒論 001

第一章

緒論

自 1987年立法院取消戒嚴令後，台灣的政治開始朝向自由化與民

主化方向發展， 1 直至 1996年完成總統直選，更確定台灣正邁向民主

鞏固的階段（李酉潭　2006）。民主轉型的成功，關鍵因素之一便在於

執政菁英的主動變革。學者多注意到在民主化過程中，李登輝適時運

用公民參與的力量，來獲得統治上的支持（王振寰　1996, 85；李酉潭 

2007；吳介民與李丁讚　2008），以推動民主的改革，如：運用野百合

運動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召開了國是會議，進而舉行國會全面改選；透

過公民直選總統，獲得統治正當性，以持續進行自由民主的改革。不可

否認地，執政菁英主導了民主轉型的過程，但若缺乏公民政治上的參與

和支持，改革派的菁英欲發展民主是不可能如此平順的，勢必遭遇保守

派精英的反抗。中國現階段無法民主化，中介因素之一便是公民政治

意識薄弱，無法提供改革派菁英所需要的社會與政治支持 (He and Feng 

2008)。因此，探討民主鞏固之前的公民政治參與仍有其重要性。近年

來，引起學者關心的議題亦與政治參與有關，如研究欲透過網路投票或

改善交通等方式提升逐漸下滑的投票率（小笠原欣幸　2012；李仲彬等 

2008）；本書則將聚焦在制度變遷與社會資本的影響上，而這樣的研究

議題也是過去學者較少探討的。

1 自由化意指公民權利的擴張，民主化即為全面開放參政管道，包含完全開放的競

逐性選舉（周陽山　1988, 80-81）。因此，林佳龍（1999, 117-119）認為蔣經國的
改革屬於政治的自由化，1990年後李登輝的執政才屬於政治民主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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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有哪些？ Klesner(2009)歸納為出四個論

點，即：個體資源論、政治態度論、社會資本論、制度規範論，並以實

證方式檢驗前三個論點的解釋力，結果顯示非政治性社團參與能顯著影

響各類政治參與行為。和其他論點相較，社會資本論最能解釋政治參

與行為。多數文獻也已證實 Tocqueville的自願性社團參與對政治參與

的影響（Guillen et al. 2011; Ikeda and Richey 2005; Klesner 2007; 2009; 

Lee 2008; Lorenzini and Giugni 2012; Putnam 1995; 吳乃德　2004；林聰

吉與楊湘齡　2008；楊孟麗　2003）。不過，社會資本並非只有一種類

型或面向，僅強調橋接性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將忽略另兩類社會資本

的作用。2 Alesina與 Giuliano(2011)跨國研究即發現屬於結合式社會資

本力量愈強，參與非傳統性政治行動愈少。3 當親友贊同個人投票行為

時，個人傾向投票可能性較高 (Abrams, Iversen and Soskice 2011)。投票

在國民黨透過經濟特權以獲得地方派系政治支持的恩威侍從邏輯中（王

金壽　2006），派系結構中最底層的村里長是影響民眾選舉動員的基層

幹部（王金壽　2004），這暗指著民眾與村里長的關係愈密切，聯繫式

社會資本愈多，動員式政治參與可能性較高。此外，僅強調社會資本的

類型，亦將忽略社會資本即資源的觀點，因社團內部資源異質性是解釋

2 Rostila(2011, 312-313)指出依 Putnam所言的社會資本，可分為三種類型。結合式
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意指較為同質性的團體關係，成員間認為彼此較
為相似，如：親戚、朋友、鄰居；橋接式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代表較
為異質性團體關係，團體內成員知悉彼此在社經地位或其他特徵上有所不同，社

團參與可被歸為此一類型；聯繫式社會資本 (linking social capital)也屬於橋接式
社會資本的類型，差異在於此類型社會資本可連繫制度性的權威代言者，彼此雙

方在權力上有明顯差異與不對等關係。社會資本也可分成認知與結構面向，前者

代表對人際互動關係的主觀感受，包含：社會信任、互惠規範、凝聚力等：後者

意指關於人際互動的客觀行為，包含：網絡連結、社團參與等 (Desilva et al. 2007; 
Harpham et al. 2004)。但依國內研究結果顯示，認知面向社會資本對於政治參與無
顯著影響（林聰吉與楊湘齡　2008），故本書將聚焦在結構面向上，即探討互動行
為的作用。

3 非傳統性政治行為通常意指選舉以外的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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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指標的重要變因 (Son and Lin 2008)。由於政治參與包含許多

面向，本書將主要探討投票與競選活動此類傳統性的政治參與行為。

蕭全政（2004）以內政部的資料進行佐證，認為在解嚴之後，由

於集會、結社、遊行已受法律保障，故民眾參與政治組織與社會團體數

量也隨之增加。熊瑞梅等（2010）使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研究卻

顯示，在 1990-2005年期間，民眾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逐漸下降，含有

政治參與要素的工具性社團，在參與數量上則於 1990年後顯著下降。

不一致的研究結果除了反映內政部資料中人頭會員問題與無法呈現民眾

實際參與社團行為外，也顯示制度保障僅是促成公民政治參與的必要條

件，卻非充分條件。若制度保障是充分條件，則在保障參與自由的規範

前提下，台灣 2006-2012年的民主評比就不會因為政治參與分數較低，

而被評為有缺失的民主。4 即使既有研究指出制度規範論為影響政治參

與的重要論點 (Klesner 2009)，但筆者認為偏向靜態的制度規範觀點無

法解釋台灣民眾政治參與情形，且國內對制度變遷與政治參與間關係的

研究尚屬不足，故將從制度的實際變化進行分析。

針對制度對社會資本影響的研究，一方面可區分成非正式制度和正

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區分為政治因素和社福因素的影響。因此

就邏輯上，可構成四種理論類型。5 然而，依據現有文獻，本書將聚焦

在非正式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社福制度作用上。前者是從非正式制度出

發，代表著集體意識的形塑 (Szreter 2002)，後者則從社福制度出發，其

影響機制可分為資源挹注或資源取代說 (Gellisen et al. 2012; Kumlin and 

4 經濟學人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自 2007年對世界 165個國家進行民主
評比，其民主指標由 5大項所構成，其中的政治參與由 9個問卷題目所構成。台
灣 2006-2012年的政治參與分數與政治文化分數相似，約為 5.5至 6.1分左右，遠
低於選舉過程、政府功能與公民自由的分數，7年來民主指標分數約為 7.5分，可
參閱 http://knoema.com/bhpllke。

5 四種分類為：非正式政治制度、非正式社福制度、正式政治制度、正式社福制

度。至於非正式社福制度和正式政治制度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則非本書所欲探討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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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stein 2005; Oorschot, Arts and Halman 2005)，這些論述補充了對社

會資本生成的概念。不過，相較於後者論點，集體意識形塑說仍欠缺實

證上的支持。此外，集體意識並非一成不變，在華人社會長久受到傳統

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當儒家文化在面對現代化衝擊時，壓制自我的集體

價值觀亦受到影響（楊國樞　1992）。因此，儒家文化價值觀的轉變或

許改變了非正式的政治制度對社會資本的作用。

在台灣，《社會救助法》雖於 1980年頒行，目的為協助低收入戶

者與遭受急難的民眾，實際調查卻發現在資源供給上，各縣市有明顯差

距，社福資源多分布在西部，而南投縣、台南市、宜蘭縣、花蓮縣以及

台東縣資源供給則較少（詹火生等　2004, 153-154）。若資源挹注或資

源取代說為真，這暗示著民眾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本是受到各縣市社福資

源供給差異的影響。除了空間上的差異外，不同時期個人社會資本的含

量又可能因不同時期的社福資源變化而所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原因，或

許是社福制度改變所導致。

由於個人的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是以個體為分析單位，而制度認知

和社福資源則以縣市為分析單位，因屬不同的資料型態，為避免區位謬

誤與個體謬誤， 6 將採取多層次分析方法。與其只分析社會資本對政治

參與的作用，不如將社會資本視為中介變項，將制度視為自變項納入分

析中，並觀察制度變項在不同時期的作用，如此不僅可理解在不同時期

社會資本的產生因素與影響結果，也可以了解各縣市制度認知氛圍與社

福資源對政治參與的直接影響力與間接影響力。換言之，本書主張社會

資本與政治參與同時受到個人特徵與外在制度運作所左右。

有鑑於研究顯示相較於 1990-2007年民眾參與社團平均數，2000

年以後民眾社團參與數顯著較低（熊瑞梅等　2010)，調查資料亦呈

6 區位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在此意指以縣市為單位的分析結果去推論個體的社會
資本與政治參與；個體繆誤 (individualistic fallacy)則是以個體當做分析單位，去
推論縣市平均的社會資本與政治參與情形。



第一章　緒論 005

現 2000年以前的投票率多數高於 2000年後（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　2013），故以 2000年做為區分的時間點，此時間點是政黨輪替的

時間點，亦為達到雙翻轉測驗 (two-turnover test)標準的民主鞏固時間

點。雖然 1990年後已屬民主化時期，但考量刑法第一百條是自 1992年

才被廢除，此時言論自由權才算真正被保障，故分析的資料以 1992年

以後為主，因為在未有言論自由保障下，民眾會有政治上的恐懼，在回

答政治性議題時，可能會選擇不答而有較多的遺失值，或者選擇回答符

合社會期許的答案，而產生高估效果 (Steinhardt 2012)。分析民主鞏固

時期政治參與的資料則以 2005年為主，因為與 1993年調查主題相同。

針對上述問題的討論與分析，全書分為六個章節，第二章為理論探

討和相關研究，前兩節針對社會資本的概念與現狀進行說明，包含社會

資本的定義與內涵、三種類型社會資本對政治參與的作用、民主鞏固前

後時期各類型社會資本的變化；第三節論述制度變遷概念，包括制度變

遷定義、制度變遷對社會資本的影響與制度變遷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後

兩節說明政治參與的概念、情形與國內政治參與因素的研究。第三章為

研究設計和方法，包含：概念架構、資料蒐集、多層次分析法、假設內

容與分析變項。第四章為社會資本的分布與其影響因素，主要探討三種

類型社會資本的分布與社團內資源異質性的分布，也分析不同時期總體

層次與個體層次因素對各類型社會資本的影響。第五章為政治參與的影

響因素，先在統計模型中了解制度變項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再加入各類

型社會資本與社團內資源異質性，以分別了解在不同時期中，制度變項

與社會資本對政治參與的作用，進而觀察制度在民主鞏固時期對社會資

本與依變項的增強或減弱作用。第六章為總結和建議，歸納本書發現，

並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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