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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料、規劃執行定群追蹤的電話調查。我們預期能對政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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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s can cause individuals’ political action.
Second, by studying the case of Taiwan, we elaborate how
electoral process and competition can determin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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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為核心關懷。首先，我們將從比較視

野探索當代大眾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並釐清個人公民權利、

義務的認知如何對政治行動帶來促進影響；其次，我們也以台灣為例，探討新興

民主國家的選舉進程、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態度。本計畫的經驗基礎將

包括分析跨國調查資料、規劃執行定群追蹤的電話調查。我們預期能對政治行為

領域帶來更豐富的比較視野，具有理論與方法上的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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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s Deepening and Popular Ideas of Citizenship:  

Taiwanese Citizens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Abstract 

 

The main focus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on the Deepen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ideas of citizenship. First, we explore patterns, developments, and origins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s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clarify 

how these understandings can cause individuals’ political action. Second, by studying 

the case of Taiwan, we elaborate how electoral process and competition can determin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new democracies. The project relies on the 2004, 

2014 ISSP survey data and the two-wave panel survey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8 Taiwan’s local election. Our findings bring new insights to the field by using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tributing to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citizenship, political activism, democratic legitimacy, politic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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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比較脈絡下的臺灣公民 

 

壹、 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一） 研究主題：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 

不論在西方先進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或非民主國家，近年來一個受到廣

泛關注的政治現象是「抗議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興起。群眾抗爭行動或

許自古已有之，但近年來各地的「遍地開花」卻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經濟學人》

的歸納，2009 年至 2013 年全世界共約有 70 個國家、地區發生規模不等的群眾

示威抗議事件(Unit 2013)。隨即，2014 年 3 月臺灣因「兩岸服貿協議」審議的程

序問題，引發長達 24 天佔領立法院的「318 學運」；同年 9 月，香港學生也因特

首直選的提名程序，發動佔領中環的「雨傘革命」。當代大眾政治行動已展現更

為多樣的特性：對比於體制內的政治活動，公民直接投入、發聲與表達訴求的行

動，更是值得關注的新興趨勢。 

「政治參與/行動」長久以來便是經驗政治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相關研究

已發展相當多元的解釋途徑。1近年來，Dalton (2008, 2016)的「公民規範認知」

(citizenship norms)研究頗具開創意義。他指出美國大眾對公民應有行為準則的認

識已出現重大轉變：從傳統的「責任基礎」認知轉向「參與取向」認知。正因為

如此，政治參與模式也從體制內形式（如投票、助選等），轉向更個人、直接形

式（如抗議、請願與接觸官員等）的行動。Dalton 的研究帶入古典民主理論對公

民德行的規範性關懷，特別將大眾對公民身份的認識聯繫到政治行動，引發後續

研究關注(Hooghe, Oser, and Marien 2016;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13; 俞振華與翁

定暐 2016)。 

除了公民身份的認識與政治行動的聯繫外，大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正面支

持態度，也已被廣泛認為是一國走向民主鞏固與深化的重要指標(Linz and Stepan 

1996)。「民主正當性」(democratic legitimacy)的問題對新興民主國家尤其重要：

由於這些國家採用民主體制的時間尚短，許多民眾曾有非民主的生活經驗，不同

政體在他們心目中是相互比較的。以此，大眾對民主體制的信心、支持與運作評

價，已被視為防止威權復僻最重要的防火牆(Diamond 1999; Rose, Mishler, and 

Haerpfer 1998, 91-119)。隨著跨國民意調查資料的累積，民眾如何看待民主體制

—「民主態度」已經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的研究熱點，包括前共黨國家(Rose, Mishler, 

and Haerpfer 1998)、東亞國家(Chu et al. 2008)與非洲新興民主國家等(Bratton and 

Mattes 2001; Moehler 2009)，都是學者已關注的重點區域。 

本研究計畫「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比較脈絡下的臺灣民眾」，將以民

                                                 
1 本計畫在後面的章節會進一步介紹相關理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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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制下的「公民精神」為核心關懷，並以「公民身份認識」、「民主態度」為研

究標的。2 首先，延續 Dalton 的研究，本計畫將從比較視野出發，探索民主國家

（包括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大眾對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

來源，以及其如何對個人政治行動帶來促進的效果；除了比較視野，本計畫也以

臺灣為個案，嘗試個人如何獲取、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其次，本計畫也以臺

灣為個案，說明新興民主國家民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態度，如何隨著選舉進程、

競爭而發展與深化。本計畫的研究焦點與議題將包含以下兩方面： 

第一，為了更全面地涵蓋大眾對公民身份的認識，本計畫將發展「權利意識」

的經驗變項，並探討公民身份認識如何促進政治行動。隨著大眾政治生活形態的

演進（特別是代議民主政治的出現），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範疇向來就

是公民權爭辯的主要焦點(Janoski 1998; Lister 2003)。概念上，Dalton 發展的規範

認知屬對公民身分的「義務」面向認識。本計畫預計建構的權利意識，應能在填

補經驗研究在「權利」面向的不足。此外，Dalton 的研究也僅針對美國大眾，公

民規範認知是否亦在民主國家已普遍發生變化仍有待檢驗。本計畫第一個研究焦

點，將是勾勒西方工業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大眾對公民身份認識（規範認知、

權利意識）的樣態、演變並探索其對政治行動的影響。 

 

研究焦點一：大眾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趨勢、來源及其對政治行動的影響。

西方工業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大眾對公民義務（規範認知）、權利（權利意

識）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為何？Dalton 認為西方工業民主國家已出現公民規範

認知的轉變，那麼，新興民主國家的趨勢是否又有所不同？其次，民眾如何獲取、

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個人是否在態度型塑期便習得公民權利、義務的認知，

還是這些認知會隨著外在政治環境改變、人們政治經驗累積而發展、深化？最後，

大眾的公民身份認識是否與多大程度對其政治行動帶來促進效果？對公民義務、

權利的認知何者的影響更為明確？西方工業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的民眾是否

有所不同？ 

 

其次，我們也以臺灣為個案，說明新興民主國家大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態

度，如何隨著選舉進程、競爭而發展與深化。值得注意的，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

發現大眾對民主體制的評價深受選舉競爭所影響：投票給勝選的一方對民主體制

的運作將更為滿意。那麼，當我國在 2008 年後已進入民主鞏固階段(Huntington 

1991)，大眾對民主體制的看法、評價是否有更進一步的進展？延續既有文獻對

「批判性公民」與「贏家輸家差距」的研究，本計畫將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

民主態度的發展；此外，也以 2018 年地方選舉為例，透過定群追蹤調查來檢視

選舉脈絡，特別是競爭程度對民眾民主態度的影響。 

                                                 
2 本計畫將“citizenship”譯為「公民精神」，以突顯政治文化、行為領域對大眾政治傾向的研究興

趣。“citizenship”在不同的脈絡下也有不同的意涵，如法律意義的「公民身份」或教育意涵的「公

民資質」等。在本研究中，公民精神指的是「對公民身份的認識、認知」(ideas of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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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焦點二：選舉進程、競爭如何影響新興國家民眾的民主態度。以臺灣為

個案，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態度發展為何？批判性公民或選舉輸家的相關論述

是否適用於理解臺灣民眾的民主態度？此外，以 2018 年地方選舉為例，選舉競

爭是否直接導致贏家與輸家在民主態度上的差距？而這樣的態度差距，是否將因

選舉脈絡而異？ 

 

本計畫將透過分析跨國調查資料、規劃執行定群追蹤的電話訪問案來研究民

主深化與公民精神的上述議題。儘管政治參與/行動、民主正當性並非新興研究

概念，但近年來大眾傾向體制外、直接發聲的行為模式，讓相關主題持續受到關

注。帶回對公民德行的關懷，從大眾對公民身份的認識出發也能為經驗政治行為、

政治文化領域開啟新的研究方向。此外，透過定群追蹤的方式，我們也能為選舉

競爭對民主態度的形塑影響，提出更為直接、有力的佐證。 

 

（二） 本研究計畫的重要性 

本計畫以「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為核心關懷。我們將從比較視野探索

當代大眾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並以「政治行動」為標的，釐

清個人公民權利、義務的認知如何帶來促進影響；其次，我們也以臺灣為個案，

探討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進程、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態度。 

在代議民主政治的體制下，研究政治行動特別有其重要性。從體系來看，大

眾政治行動對所屬社群、體系維持與運作帶來重要的意涵：當人們更積極投入政

治、公共事務，合作性的集體行動將有助確保、增進公共利益（財）。確實，具

正當性的民主政治過程與良好的決策品質，皆有賴民眾積極表達意見並親身投入

參與。其次，從個體來看，人們涉入政治活動不但有助於培育民主德行、政治能

力，也能強化人際之間信任(Schlozman 2002, 436-438)。是此，個人如何、為何投

入政治與公共事務向來就是政治行為領域關注之標的。儘管政治參與相關議題具

重要性，但過去研究大多依循社會心理傳統，從社會結構、資源以及相關的社會

心理態度來解釋個人為何涉入政治活動；但另一方面，即使是理性抉擇解釋，也

認可個人責任感、民主價值等維繫政體運作心理承諾的重要性。相較過去文獻，

Dalton 強調公民規範認知的作用，更直接地將焦點從對「政治標的物」轉為對「公

民身份」的關懷。釐清大眾公民精神的樣貌確實有其重要性—從義務、權利的區

隔來看，對公民應有行為準則的認識意味著大眾如何對國家、社群展現道德承諾；

對公民權利的認知則象徵大眾對國家作為的期待範圍。是此，公民精神概念上代

表個人如何看待自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與其他社群成員的關係。除了延續

Dalton 所發展的「規範認知」外，本計畫也將發展「權利意識」的經驗變項。我

們將探詢民主國家大眾對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並釐清對義務、

權利的認知多大程度與如何促進大眾政治行動。倘若從公民精神視角出發的研究

預期能獲得證實（特別是道德、效益驅動的影響機制），本計畫除了對政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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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有具體貢獻外，更對當前民主公民教育具啟發作用。 

其次，在民主正當性方面，如前所述近年來穩定、新興民主國家不約而同地

皆面對「公民運動」的浪潮。興盛的公民運動更凸顯研究民主正當性的重要性，

特別是民眾如何看待、評價民主體制的問題。從民主態度來看，理念上無條件支

持民主體制形式但又不滿民主體制實質運作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為

各國公民運動提供重要基礎：年輕、擁有高教育程度的公民積極投入政治與公共

事務，並踴躍走上街頭批判政府。由於這類民眾理念上對民主體制抱持無條件的

支持，因而他們對體制運作的批判不但不會傷害民主正當性，反而是可帶來治理

優化的督促效果(Norris 1999; 2011)。外界也常用「公民覺醒」一詞，來形容這些

以優化民主治理為目標的批判政府行動。3  另一方面，選舉「贏家/輸家差距」

(electoral winner-loser gap)的研究也已清楚闡述「輸家同意」(losers’ consent)的問

題：當選民支持的政黨/候選人在選舉中失敗，將造成他們對民主體制的不滿、政

治信任與效能感的衰退，甚至是提升走向街頭的可能性(Anderson et al. 2005; 

Anderson and Tverdova 2001; Anderson and Mendes 2006)。從「批判性公民」、「贏

家輸家差距」的理論視角研究民主態度有其重要性：若新興民主國家（如臺灣）

民眾也如西方學界預期的出現批判性公民崛起，如具有年齡較輕、高教育程度、

較具政治意識且積極關心政治事務等共同特質(Bennett 2012; Norris 1999; 2011; 

Schudson 1998)。倘若如此，我們或許不需太過擔心大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批評。

相反地，若民眾民主態度更來自個人投票抉擇所左右，那麼我們除了要保留地看

待「公民覺醒」的宣稱外，更應進一步思考選舉相關因素，包括選舉脈絡、競爭

程度等等，如何可能對新興民主體制正當性帶來傷害。 

本研究計畫另一個特點是兼具「跨國比較」與「臺灣特色」。我們將延伸理

性抉擇途徑的投票參與模型，發展一跨國適用的政治行動解釋架構。基於相同的

解釋框架，臺灣的個案將被置於比較脈絡下。以此，本計畫應可顧及一般跨國民

意研究過於通則性的批評，另一方面也回應單一國家研究適用性有限的質疑。最

後，本計畫也在方法上具開創性特色。為了揭露更直接、清晰的因果關係，本計

畫以臺灣 2018 年的地方選舉為標的，規劃選前、選後的定群追蹤調查。以此，

我們可以更直接地證實選舉競爭對民眾民主態度的作用。本計畫的研究設計、分

析方式或可對臺灣本土政治學的實證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3 洪仲秋事件後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以「公民覺醒」為主要口號，訴求公民應該認真監督

公部門，揭開黑幕。從此來看，這個詞彙被用來強調公民應該積極投入關心公共事務，以優化民

主治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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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重要參考文獻評述 

 

本計畫「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將從比較視野探索當代大眾公民身份認

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並以「政治行動」為標的，釐清個人公民權利、義

務的認知如何帶來促進影響；其次，我們也探討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進程、選舉

競爭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態度。以下將從「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民主態

度與選舉競爭」來統整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 

 

（一） 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 

1. 「公民精神」經驗性概念的發展與不足 

在規範政治理論中，公民德行(civic virtue)是最受廣泛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

早在古希臘雅典時期，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就曾爭辯雅典公民應有的行為準則。

在政治學中，公民精神(citizenship)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

進程，公民精神在不同民主思想裡也被賦予相異的內涵，包括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自由主義 (liberalism)與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等 (Heater 

2004)。 

結合過去民主思想的內涵以及其在經驗政治行為的對應，民主的公民精神

(democratic citizenship)範圍可包含以下四項成分(Dalton 2016, 22-25)。第一是大

眾對政治、公共事務的參與。在民主體制下，若缺少公民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

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等作為，則代議民主將與民眾的意志、偏好脫節，其過程

也無實質意義。其次是公民的自主性。延續古典民主理論，良善的公民應該是充

分知情的(informed)。這表示公民的政治涉入是基於自身判斷、意見與偏好，而不

是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結合一、二項成分：個人在理性、自主下積極參與政治

事務，也是自由主義思想強調個人應有的公民精神。第三是認可社會秩序與接受

國家權威的正當性。儘管強調大眾參與，但民主政府決策仍具公共性、強制力的

本質。公民對法治、國家權威正當性的認可，仍是政治體系運作不可或缺之要素。

對「共同體」情感的認可與體系決策的接受，也是共和主義重要的思想傳統。最

後是對他人的道德、倫理責任感。隨著權利概念從政治到社會經濟範疇的擴張，

特別是分配正義思想的盛行，公民應具備對其他弱勢者存有道德、倫理責任的想

法。這項來自社群主義的公民精神，一方面是政府推行社會分配、福利政策的重

要基石，另一方面也是平等原則的重要展現。綜合來看，儘管各思想傳統偏重的

內涵有所不同，但公民精神大致上反映政治社群中成員的「身分」(membership)

問題(Marshall, 1950)：包括公民如何看待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

看待社群內成員之間的關係。探究大眾的公民精神對理解當代民主政治體系的運

作、穩定與發展方向皆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上述的討論簡要說明民主思想傳統中公民精神的範圍，以及在經驗上公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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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具備的相應態度傾向、行為。在行為研究的風潮下，Almond 與 Verba(1963)

具開創性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研究，引領學者開始從態度傾向、行為來

理解大眾公民精神的經驗樣貌。他們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人們對政治體系各成分

以及對自身在政治體系角色的認知、情感與評價態度」(pp.13-14)。他們認為「參

與型政治文化」是公民將自己看待為決策過程中的參與者，同時也對政治體系忠

誠並擁護體系所做的決定；「臣屬型政治文化」是公民不重視自己作為體系參與

者的角色，而是看作政治體系的附屬(subjects)。延續公民文化研究，經過數十年

的累積已有大量經驗研究探索個人政治態度傾向，且相關態度也被證實引導個人

政治行為。然而，多數研究關注個人如何看待各項政治標的物（如國家、政府體

制/機構、領導人等），較少經驗概念涉及個人如何理解、認識「公民身份」。 

晚近開始有學者透過特定概念、主題（如民主支持、情感、抗議行動參與等）

來建構大眾的公民精神特質。儘管這些研究採用不同用語，如「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s)(Norris 1999)、「監管型公民」(monitorial citizens)(Schudson 1998)

與「自我實現型公民」(self-actualizing citizens)(Bennett 2012)等，但文獻都指出民

主國家公民政治態度、行為的相似發展趨勢4：包括公民變得更具自主、批判意

識，並傾向直接表達偏好的政治行動（如示威遊行、請願、抗議活動），而較不

依循傳統體系內的意見表達管道（如投票、選舉參與）。從這個趨勢來看，民主

國家大眾的公民精神似乎出現共同的演變方向。為此，Dalton (2008, 2016)從「好

公民」認知，來嘗試捕捉這項公民精神的演變歷程。他將「公民規範認知」界定

為「大眾對公民在政治中應扮演角色的共享期待」（即民眾如何認知好公民應有

的行為準則）(Dalton 2008, 78)，並證實美國民眾認可的好公民行為規範具有公民

責任(citizen duty)、公民參與(engaged citizen)兩面向區隔意義。首先，「公民責任」

是指以對政治社群的相關義務，作為理解為公民應有行為，例如守法、繳稅與服

兵役等。這個面向反映個人對政治體系的忠誠以及對代議體制中意見表達管道

（如投票、助選等）的認可。其次，「公民參與」則包括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所

主張的公民精神，包括認為公民應在獨立、自主下直接涉入公共事務，另一方面

也要樂於幫助、扶持其他成員。相較於其他研究，Dalton 發展「規範認知」的經

驗變項以及提供可供檢驗的研究框架，讓公民精神的實證研究得更為聚焦，引發

後續研究關注(Bolzendahl & Coffé 2013; Hooghe et al. 2016; 俞振華與翁定暐 

2016)。5然而，這些研究並不一定得到與 Dalton 相同的結論：例如 Hooghe 等人

(2016)發現儘管公民責任、參與的區隔一定程度可反映青少年的公民規範認知，

但仍存有其他的認知類型；確實，若考慮公民精神概念上包括個人如何看待自身

                                                 
4 「批判性公民」是那些對民主運作不滿意，但卻堅實擁護民主制度者；「監管型公民」是對政

治有興趣、具高度政治效能感以及隨時準備投入政治行動者；「自我實現型公民」則是較不重視

傳統上公民應參與政府決策的義務、不信任媒體與政治人物，而是較關注與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

個人化的政治行動（如參與自願性活動、參與拒買活動等）。 
5 在這裡筆者僅列舉近年來以公民規範認知為主題的實證研究。在臺灣，莊文忠(2010)也曾比較

民眾公民意識在 2008 年二次政黨輪替前後的變化，但他採納的經驗概念並未直接探詢個人的

「公民」認知，而是沿用過去研究對政治標的物的相關概念，包括反威權意識、政治效能感、

政治信任感與民主價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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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間、社群內其他成員的關係，那麼大眾對自主參與以及社群責任的公民認

知不應被混為一談。公民責任、自主參與以及社群責任的三成分界定，也能分別

對應先前所討論不同民主理論的思想傳統(Bolzendahl & Coffé 2009; Denters, 

Gabriel, & Torcal 2007)。 

探索民主國家大眾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將是本研究計畫首要研究焦點。

從公民精神傳統的權利、義務區隔來看，規範認知測量的是大眾對好公民應有作

為的認識。強調對所屬國家、社群的應有作為，應屬於公民身份「義務」面向認

識(Bolzendahl & Coffé 2009, 765)。為了填補經驗研究在「權利」面向的缺乏，本

計畫將發展大眾對公民權利認知的經驗變項。簡單來說，權利面向的公民身分認

知探詢的是大眾對國家應扮演角色多寡的看法，即如何期待國家應保護、提供福

利的場域範圍。在民主體系中，大眾基於定期的民主選舉生活或許都大多具有政

治場域相關的權利意識（如個人自由、平等）；然而，某些人的權利意識可能更

廣泛、全面，特別是擴及經濟生活保障、社會福利等，某些人則否。以此，結合

「規範認知」與「權利意識」，本計畫將可更全面的探詢大眾對「公民身份」的

看法與認識。最後，按政治文化的界定，對公民權利、義務的認識應屬個人價值

上的信念與理解，為「認知」態度的一部分。 

 

2. 公民身份認識的型塑：個人態度傾向的習得 

在探討「公民精神」經驗性概念的發展後，那麼，民眾如何習得、獲取對公

民身份的認識、理解？以規範認知為例，Dalton (2008, 2016)延續後物質主義、自

我表達價值的典範，認為當前公民規範認知的轉變主要來自「世代交替」。從個

體來看，世代交替預設了人們一旦獲取特定態度傾向，其被型塑的價值觀將帶來

終身影響。隨著社會經濟現代化發展，由於有越來越多人們在態度型塑期時擁有

經濟安全條件，因而大眾將會轉向倡導後物質主義（如不再發展至上，強調環保、

女性平權等多元價值）(Inglehart 1990, 2007)；6此外，社經發展也有助於人們獲

得更多知識開明的資源（如教育程度提高、生活基本條件滿足等），Welzel 等人

(2003)、Inglehart 與 Welzel(2005)也主張自我表達傾向(self-expression orientations)

的價值變遷過程：人們隨世代交替變得更獨立、自主，勇於表達自身的偏好，並

追求多元價值等。延續這項思路，Dalton (2008, 81)認為後物質主義、自我表達價

值在概念上與「參與」的公民規範認知相當契合，也與「責任」的規範認知相悖。

在相似的社經現代化作用下，美國與其他西方工業民主國家也應出現從「責任」

到「參與」的公民規範認知轉變。總的來說，在個人態度傾向穩定的假定下，世

代交替的後果會自然而然出現：抱持舊觀念人們的凋零，以及新觀念人們的加入。 

從個人政治傾向的型塑來看，除了穩定、持續之外，個人的態度傾向也可能

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改變、發展。延續政治文化研究典範，許多學者已論

                                                 
6「後物質主義」理論有兩個重要的假定。第一，「稀少性」假設預設人們考量的優先性將反映他

們的社會經濟條件；其次，「型塑期」(formative period)假定人們在青少年末期到成年初期所獲取

的態度傾向，對未來將有持續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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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大眾態度將與所屬外在環境「聚合」：個人會依循外在政治環境的變動，即時

獲取與體制相稱的態度傾向。7例如，Mishler 與 Rose(2007)發現俄羅斯民眾民主

支持雖有世代差異，但更明顯的是「成人再學習」(adult relearning)的影響；Mattes

與 Bratton(2007)針對非洲新興民主國家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在臺灣，張佑宗 

(2011)透過兩次政黨輪替前後的調查資料比較，也發現民眾民主支持有制度學習

效果；Bolzendahl 與 Coffe(2013)發現東歐、西歐與西方非歐洲民眾在公民認知規

範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上有明顯的差異，他們認為這或許來自不同國家民主化歷

程與民眾民主學習的影響。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關注個人自身經驗累積的深化作用。Converse (1969)曾

發展個人政黨認同的社會學習模型。他主張在家庭社會化影響下，個人在擁有投

票權之前即可能擁有對特定政黨的支持傾向；而當開始政治生活（即成年投票），

個人隨年齡增長累積的政治經驗將會強化他們的早期傾向。從生命歷程來看，政

黨依附將會隨著個人年齡漸長而增強，但強化程度將在一定的年紀後衰弱，甚至

終止。8延續這個框架，Dalton (2002)、Dalton 與 Weldon (2007)證實穩定民主國家

個人政黨依附將隨著年齡增長而強化，並在中年後呈現穩定；黃信豪 (2016)也發

現在不同政體環境中，個人民主認知會隨著年齡增長有截然不同的深化方向。簡

單來說，上述兩項解釋並不否認態度型塑期的重要性，但認為個人的態度傾向或

許將會隨著外在政治環境的變動以及個人經驗的累積有所改變、發展。9 

那麼，大眾如何獲取、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以上關於態度型塑期的作用、

外在環境變動以及自身經驗累積可建構三項代表截然不同影響的對立解釋。第一，

「世代交替」解釋認為由於各年齡層民眾成長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有相當大的差

異，因而公民身份認識將有明顯的世代「差異」（即不同年齡層對義務、權利的

認知內涵不同）；第二，「民主學習」解釋認為民主國家的民主深化歷程，將使得

大眾公民身份認識整體朝向特定方向發展（如更重視自身參與的義務、社會經濟

權利等）；第三，「個人政治學習」解釋則重視個人隨年齡增長、累積的政治經驗

作用帶來的認知深化作用（即各面向義務、權利的認知將一致深化）。本計畫將

以義務、權利認知為標的，檢驗「世代交替」、「民主學習」與「個人政治學習」

三項對立解釋，以釐清大眾如何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 

 

3. 大眾政治行動：概念演變與解釋 

在民主政治體系中，公民能否對政治、公共事務的積極投入具有相當重要的

意義。由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是民主代議政治運作的根本原則，多數公民

                                                 
7 「聚合論」(congruence theory)為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立論。如 Eckstein(1988)認為人們看待社

會權威的態度（如工作場所、社團等）會與他們看待政治體系的態度一致；Dalton 與 Shin(2006, 

pp. 5-13)則主張人們政治傾向除了所處政治體制的一致性外，也主張政治傾向與社會、經濟傾向

會趨於一致（如民主態度與宗教世俗化態度、市場經濟看法等）。 
8 年輕者由於態度傾向較不穩定，且政治生活歷程較短，受到經驗強化的影響較大；但對年長

者而言，由於態度傾向較為固定，受到政治經驗強化的影響將較小。 
9 在民主化的脈絡下，許多文獻也將這項觀點稱為「民主學習」解釋。然而，甚少文獻區隔外

在環境變動與隨年齡累積個人經驗的不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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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擁有投票經驗，「投票與否」因此也成為大眾政治參與被關注的首要標的

(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經過長時間的累積，「體制內」與「非體制內」的

參與形式已受到大量關注：前者包括投票、競選活動參與以及與官員接觸等直接、

間接影響政府人事或政策的合法行動(Verba, Nie, & Kim 1978, 53-56)；後者則包

括連署、示威遊行、抗議等既有體制外政治活動(Barnes & Kaase 1979)。10這項慣

常/非慣常(conventional/unconventional)參與形式的區隔，也是長久以來研究政治

參與的主要界定。11 

然而，隨著大眾政治行動模式的改變，慣常/非慣常政治參與的概念適用性

也引發質疑。首先是體制內參與的式微與體制外活動的興盛。1970、80 年代以

來，西方民主國家民眾投票率、政黨黨員數明顯下降(Kaase 2007, 786-788)。體制

內參與行為的衰退，也被視為是民主支持衰退的表徵(Dalton 2004)。另一方面，

如 1999-2001 年的世界價值調查也發現，大約有 40%西北歐國家（瑞典、比利時

與荷蘭）的受訪者曾參與示威抗議活動，比例是 1970 年代中期的兩倍以上(Norris, 

Walgrave, & Van Aelst 2005)。這表示當研究者採用不同面向的參與概念，可能會

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12如同 Dalton (2008, 94)的提醒，大眾政治行動「型式」

(styles)的轉變，不應於參與「程度」(levels)的改變劃上等號。 

其次是參與模式的擴張。晚近個人化、個別化與強調自主意識的行動模式相

當盛行（如 Bennett 稱為「個人化的政治」）(Bennett 2012)。例如，為表達特定公

共訴求（如環保、反童工等），常見的是民眾自願發起抵制某品牌的活動，或為

了政治、倫理的理由購物等。換句話說，某些行動或許不在政治場域，卻存有明

確的政治目的、意圖。然而，若沿用傳統界定，這些個別、個人化的行動明顯不

在政治參與的定義之內。從行動的類目來看，Norris (2007)認為當前大眾政治行

動可區分為「公民取向行動」(citizen-oriented)與「原因取向行動」(cause-oriented)

兩類：前者主要與「政治公民」身份相關，涵蓋代議體制內的投票、競選活動參

與等活動；後者則是指關注特定議題、政策面向，追求特定目標的行動（不論在

選舉場域內外）。近年來，大眾確實出現原因取向行動興起的趨勢，且界線不限

於傳統政治場域；另外，這些行動訴求的對象也更為多元：從傳統參與定義的政

府、國家，到跨國公司與國際組織等(p. 641)。從上述的討論來看，可以發現學者

對大眾政治參與/行動的界定，已順應政治現狀的變化逐漸從原先的「體系」中

心，轉變為「參與者」中心。以此，本研究將政治參與的界定為「公民欲影響政

治的相關行動」，著重在個人自主且具備政治動機的(politically-motivated) (van 

Deth 2014, 359-360)。 

                                                 
10 Barnes 與 Kaase(1979)將抗議參與概念化為大眾有「意願」涉入異議活動，而非具體的「經驗」

（如連署、示威遊行、抗議甚至是佔領官署等）。主要原因是當時大眾參與這些活動的情況並不

是非常踴躍，因此他們採用「參與意願」來瞭解大眾從事這些行動的潛在可能性。 
11 Conway (1991, p. 77)對慣常、非慣常政治參與的關聯性也提供重要的描述。他認為體制內、外

的政治參與並非相對而立的，一旦體制外的訴求被政府所回應，或納入主要利益團體的遊說內容

等，則體制外政治參與可能就此消失，或轉化成體制內的一部分。 
12  例如，關注體制內參與的學者可能會得到大眾變得政治疏離、民主支持衰退的結論，這也是

1980、90 年代政治行為研究的主流觀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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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大眾為何參與政治與涉入相關活動？從個體的角度來看，他們可能具

有某些特質、條件與態度傾向。13 本計畫關注的公民身份認識如何促進個人涉入

政治行動？在政治參與的文獻中，與公民精神相關的態度傾向一直以來就相當被

重視。早在 1950 年代，Campbell 等人(1954)便已指出「公民責任感」是促使個

人前往投票的重要心理傾向之一。他們將此概念定義為「一項認為自己和他人都

應該參與政治過程的心理感受，不論其政治行動是否值得或有效」(p. 194)。儘管

直到 Dalton，經驗研究才發展出大眾對公民身份認識的直接測量，但他的「好公

民」研究基本也採納「道德驅動」的影響機制(Dalton 2008, 2016)：由於對好公民

行為準則的認知轉變（從責任到參與取向），大眾在規範性期待下更願意發聲，

採取直接、個別的政治行動。值得強調地，儘管這些研究宣稱個人的公民義務認

知透過道德驅動促使其涉入政治活動，但迄今為止「道德驅動」的作用並沒有具

體被檢驗，而是被假定為「因果機制」。 

本研究採納既有文獻的主張，不同的是，我們將具體檢驗大眾對公民義務認

知如何透過道德驅動機制影響政治行動；此外，我們也檢驗公民權利的認知對個

人政治行動的影響。如前所述，「權利意識」可被界定為個人對公民權利的認知

範圍，這項認知代表個人如何期待國家應保護、提供福利的場域。當個人有愈廣

泛、全面的權利意識，則會認為國家應提供更多層面的保護、福利措施，反之亦

然。從這個角度來看，權利意識對政治行動的作用應是「效益驅動」的：當個人

有愈廣泛、全面的權利意識，則有愈大機會覺得自身利益受損（國家應作為而未

作為，或作為不當），促使他們投入政治行動來捍衛自身權益。14  

既然義務、權利認知對個人政治行動有不同的作用機制，特別是非理性（道

德驅動）、理性（效益驅動）的區隔。那麼著名的「投票計算」(the calculus of voting)

模型或許可作為一整合的解釋框架。該模型由源自 Downs(1957)以理性抉擇途徑

解釋個人是否前往投票，並由 Riker 與 Ordeshook(1968)加以修正。15假定 R 代表

投票所獲得的報酬，B 代表利益落差（即個人偏好者與不偏好者當選的效用差異），

P 代表個人認為自己能帶來此利益落差的機率，C 為投票所付出的各項成本（如

資訊、時間與交通等各項有形、無形成本），D 為公民/社會責任感。那麼，該模

型可表示如下： 

 

DCPBRfV  )(  

 

當 R 為正值（即認為投票有正報酬），則個人會前往投票；反之若 R 為負值

                                                 
13 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仍大致依循 Verba 等人(1995)所發展的「公民志願模式」(civic 

voluntarism model)解釋框架—即資源、對政治的態度傾向以及甄補等三方面要素。由於本研究

計畫關注的是個人公民精神如何促使其涉入政治行動，在此我們暫不討論制度與社會系絡因

素。隨著調查資料的可得，政治參與的實證研究相當豐富。相關研究的回顧可見

Schlozman(2002)與 Norris(2007)的整理。 
14 本研究會在下一節介紹「道德驅動」與「效益驅動」如何具體操作化。 
15 依理性抉擇途徑建構的「投票計算」模型引發後續關注與討論，相關理論的演變可見王鼎銘

(2007, pp. 8-13)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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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低於成本），則民眾就不會去投票。值得說明的，由於選舉是一項集體行

動，選舉結果除了受個別選民影響外，更受制於他人的選擇。以此，在理性選擇

架構下，選民是否按效益偏好前往投票，應會隨著他們所認定投票所獲得的報酬

效用而異（即 P*B 的作用）。此外，儘管該模型源自理性抉擇途徑，但更納入民

眾欲維繫民主體制之公民責任感的非理性因素。在考慮這項非理性因素後，我們

可以對「投票矛盾」的問題提出合理解釋：對個別選民來說，儘管投票期望效用

相當小（在選民人數眾多下，自己一票決定選舉的效用 P 值趨近於 0），加上投

票仍付出一定的成本（C），但多數選民仍願意基於這項道德承諾、責任感受前往

投票。 

本研究將以上的模型運用在解釋大眾對公民義務、權利認識如何影響其政治

行動。如前所述，「規範認知」為個人對公民義務（應有行為準則）的認識：當

個人愈認為自主發聲、表達意見屬好公民應有行為，那麼如此的規範性期待很可

能會在道德驅使下讓其投身政治行動。是此，本研究將其類比成公民責任感在投

票計算模型中的非理性作用（假定為 N）。其次，「權利意識」是對公民權利的認

知範圍：當個人愈重視或擁有愈廣泛、全面的權利意識，則有愈大機會覺得政府

的作為（或不作為）將使自身利益受損，在效益驅動下將促使他們投入政治行動

來捍衛自身權益。本研究將權利意識類比成投票計算模型中的利益落差（假定為

RC）。值得強調的，不論個人、集體行動，個人採取行動的目的應仍是立基於某

種政治目標、意圖。延續投票計算模型的預期，個人應也會考量其行動對實際政

治決策的影響效果（假定為 P）。以此，個人權利意識對政治行動的效益驅動，

同樣也基於個人對其影響力的認識（即 P*RC）。最後，合併考量從事政治行動所

付出的各項成本（假定為 C），那麼解釋個人是否投身、採取政治行動（A）亦可

用以下模型表示： 

 

NCRPRfA  C*)(  

 

與投票計算模型相同的，當 R 為正值（即認為政治行動有正報酬），則個人

會參與政治行動前往投票；反之若 R 為負值（報酬低於成本），則民眾就不會從

事政治行動。在上述架構下，公民身份認識將有兩項動力促使個人從事政治行動：

義務認知扮演個人道德承諾的推進動力；權利認知則是效益驅動的，並與個人對

政治影響力的認知帶來交互作用的影響。以上的模型設定與政治參與/行動個體

解釋途徑強調「資源」、「激勵」的重要性相當一致。如 Teorell (2006, 798-800)總

結有利於政治參與的資源包括物質（如收入）、人力（如教育程度、知識）與社

會（人際網絡）資本。可以想見地，擁有愈豐富資源的個人，其從事政治行動所

付出的成本（C）也愈低。其次，個人也會基於各項激勵(incentives)來從事政治行

動。以上所討論權利意識、規範認知可能帶來的效益、道德激勵，也分別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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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rell (2006, 800-801)所區隔的普遍性、選擇性激勵相互對應。16 

 

（二） 選舉競爭與民主正當性：批判性公民還是選舉輸家？ 

自 Almond 與 Verba (1963)的「公民文化」已降，大眾對各項標的物的態度

傾向，包括認知、情感與評價，已成為政治文化與行為經驗研究的焦點。學界研

究大眾如何看待民主體制已有長久的歷史，大致來說主要從兩個途徑來度量民主

態度。17第一個途徑關注大眾對政體的運作評價，以「民主滿意度」、「民主評價」

為具體指標(Dalton 1999, 57-77; 2004; Klingemann 1999, 31-56)。這個途徑主要從

探詢西方民主國家的體制正當性而來，可界定為「評價途徑」(Bratton and Mattes 

2001)。第二個途徑著重在探尋民眾對民主體制的正向態度，如偏好、認可與支持

等。這個途徑特別被運用在民主化研究上。學者關心大眾如何發展出對民主體制

的正向態度，以及對其他替代方案（非民主體制）的否定態度，可界定為「情感

途徑」(Dalton 2004, 57-79; Mishler and Rose 2007; Rose, Mishler, and Haerpfer 1998)。

在這兩個途徑的引導下，民主態度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本計畫將分析二次

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持續與演變，並嘗試釐清不滿民主體制運作，卻

又對民主體制抱持無條件支持的「批判性公民」之態度來源。為更聚焦研究主題，

本計畫接著將分別討論「批判性公民」、「選舉輸家」的概念與相關論述。 

 

1. 批判性公民與現代化典範下的批判性傾向 

「批判性公民」的想法始於 Norris(1999)所編著的 Critical Citizens 一書。按

政治文化研究典範，一國的制度特徵往往與大眾展現出的集體態度傾向「一致」

（即制度與文化特徵的「相等性理論」，congruence theory）(Almond and Verba 

1963; Eckstein 1988; Dalton and Shin 2006,1-17)。然而，西方國家自 1960 年代以

降卻出現政治信任、民主滿意與投票參與等態度、行為一致性衰退趨勢，讓學者

開始思考究竟是政治文化研究典範式微，還是西方國家「民主危機」的到來(Fuchs 

and Klingemann 1995; Kaase and Newton 1995)。在考慮政治支持的不同標的後，

該書主張西方社會民眾雖然對民主運作現況表示不滿，但他們卻可明確表達對民

主體制的情感支持與偏好(Klingemann 1999,56)。以此，「理念上支持民主政體形

式、實際上批判民主運作現況」的態度特徵便受到關注。總的來說，批判性公民

指的是民眾對政黨政治、內閣政府與國會等代議民主機制抱持懷疑、批判態度，

但同時又對民主理念、價值與原則卻仍存有高度的欲求與情感支持 (Norris 

2011,10)。這些公民可能正因為對民主存有高度的支持與期待，因而對體制的運

                                                 
16 Teorell 界定的「普遍性激勵」是指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按 Olson 的集體行動邏輯，理性的個

人不會基於這項激勵而從事政治行動；「選擇性激勵」則是個人自認為的獲利，屬於自我認知、

主觀的成分。 
17 本文主要關注大眾對民主的實然面態度（情感與評價），更詳盡相關研究的整理可參見黃信豪

（2011）、張佑宗與朱雲漢（2013）。關於應然面的民主態度（如價值認知），近期黃信豪（2016）

也已比較不同體制民眾對民主認知的理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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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現況與政策產出抱持更嚴格的檢視標準。從這個角度看來，批判性公民的態度

特徵應不會對民主體制帶來正當性危機，反而對政策產出帶來優化的動力，也有

助於法治與民主化過程的穩固(Norris 2011, 3-8)。這個概念的提出為西方民主國

家自 1960 年代以降大眾民主滿意度與政治信任感長期衰退，但另一方面制度上

卻能長期穩定的現象，重新提供政治文化典範的解釋。 

那麼，「批判性公民」如何出現？來源為何？Norris(2011)認為對體制運作的

批判性態度，主要來自於民眾對民主渴望、需求的提升，這與教育程度普所帶來

的公民認知技巧的提升有關。從總體層次來看，現代化動力下所帶來的個人解放

價值以及強調合作精神的社會資本觀點，應可為不同社會民主需求的差異提供長

期形塑的解釋。Dalton (2008; 2016, 3-6)也有相當類似的見解。他從現代化典範出

發，將公民政治行動主義、不信任執政當局的態度傾向視為後物質主義(post-

materialism)、自我表達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提升的後果。總的來說，現代

化典範強調年輕一輩的民眾由於成長的態度型塑期所經歷的環境社會經濟資源

較豐厚，因而得以養成更獨立、自主，勇於表達自身偏好、追求多元價值與對抗

權威的價值觀(Inglehart 1990; 2007)。18 換言之，「批判性傾向」是年輕民眾擁有

的共同特性：成長時期的現代化環境，讓他們普遍具有較高的自我表達價值觀，

以此他們一方面無條件支持民主政體形式，另一方面也習於批判執政當局因而傾

向對體制運作表達不滿。此外，現代化典範也清楚地預期「世代交替」：隨著時

間更替將有更多民眾擁有類似的批判性傾向。 

 

2. 贏家/輸家研究與批判性公民 

如眾所皆知的，所有民主體制皆仰賴週期性選舉來定期更新正當性

(Huntington 1991, 48)。以此，如何看待選舉結果，包括政治菁英、大眾，可說是

研究民主鞏固的首要課題。從大眾來看，投票給勝選候選人（含政黨）的選民接

受選舉結果是理所當然的：他們會感受到體制能回應、接受他們的偏好，且未來

政府也很可能執行符合他們利益的相關政策。然而，當選民的選擇在選舉中失敗，

則他們對民主體制運作很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特別是他們如何面對體制未

來一段時間內將產出不符合他們期待與利益偏好的政策結果。依循這個思路，民

眾如何回應選舉失敗可說是民主正當性的關鍵議題(Anderson et al. 2005)。 

以此，「贏家-輸家差距」(winner-loser gap)研究基本上關注個人「投票選擇」

與「體制支持」的關聯性，並以民主滿意度為具體指標。研究已多次證實選舉輸

家，即在選舉中所投票的政黨/候選人在選舉中失敗，其對民主運作的滿意程度

會在選後有明顯的減損；相反地，贏家的民主滿意度則是在選後明顯提升。許多

延伸議題也已受關注，例如不同選舉制度的影響(Anderson and Goillory 1997; 

Farrer and Zingher 2018)、贏家輸家在其他政治態度、行為上的差距(Anderson and 

                                                 
18  現代化典範基本預設個人形塑期（其青少年末期到成年初期）對成年後態度傾向穩定的重要

性：人們一旦獲取特定態度傾向，其被形塑的價值觀將帶來終身影響。此外，這項解釋也採納稀

少性假設：人們考量的優先性會反映他們的社會經濟條件：當較低層次的物質需求被滿足後，人

們會追求較高層次的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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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s 2006; Anderson and Tverdova 2001)等。除了經驗上關聯性，輸家體制支持

的降低，也被認為透過數項因果機制連結到選舉結果，包括歷經選舉失敗後選民

實質效應的減損、負面情緒的反應以及其自發性調整對體制正當性的評估等

(Anderson et al. 2005, 23-25; Esaiasson 2011, 102; Przeworski 1991)。除了從橫斷面

的資料探詢集體差異外，相關研究也開始透過定群追蹤(panel survey data )資料嘗

試勾勒贏、輸家民主滿意度的持續與變動( Anderson et al. 2005; Blais and Gélineau 

2007; Curini et al. 2012)。 

選舉輸家、贏家在體制支持的差異看似直觀，但實際上選民看待、評價民主

體制的方式可能遠比研究者想像的更為複雜、多元。一個簡單的質疑是，民主體

制的每次選舉都會產生贏家、輸家，若選舉結果僅單純形塑贏、輸家對體制運作

的評價差異，那麼民主正當性如何維繫、強化（特別對如臺灣的新興民主國家而

言）？不同於先前大多關注「民主滿意度」的研究，Moehler(2009)以非洲新興民

主國家為例，發現輸家確實會對體制運作抱持更多的批評，但由於他們也希望透

過選舉贏得下次選舉，因此將更願意守護民主體制；相反地，贏家則是更有順從

傾向，即無條件地支持他們所選出的領導人。換言之，選舉結果不僅影響選民對

體制運作的評價，對民主體制本身的支持也帶來影響。然而，不同立場的選民（贏

/輸家）在體制評價與體制支持上可能呈現相反的結果：前者是贏家大於輸家，後

者是輸家高於贏家。此外，Easaiasson(2011)重新檢視穩定民主國家的調查資料，

發現民眾民主滿意度大多在選後都至少維持在選前的水平，而贏家的態度會有明

顯較高的提升。這意味著作為權力輪替機制，選舉本身的運作應可帶來提升民主

正當性的影響。 

按以上討論，贏家-輸家差距的研究表明選舉結果可能形塑民眾兩種不同民

主態度：第一，輸家可能因利益無法被代表與失敗的負面情緒，因而民主體制評

價較低。第二，除了體制評價較低外，輸家也可能因寄望於下一次的選舉勝利，

而表達對民主體制的情感支持。以此，選舉輸家的論述便與「批判性公民」產生

理論上的連結：儘管選民因支持的政黨/候選人敗選而對體制運作不滿，但他們

也可能更傾向表達對民主的情感支持，成為「批判性公民」。從此論之，觀察選

舉輸家的民主態度，特別是否成為「批判性公民」，將是判斷一國選舉競爭對民

主正當性是否帶來負面作用的重要指標。 

 

（三） 本計畫對既有知識體系的貢獻 

本研究計畫將以「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為核心關懷。首先，我們將探

索民主國家大眾對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也解析其如何對個人

政治行動帶來促進的效果。透過相關研究的回顧，可以發現近年來學者已重新帶

入古典民主理論對公民德行的關懷，並發展態度傾向的經驗研究。然而，目前的

操作化概念僅在義務面向，權利面向的實證研究仍付之闕如。結合「規範認知」

與「權利意識」，本計畫將可更全面的探詢大眾對公民身份的看法與認識。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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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起上，儘管學者將其聯繫到外在社經環境的變化（即現代化典範的「世代交

替」解釋），但目前仍缺少系統性的研究與驗證。本計畫將帶入個體視角，結合

外在環境影響的「民主學習」解釋與個人自身經驗累積的「個人政治學習」解釋

來解析個人如何習得、獲取公民身份認識。有關對個人政治行動的影響上，大眾

公民身份認識的作用機制也有待進一步探索與證實。延伸理性抉擇途徑的投票計

算模型，我們已建構一整合性的解釋框架，來呈現個人的公民義務、權利認知如

何分別透過道德、效益驅動來促使其從事政治行動。本研究計畫預計將透過跨國

（含臺灣）調查資料來研究上述議題：從比較視野出發探究跨國大眾公民身份認

識與政治行動，並以臺灣為個案探索公民規範認知的來源。 

除了公民身份認識外，本計畫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選舉競爭對民主正當性的

作用：大眾的民主態度如何隨著選舉進程、選舉競爭而發展、深化。在跨越了二

次政黨輪替的里程碑後，臺灣民眾近期似乎也加入批判政府浪潮的行列，如 2008

年的野草莓學運與後續的反媒體壟斷運動；2013、14 年的洪仲秋案與太陽花學

運更是匯集了數十萬人走向街頭，間接促成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出現。如何理解、

解釋臺灣近期公民運動的興盛？批判性公民的相關論述是否適用於理解臺灣民

眾的民主態度？若臺灣民眾也如西方學界預期的出現批判性公民崛起，那麼應有

確切的證據表明批判性公民的比例隨著時間逐漸提升，且這類民眾具有年齡較輕、

高教育程度、較具政治意識且積極關心政治事務等共同特質。倘若如此，我們或

許不需太過擔心大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批評。另一方面，選舉「贏家/輸家差距」

的研究也已清楚闡述「輸家同意」的問題：當選民支持的政黨/候選人在選舉中失

敗，將造成他們對民主體制的不滿、政治信任與效能感的衰退，甚至是提升走向

街頭的可能性。若臺灣民眾民主態度更來自個人投票抉擇所左右，那麼我們除了

要保留地看待「公民覺醒」的宣稱外，更應進一步思考選舉相關因素，包括選舉

脈絡、競爭程度等等，如何可能對民主體制正當性帶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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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規劃與執行過程 

 

（一） 研究議題 

1. 大眾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 

本計畫首先以公民身份認識為焦點，並探討大眾公民身份認識對促進政治行

動的影響。在 Dalton 公民規範認知的基礎上，本計畫將發展「權利意識」的經驗

變項，以完善公民身份認識的經驗變項。在勾勒西方工業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

家大眾對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後，我們也以理性抉擇模型解釋規範認知、權利意

識如何透過道德、效益驅動來促進政治行動。其次，我們將以臺灣為個案，分析

民眾如何獲取、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 

 

2. 選舉競爭與民主深化：臺灣的個案 

其次，我們也以臺灣為個案，說明新興民主國家大眾對民主體制、運作的態

度，如何隨著選舉進程、競爭而發展與深化。延續既有文獻對「批判性公民」與

「贏家輸家差距」的研究，本計畫將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主態度的發展；

此外，也以 2018 年地方選舉為例，設計透過定群追蹤調查來檢視選舉脈絡，特

別是競爭程度對民眾民主態度的影響。 

 

（二） 研究進度與執行過程 

1. 年度完成事項 

本計畫「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比較脈絡下的臺灣民眾」，本計畫經審

定後，執行期限為兩年期（核定執行期間為 106 年 8 月至 108 年 7 月。後因個人

參加 2019 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發表論文，計畫執行期限延長三個月至 108 年 10

月底）。為配合執行期限，本計畫參考審查意見後計畫內容與執行進度已進行部

分調整：除了公民身份認識外，加入臺灣大眾民主態度的研究，並以「選舉輸家」

途徑切入，以凸顯臺灣民眾對民主體制的看法如何隨著選舉進程與競爭而發展。

加入「民主正當性」的研究焦點，將更符合本計畫「民主深化」的主旨。本計畫

兩年度完成事項分述如下：  

 

第一年度（106 年）：分析「國際社會價值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簡稱 ISSP）2004、2014 年針對 citizenship 為主題的跨國調

查資料。以跨國比較為基礎，本年度有兩個研究重點：第一，以「公民

規範認知」為標的，解析個人如何習得、獲取公民身份認識。第二，帶

入理性抉擇模型，檢驗公民身份認識（包括規範認知、權利意識）與政

治行動之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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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度（107 年）：規劃並執行「選舉競爭與民主態度」電訪案。為更準確

掌握選舉競爭對大眾民主態度的影響，本計畫以「2018 年臺灣地方選

舉」為觀察標的，在有限的預算內規劃選前、選後的定群追蹤調查，並

委託中正大學民意及市場調查中心執行（因篇幅緣故，在此不列出完整

的執行報告，而是將關於該電訪案的前、後測問卷列於附錄）。 

 

2. 研究成果介紹 

本計畫總計共完成四場次研討會論文發表（3 場次英文、1 場次中文）；此外，

也已出版一篇期刊論文。研究成果分別羅列如下： 

 

 研討會論文 

1. Hsin-hao Huang, 2018/7, “Linking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the 25th IPSA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July 21-25, Australia: Brisbane. 

2. Hsin-hao Huang, 2019/4, “‘Critical Citizens’ or ‘Electoral Losers’? A Panel 

Study of 2018 Taiwan’s Local Election,” the 77th Annual Conference of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ril 4-7, Illinois: Chicago.  

3. 黃信豪，2019/5，「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批判性公民：2008-2016」，臺

灣民主參與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暨選舉研究中心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

會，台北：政治大學。 

4. Hsin-hao Huang, 2019/8, “Putting the ‘Winner-Loser Gap’ within a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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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第四、五章，我們將分別以「大眾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選

舉競爭與民主深化：臺灣的個案」為主題，帶入本計畫主要研究成果。本報告最

後將在第六章梳理結論與研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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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大眾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 

 

大眾如何認識他們的公民身份？對義務、權利的認識又對其政治行動產生

什麼影響？本章將以「公民身份認識」為焦點，透過比較視野來呈現不同民主

國家民眾對公民義務（規範認知）、權利（權利意識）認識的樣態與趨勢；同

時，我們也採用「理性抉擇途徑」來解釋這項認知對個人政治行動的影響。其

次，我們也以臺灣為個案，說明民眾如何獲取、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本章

的內容來自 “Linking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A Cross-

National Comparison” 以及「檢驗“好公民”的認知轉變：比較脈絡下的臺灣公

民」。19  

 

（一） 連結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20 個民主國家的比較 

1.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 Understandings: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The concept ‘citizenship norms’ is advantageous to develop individual-level 

citizenship studies. As proposed, it is defined as ‘a shared set of expectations about the 

citizen’s role in politics’ (Dalton 2008, 78); and its two facets—duty-based and 

engaged— can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political behaviors (Dalton 2008; 2016). 

Conceptually, the idea of citizenship norms is still incomplete. It refers to enduring 

values related to a citizen’s role that individuals anticipate, explicitly tapping into the 

responsibilities-based approach of citizenship because of its focus on ‘what good 

citizens should do’. In order to take the rights-based understanding into account, we 

propose rights consciousness as a proxy, which represents the thought of which rights 

people believe they should receive.20 Hence, in this paper,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will indicate citizens’ understandings of civic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respectively. 

 

2. Linking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fining Political Activism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activism, defined as ‘citizens’ 

intentional activities affecting politics that cover various modes of participation as 

manifestations or expressions’ (van Deth 2014, 351). The definition is more actor-

centered and stresses on individuals’ motivations for political action (Norris 2007).  

                                                 
19  第一部分關於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的跨國比較研究為英文論文，以此將以英文呈現。本

章主要呈現這兩篇論文的研究成果，具體的資料處理方式可參見該文。 
20 Notably, the study of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09) is one of the few empirical studies that covers both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based approaches of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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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the Calculus-of-voting Model  

To link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 adopt the calculus-

of-voting model, developed by Downs (1957) and Riker and Ordeshook (1968). The 

full form that expresses a person’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voting can be written as 

follows: 

 

𝑉 = 𝑓(𝑅) = 𝑃 × 𝐵 − 𝐶 + 𝐷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is model could serve as a theoretical backdrop that explains 

how citizens’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can inspire their political activism, because 

it consists of several psychological elements that account for participa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First, following Dalton (2008, 2016),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13)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itizenship norm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ory, norms can shape role expectations that individuals believe they 

should satisfy. Such a belief would give rise to internalized feelings of guilt or shame 

and fear of external judgment levied by others once their behaviors do not meet societal 

expectations (Horne 2003; Raney and Berdahl 2009). The greate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norm for a person, the stronger its effect is on her related behavior (Blais et al. 2000; 

Horne 2003; Pattie et al. 2003). In this regard, the responsibilities-based understanding 

of citizenship may encourage actual political action based on moral incentives, similar 

to what D does in the model. Norms related to self-involvement can encourage 

individuals to act in politics because the effective norms are realized as the cost of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 sanctions. Conversely, because duty-related norms primarily 

involve personal allegiances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they may hinder 

people from expressing personal opinions and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As an extension 

of Dalton’s argument, H1 is presented as follows:  

 

H1: Duty-related norms can hinder political activism, and engagement-related norms 

can encourag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ights consciousness affects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ently and 

separately. As mentioned, the aspect of rights-based understanding is the belief about 

which rights people believe they should have.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wider 

the range of their level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the more likely individuals are to feel 

their rights are protected or infringed upon; this would determine their willingness to 

act in politics. Specifically, people with a higher level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are better 

able to perceive the utility of their act being successful when a given public polic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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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altered. By contrast, less-conscious individuals are less likely to be aware of 

substantial self-change when a public policy has been modified.21  This aspect of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can act as utility assessments generated by a successful act 

of participation, represented B in th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alculus-of-voting model, 

either citizenship norms (D) or rights consciousness (B) should have an independent 

effec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ue to their differen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ccordingly, we propose H2 as follows:  

 

H2: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can aff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dividually and separately. 

 

To ascertain that rights consciousness can be framed as utility assessments for 

participation, we address 𝑃 × 𝐵  in the model. This combin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of B relies on P, which is individuals’ subjective estimate of affecting the 

outcome. In other words, utility assessments exert greater effort if people believe they 

can determine the outcome in a greater manner, and vice versa. 22  If rights 

consciousness can be framed as utility assessments for participation, then 𝑃 × 𝐵 

should be confirmable. This gives us H3:  

 

H3: Whether rights consciousness encourag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pends on an 

estimate of whether individuals believe their participation will affect the outcome. 

 

Political Learning in Different Democratic Contexts: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The aforementioned hypotheses link citizens’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to their political activism. A pertinent research question relates to how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ary cross-

nationally. At the macro level, studies on political culture have proposed congruence 

theory, arguing that values,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in a society are congruent with 

one another (Almond and Verba 1963; Eckstein 1988; Dalton and Shin 2006). At the 

micro level, a social context perspective indicates that the information individuals can 

receive and access is embedded in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people’s external 

surrounding contexts, therefore, can shape their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behaviors 

                                                 
21 According to Olson (1965), B is collective, not private, because the results accrue to all,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participate. In empirical studies that have used survey data, however, B is often operated 

and measured by respondents’ evaluations of governance (see Bäck et al. 2011) or a comparison of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see Wang 2016).  
22  The effect of P also leads to the so-called paradox of participation: most political activities are 

collective actions, so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any individual will decide the outcome is 

extremely low. To solve that paradox, Olson’s (1965) solution is to specify ‘selective incentives’ (for 

participants only) and ‘collective incentives’ (for al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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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  

Derived from the two approaches,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explanations for 

democratic learning and elaborated on how citizens can acquire correspond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democratic environments, such as political tolerance (Peffley and 

Rohrschneider 2003), democratic attitudes (Matte and Bratton 2007; Mishler and Rose 

2007; Huang 2016),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norms and participation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13). Specifically, the perspective of democratic learning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tic experience. Citizens in long-established, more 

stable democracies are better able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abstract democratic 

values and norms and to translate their beliefs into actual behaviors because they are 

afforded more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By contrast, citizens 

in newer democratic environments may express strong support for democratic values 

and norms due to their lat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vertheless, they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apply abstract beliefs in specific instances in political life.  

Accordingly, it is expected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be strengthened among citizens in long-established, more 

stable democracies. This is because the mor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opportunities 

people hav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in actual political activities. Because democratic learning stresses the 

exposure of individuals to democratic environments, such an external effect should 

exist in all aspects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The hypothesis for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s proposed as follows (H4): 

 

H4: All aspects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can have a stronger effect on 

participation among citizens in older than in newer democracies. 

 

We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when considering signs of progress in citizenship rights.23 The extending process of 

citizenship rights, identified by Marshall (1950, 10), was a systematic sequencing 

toward this development: from civil and political to social rights. In transform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the extension of rights does not seem to follow the same 

sequence as the Western democracies—democratic elections often take place in the 

absence of civil and social rights (Møller and Skaaning 2010). Because many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are less socio-economically developed, 

it is unlikely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safeguard nonelectoral rights (Diamond 1999, 57). 

This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emocracies regarding progress in 

                                                 
23 Older democracies are countries whos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re established before the 1970s and 

have remained stable to date. The countries democratized in the third wave (since the mid-1970s) that 

have maintained their democratic system today are defined as newer democ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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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 rights suggests that our comparison is reasonable.  

 

3. Data, Measurements, and Methods 

Data and Research Variables 

The data used are from the 2014 ISSP (Citizenship II module, see ISSP 2016).24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includes 20 countries, and the final pooled sample size is 22,148 

(without missing values).25 The cross-national nature of the data enables us to not only 

examine the link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also 

to demonstrate the possible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this study is political activism. The ISSP provided eight 

types of political actions and asked respondents if they have performed them.26 All 

eight items were recoded into binary responses: (1) they completed the action and (0) 

they did not. We created a continuous scal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summing these 

items. Due to the skewed distribution of the scale (where few respondents had engaged 

in more than six of these actions), respondents who reported engaging in more than six 

activities were grouped together.27 The resulting scale is a 7-point scale, from 0 (no 

participation) to 6 (participation in six or more activitie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monstrate how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ffects political activism. The ISSP allows us to completely explore respondents’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First, the survey provided 

several items and asked the respondents to assess how important each item was for 

being a ‘good citizen’, with a score from 1 (extremely unimportant) to 7 (extremely 

important).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se items as a proxy for the responsibilities-based 

understanding of citizenship, namely Dalton’s (2008, 2016) citizenship norms. By 

using this dataset, Huang’s (2018)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has confirmed three 

aspects among these items, including civil, political, and social aspect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ree citizenship norms by creating additive scales: civil norms refer to 

citizens’ dutie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y, conforming with Dalton’s duty-based 

facet, whereas political and social norms are engaged norms of citizenship, representing 

                                                 
24  The ISSP is a cross-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surveys based upon randomly selected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s with no fewer than 1,000 respondents per society (in most cases). The wave of 

surveys was conducted from 2013 to 2016 by trained fieldworkers who met face-to-face with the 

respondents and spoke to them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 Complete details about the ISSP can be found at 

http://www.issp.org/menu-top/home/.  
25 According to Freedom House, three countries in the data are excluded from our analysis because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free: Georgia, the Philippines, and Russia. Two samples of Israel are also excluded 

because their small sample size. 
26  These actions are as follows: sign a petition; buy or boycott good for political, ethical, 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take part in a demonstration; attend a political meeting or rally; contract a 

politician; donate money or raise funds; contact the media; and express political views on the Internet. 
27 Only 3.4 % of respondents engaged in more than six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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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ief that people should be active in politics and civic groups.28  

For the rights-based understanding of citizenship, this study adopted five items 

from the ISSP that asked how important respondents considered people’s rights in a 

democracy. Scores from these items also ranged from 1 to 7. Two additive scales were 

created to examine rights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and social rights— 

these rights place different emphases on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protection.29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e calculus-of-voting model can explain how people’s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encourage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 first extended 

Dalton’s study and anticipated that civil norms can hind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reas both political and social norms would encourage political activism (H1). Since 

citizenship norms can guide actual behaviors through moral incentives, different norms 

generate the related behaviors of citizens that meet mass expectations. In addition, we 

expected to demonstrate that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separately 

affect political activism (H2), thereby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wo components, 

B and D in the model. To ascertain that rights consciousness affect participation based 

on a utility assessment, we examined the combination of 𝑃 × 𝐵 by anticipating that 

effects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would vary depending on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 

(H3).30 As for C in the model, this study followed the operationalization in previous 

studies to adopt the inverse of educational level as a proxy for the cos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acy and Burden 1999; Wang 2016). 

How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ary cross-nationally is another research question addressed herein. By using Freedom 

House’s dataset,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covered countries as older democracies and 

newer democracies.31 In line with the idea of democratic learning, it was expected that 

                                                 
28 We used additive scales for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Using factor analysis to compute standardized 

values requires us to consider the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problem (Davidov et al. 2014). A scale of 

civil norms is the average of the items ‘to never try to evade paying taxes’ and ‘to always obey laws and 

regulations’ (α = 0.698); approval of political norms is the average of ‘to always vote in elections’, ‘to 

keep watch on the actions of government’, ‘to be active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associations’ ,and ‘to 

choose products for political, ethical 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α = 0.666); furthermore, support for 

social norms is the average of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ing of people with other opinions’, ‘to help 

people in the country who are worse off than yourself’ and ‘to help peopl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o 

are worse off than yourself’ (α = 0.697).  
29  A scale of political rights is the average of ‘be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decision-making’, ‘engage in ac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respect democratic rights’ (α = 0.578); 

support for civil and social rights is the average of ‘all citizens have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respect and protest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α = 0.611). 
30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denotes individuals’ beliefs in the responsivenes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Conceptually, it is a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to be a measurement for  

P. Individuals with stronger efficacious beliefs are inclined to consider that they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activities they undertake (Wang 2016, 294). 
31 Complete details about Freedom House can be found at https://freedomhouse.org/. As mentioned, our 

distinction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is according to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is study, older democracies cover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reat Britain, Iceland, Japan, the 

Netherlands, Norway, the United States, Switzerland, and West Germany (11 countries/regions); n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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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relationships would be stronger among respondents in older democracies than in 

newer democracies (H4). 

 

Control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Patterns 

Several variables that may affect political activism were considered in the analys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GDP per capita and GDP growth rate, represented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c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 country, were controlled using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social 

trust and organization memberships were considered for the social capital model 

(Putnam 1993). Political interest,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news exposure 

were employed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general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which encourages political eng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civic voluntarism model 

(Verba et al. 1995). Finally, two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ex and age (including 

the squared term), were held constant in the following analyses. The details about 

measurements and coding processes for all the control variables are presented in the 

Appendix.  

Before testing the hypotheses, we provide descriptive patterns of the research 

variables, as listed in Table 1. First, in all democracies, respondents generally 

considered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to be important, with an average 

score of approximately 5 to 6 for each aspect. Seco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ed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regarding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articipation, but no consistent pattern was observed. For example, 

older democracies exhibit more political norm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n newer 

counterparts, whereas for other aspects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respondents in 

newer democracies have higher average scores instead. Our further analyses addres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emocraci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articipation. 

 

Empirical Methods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our empirical analy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rational choice model, we conducted several neste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in the first part,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s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second part, we compar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activism cross-nationally. 

Given that the pooled ISSP has a hierarchical data structure comprising both individual 

and national-level variables, multilevel modeling was the best analytic method for this 

                                                 
democracies include Chile, the Czech Republic, East Germany, Spain, Croatia, Hungary, Lithuania, 

Slovenia, the Slovak Republic, and Taiwan (10 countries/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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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The method is advantageous in improving the estimation of effects within 

individual units, testing hypotheses related to cross-level effects, and partitioning 

variance and covariance components among levels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7).  

 

表 1  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參與的描述性統計量  

Countries Citizenship norms Rights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bs. 

 Civil Political Social Political Social & civil  

Older democracies 6.111 5.016 5.274 5.400 6.130 2.611 11686 

Denmark 6.029 5.096 5.241 5.310 6.176 3.122 1382 

Finland 5.927 4.666 4.963 5.357 6.107 2.522 1098 

France 5.952 4.930 5.020 5.650 6.436 2.783 872 

Germany(West) 5.880 4.804 5.189 6.068 6.033 3.057 936 

Great Britain 6.490 4.960 5.255 5.064 6.125 2.329 1141 

Iceland 6.169 5.099 5.539 5.837 6.667 2.817 1111 

Japan 6.363 4.893 4.984 5.115 5.213 1.284 819 

Netherlands 5.961 5.020 5.364 5.049 5.988 2.474 1237 

Norway 6.114 5.250 5.485 5.226 6.264 2.754 1057 

Switzerland 5.947 4.988 5.461 5.281 6.136 2.472 1074 

United States 6.445 5.479 5.426 5.399 6.107 2.693 959 

Newer democracies 6.188 4.798 5.376 5.821 6.257 1.614 10462 

Chile 6.103 5.126 5.954 5.627 6.576 1.325 1193 

Croatia 6.203 4.800 5.746 6.265 6.600 1.520 948 

Czech Republic 6.252 4.382 4.935 5.270 5.304 1.868 1347 

Germany(East) 5.977 4.567 5.055 6.220 6.146 2.985 452 

Hungary 6.326 4.699 4.620 6.199 6.246 0.485 934 

Lithuania 6.050 4.884 5.105 5.919 6.219 1.363 697 

Slovak Republic 5.703 4.236 4.877 5.762 6.029 1.660 985 

Slovenia 6.230 4.832 5.583 6.000 6.307 1.531 829 

Spain 6.319 5.327 6.069 6.030 6.730 2.487 1415 

Taiwan 6.352 4.815 5.291 5.613 6.347 1.478 1662 

Total mean  6.145 4.915 5.321 5.593 6.189 2.148 22148 

Sig. Test  *** *** *** *** *** ***  

Notes: *** p <.001; ** p <.01; * p <.05.  There are 22,148 observation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21 observa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Germany is divided into the West and the East 

due to their different democratic history.  Significance tests were conducted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Data source: ISS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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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mpirical Results 

The Calculus-of-Voting Model Examined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o test the hypothese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alculus-of-

voting model, four nested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were conducted.32  Model 1 

includes all individual elements of the calculus-of-voting model, namely P, B, D, and 

C. As identified, B covers two domains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rights (B1) 

and social and civil rights (B2), and D contains three aspects of citizenship norms: civil 

norms (D1), political norms (D2), and social norms (D3). Model 2 then adds two 

interaction terms (P*B1, P*B2) to represent 𝑃 × 𝐵, the specification of which is the 

full model. Models 3 and 4 exclude D and B, respectively, to determine if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are independent when used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analysis. Table 2 repor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d by four models. All control 

variables were held constant, but the complete results for Model 2 are listed only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We first discuss the results for citizenship norms. Three coefficients of citizenship 

norms are consistent across Model 1 and Model 2. With all other variables held constant, 

the three aspects aff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with different directions. As 

shown in Table 2, civil norms reduce political activism, but both political and social 

norm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articipation. These results clearly support H1. 

Individual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specific norms are more likely to exhibit their 

corresponding behaviors. Political and social norms,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self-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and civic groups, a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activism. 

Civil norms, however, primarily involve personal allegiances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leading to citizens’ not engaging in politics. Through an extension of 

Dalton’s ‘good citizen’ study, our findings on citizenship norms clearly demonstrate 

how individuals’ actual behaviors can be guided by moral incentives. 

Regarding the rights-based understanding, in Model 1, two domains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increa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so does external efficacy (P). 

The two variables, nevertheless, become insignificant in Model 2, where the 

interactions of P and B are added (P*B1, P*B2). Instead, coefficients of one interaction 

(P*B1) is as expected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𝛽  = 0.043). Moreover, the 

coefficients are robust in Model 3, where the responsibilities-based understanding is 

excluded. This is also the same for citizenship norms. Three coefficients of the norms 

remain stable in Model 4, where two variables for rights consciousness are removed 

from the model.  

                                                 
32 Given that the number of categories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over 5, it was appropriate to adopt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OLS estimation). Estimation results were quite consisten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estimated model was linear or non-linear (e.g., 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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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治參與的多元迴歸模型：檢驗投票計算模型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Intercept -2.343*** (0.118) -1.433*** (0.202) -1.753*** (0.199) -1.748*** (0.107) 

External efficiency (P) 0.042** (0.010) -0.305*** (0.063) -0.320*** (0.064) 0.030 (0.010) 

Political rights (B1) 0.119*** (0.011) 0.003 (0.027) 0.037 (0.028)   

Social & civil rights (B2) 0.027* (0.012) -0.014 (0.029) 0.002 (0.029)   

P*B1    0.043*** (0.009) 0.044*** (0.009)   

P*B2    0.017 (0.010) 0.022* (0.010)   

Civil norms (D1) -0.184*** (0.010) -0.183*** (0.010)   -0.184*** (0.010) 

Political norms (D2) 0.113*** (0.011) 0.114*** (0.011)   0.133*** (0.011) 

Social norms (D3) 0.123*** (0.011) 0.122*** (0.011)   0.152*** (0.010) 

Education inverse (C) -0.164*** (0.008) -0.164*** (0.008) -0.166*** (0.008) -0.165*** (0.008) 

Male   -0.106*** (0.021)     

Age   0.023*** (0.003)     

Age squared(*10)   -0.003*** (0.0003)     

Social trust   0.099*** (0.009)     

Organization memberships   0.383*** (0.009)     

Internal efficiency   0.180*** (0.011)     

Political interest   0.304*** (0.009)     

Political news exposure   0.051*** (0.006)     

Adjusted R2 0.336 0.337 0.320 0.331 

F value (d.f.) 749.271 (15) 664.367 (17) 746.783 (14) 845.331 (13) 

Notes: *** p <.001; ** p <.01; * p <.05. Estimates for the controlled variables are reported 

only in the full model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across models).  

Data source: ISSP (2016). 

 

These results provide several crucial messages. First, it is expected that two 

variables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affect participation independently because they are 

separately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domains of utility or benefit perceptions. That is 

probably why both the interactions can affect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in Model 3.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derived from cross-model comparisons, citizenship 

norms and rights consciousness both exhibit individual effects on political activism, 

proving H2. As suggested by the rational choice model, B and D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for political action. Finally, for predic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rights consciousness varies depending on external 

efficacy, and this understanding cannot affect political activism independently when 

interactions are considered. As expected,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utilit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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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re determin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sses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outcome of the act. Therefore, the results are in line with H3. Overall, these findings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the calculus-of-voting model can perform favorably in 

elaborat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able 2 provides further interesting results. First, our cross-model comparison 

indicates that citizenship norms offer higher explanatory power than rights 

consciousness. The R2 values in Models 2, 3, and 4 for predic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0.325, 0.312, and 0.321, respectively, suggesting that the explanatory power 

decreases to a greater extent when citizenship norms are excluded from the model. This 

finding is compatible with Riker and Ordeshook’s (1968) original argument—that the 

influence of P is probably extremely small, and D play a more fundamental role in 

encouraging political action. Moreover, all the remaining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inverse of education, social trust, organization memberships, internal efficacy, political 

interest, and political news exposure, aff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expected. 

Regarding demographic variables, femal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age differences still 

require clarification in further studies. 

 

Results of Multilevel Modeling  

After confirm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ational choice model, we then examined 

th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regar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ultilevel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H4). Before this analysis, 

however, we determined whether using multilevel modeling was necessary for 

achiev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on political 

activism was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14.13 % of the variance in our 

dependent variable i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85.87 % i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33 The 

two-level variance componen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uggesting that the use of 

multilevel modeling is justified for this study. 

We estimated two multilevel mod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oth of which cover 

all the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in Table 2. The first model adds national-level 

variables, including older democracies (newer democracies we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category), GDP per capita (we used the log transformation for linear estimation), and 

GDP growth rate. The second model specifies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to test wheth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articipation differed between the 

                                                 
33 One-way ANOVA is the simplest multi-level model, with two parameters onl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variance component of political activism between countries is 0.512(μ
0
), and that between individuals 

is 3.111(ℯ). As a result, the proportion of the national-level variance is 14.13% (𝜌=μ
0

(μ
0

+⁄ 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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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groups of democracies.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two models are reported in 

Table 3.34 A comparison of two nested models helps determine whether we could 

obtain superior estimates when adding cross-level effects into the model. As shown in 

Table 3, a deviance difference test can reject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Model 1 is 

adequate (χ2  = 125.567, d.f. = 7, p < 0.001). Model 2 outperforms Model 1 in 

predic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e carefully check the effects at various levels. First, with all other variables held 

constant, no national-level variable can affect respon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dependently. Second, for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the results of Table 3 (unlike 

those of Table 2) show that social and civil rights do not exert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is probably a result of different levels of progress in 

citizenship rights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especially regarding social 

and civil domains of rights.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many newer democracies are less 

socio-economically develop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ir people’s social and civil rights 

cannot be safeguarded. Therefore, this domain of rights becomes irrelevant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n the indicator variable of democratic experience is controlled for.  

To more clearly demonstrate and interpret the various patterns of the two groups 

of democracies, Figure 1 plots predicted valu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changes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ccording to Model 2, revealing three 

citizenship norms and political domains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All graphs were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grand-mean centered model, where 0 in the x-axis represents 

the overall mean. Black and gray points indicate the mean values of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respectively. 

  

                                                 
34 In the analysis, all the predictors were centered by their overall mean.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entered and uncentered model lies in the meaning of the intercept. In the centered model herein, the 

intercept is interpreted as ‘the expected averag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given that all the predictors are 

equal to the overall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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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政治參與的多層模型分析 

 Model 1 Model 2 

Intercept  2.144*** (0.069) 2.155** (0.069) 

National-level     

Older Democracies -0.167 (0.264) -0.167 (0.262) 

Ln(GDP per capita) 0.426 (0.223) 0.424 (0.222) 

GDP growth rate -0.058 (0.050) -0.067 (0.050) 

Individual-level      

External efficiency (P) 0.052*** (0.011) 0.052*** (0.011) 

Political rights (B1) 0.157*** (0.012) 0.149*** (0.012) 

Social & civil rights (B2) 0.012 (0.013) 0.006 (0.013) 

Civil norms (D1) -0.172*** (0.011) -0.167*** (0.011) 

Political norms (D2) 0.118*** (0.012) 0.125*** (0.012) 

Social norms (D3) 0.105*** (0.011) 0.103*** (0.012) 

Education inverse (C) -0.166*** (0.008) -0.166*** (0.009) 

Cross-level interactions (Older D)     

Political rights    0.120*** (0.024) 

Social & civil rights    -0.001 (0.027) 

Civil norms    -0.094*** (0.021) 

Political norms    0.061** (0.023) 

Social norms    0.116*** (0.024) 

Numbers of parameters 21 26 

Variance component & Deviance 

μ
0
=0.098 

ℯ =2.268      

D=81073.971 

χ2(17)=895.972 

μ
0
=0.097 

ℯ =2.255      

D=80939.569 

χ2(17)=894.375 

Model comparison test  χ2(5)=134.402*** 

Notes: *** p <.001; ** p <.01; * p <.05. All the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have been 

controlled for but have not listed for brevity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across models). The 

estimation method is REML in HLM 7.02. 

Data source: ISS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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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預測政治行動：兩群民主國家 

Note: All graphs include point estimates and 2 standard errors (approximat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Black and gray points represent the mean values of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respectively. 

 

The figure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regarding the link of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irst, civil 

norms have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negative effect on political activism in older 

democracies—Figure 1(a) illustrate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predicted value would become larger as civil norms increases. In other words, 

respondents in older democracies may become less engaged in politics as their civil 

norms increase. Moreover, posi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norms, social norms, and 

political rights ar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 older than in newer democracies, indicating 

that when any of the three understandings increases, respondents in older democracies 

become more politically active than those in new democracies.  

Among the three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political norms seem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b), responden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s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emocracies if their political norm scores are 

below 0 (the overall mean). By contrast, social norms and political rights are less 

important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older and newer democracies regarding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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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As shown in Figure 1(c) and (d), the predict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wo groups has considerable overlap when twice the standard errors are considered. 

Figure 3 reveals that, except for social and civil righ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consistently stronger among respondents 

in older democracies than in newer democracies. Our hypothesis developed from 

democratic learning can therefore be confirmed (H4). Indeed, the mor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opportunities people have,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 in actual political activities. Democratic 

experience can strengthen the link between citizens’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and 

their engagement in politics. 

 

（二） 公民規範認知的習得：臺灣的個案研究 

民眾如何習得、獲取公民規範認知？個人心目中的「好公民」判準如何被形

塑？本文將以 Dalton「世代交替」解釋為參照，帶入「民主學習」、「個人政治學

習」的對立觀點來檢驗臺灣民眾公民規範認知的形塑。本節接著介紹研究設計，

包括資料來源、變數建構與各項對應的研究假設，以及分析方法。 

 

1. 資料來源與變數建構 

本研究採 ISSP 2004、2014 兩個年度的調查。這兩個年度以公民權為主題的

調查，皆納入公民認知規範的共通題組(ISSP, 2012, 2016)。35本文第一個研究焦點

是探詢公民規範認知的跨國樣態及其演變趨勢，特別是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

國家的差異。我們將選取這兩年度皆參與調查的 18 國家資料以進行分析，並按

照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界定將這些國家轉變「自由」的時間，區隔為「穩

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兩類。36關於調查國家以及兩個年度樣本數等相

關資訊，可見下表 4。 

測量上，ISSP 以 9 個項目來探詢受訪者的公民規範認知，包括「選舉都去

投票」、「從不逃稅」、「遵守法律與規定」、「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積極參

與社會/政治團體」、「儘量去了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為了政治或倫理的考

慮購物」、「幫助國內生活上較差的人」、「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較差的人」等。其

問句以給分方式詢問受訪者各問項對作為一個好公民的重要程度（1 至 7 分，分

數愈高表示愈重要）。按先前討論，公民規範認知應可區分不同面向，我們將先

釐清經驗上受訪者的好公民認知是否也具可區隔的意義。本文將這 9 個問項進行

                                                 
35 ISSP 在臺灣被稱為「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執行機構為中研院社會所，可見章英華

(2004)、章英華等人(2014)。 
36 自由之家的民主指數始於 1972 年，本文將該年度起即被歸為「自由」且至今並無變動者，定

義為「穩定民主國家」；出現變動（如從自由轉為部分自由，又回到自由類別者）以及 1972 年後

才由部分自由轉為自由的國家，則是本文所歸類的「新興民主國家」。關於自由之家不同年度的

指數，可見 Freedom Hous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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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瞭解這些問項背後是否具有

可區隔的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分析結果顯示，這 9 個問項應可被區隔為 3

個潛藏因子（3因子模型有較佳的解釋力，可解釋所有問項共約62.9%的變異量）。 

 

表 4  ISSP 2004、2014 年調查資料：政體的區隔 

類型 國家 樣本數(2004) 樣本數(2014) 

穩定民主國家 Denmark, Finland, France, 

Germany-West, Great Britain, 

Israel, Japan, Netherlands, 

Norway, Switzerland, United 

States 

14,004 15,853 

新興民主國家 Chile, Czech Republic, Germany-

East, Hungary, Slovak Republic, 

Slovenia, Spain, Taiwan 

10,729 10,077 

資料來源：ISSP (2012, 2016)，本文自行整理，2004、2014 年的樣本數共為 24,733 與

25,930。值得說明的，ISSP 的調查特別區隔西、東德的樣本，本文基於比較穩定民

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的目的，在此維持資料庫對德國的區隔。 

 

第一個因子與「從不逃稅」、「遵守法律與規定」高度相關。按先前討論，

這項好公民的認知應反映受訪者對公民應盡義務相關行為的認可，我們定義為

「公民義務認知」。其次，第二個因子與「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積極參

與社會/政治團體」兩項次高度相關，也與「選舉都去投票」、「儘量去了解不同意

見的人的想法」、「為了政治或倫理的考慮購物」有一定關聯性。從項次的意義來

看，這項認知應代表了受訪者認為好公民應持續關心政治，並踴躍表達自身對公

共事務的看法跟意見，本文界定為「自主參與認知」。最後，第三項認知與「幫

助國內生活上較差的人」、「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較差的人」關聯性最高，亦與「儘

量去了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為了政治或倫理的考慮購物」有一定關聯性。

此項認知應反映受訪者認為好公民應對其他成員者有道德、倫理責任，本文稱其

為「社群責任認知」。從意義來看，公民義務、自主參與及社群責任認知，應可

分別對應不同民主政治思想傳統（即共和主義、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好公民

行為準則的期待。考量本研究涉及不同時間點、國家的調查資料，我們將採加總

平均的方式建立各項公民規範認知的經驗變項。37 

下表 5 為兩個調查年度各項公民規範認知的平均數以及相關係數(Pearson’s 

                                                 
37 採取因素分析方法獲得各潛藏因子的標準化分數是另一個常見的方法。但當採納不同時間點、

國家的調查資料進行比較時，不同群體必須符合「測量相等性」(measurement equivalence)的意義，

獲得的標準化分數才有比較意義。以最低的標準來說，各群體（不同時間點、國家）潛藏因子的

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應無顯著差異(Davidov et al., 2014)。由於本文涉及的群體共有 38 個，

為避免模糊研究焦點，本文暫不處理測量相等性的問題，而是採取傳統加總量表方式來建構經驗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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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8首先，各面向認知彼此具有一定相關性，且相關程度在兩個年度的結果相

當接近。這表示本文建構的經驗變項具穩定、一致性；各項認知間非相互獨立的

結果也符合預期。確實，不同面向的認知主要反映相異的好公民認知內涵，這些

內涵即便可對應到不同思想傳統，但皆屬民主理論的一部份。其次，就相關程度

而言，自主參與認知、社群責任認知在兩年度調查都具高度關聯性（超過 0.7）。

這或許是為什麼 Dalton 僅將公民規範認知區隔為義務、參與兩面向（他的參與

認知涵蓋了社群責任認知意義）。即便如此，我們仍必須將社群責任認知面向區

隔開來，才能全面涵蓋公民規範認知，特別是個人如何看待與社群其他成員的關

係。最後，就樣態上，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在 2014 年都低於 2004 年

（ p <.001），社群責任認知兩個年度的平均數則無明顯差異。本文在後續的分

析會進行國家之間的比較並探討其意義。 

 

表 5  各項公民規範認知的平均數與相關係數：ISSP 2004、2014 年的調查 

認知面向 
平均數 公民義務認知 自主參與認知 社群責任認知 

(2004/2014) (6.161) (5.054) (5.113) 

公民義務認知      (6.021)  0.325** 0.242** 

自主參與認知  (5.008) 0.334**  0.728** 

社群責任認知  (5.132) 0.257** 0.734**  

資料來源：ISSP(2012, 2016)，本文自行整理。 

說明：兩個年度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與社群責任認知的T檢定分別為12.792***、

4.354***與 1.688。***表 p <.001; **表 p <.01。總分析樣本為 44,474。 

 

2. 對立假設的建立與分析方法 

本文從比較視野勾勒近年來大眾好公民認知的演變與樣態；其次，我們也以

臺灣為個案，解析個人如何獲取、習得公民規範認知。在上節的基礎上，我們將

針對臺灣民眾如何獲取、習得公民規範認知提出三項研究假設。當然，如前所述，

這三項假設由不同解釋觀點而建構，因此將呈現競爭性假設 (competing 

hypotheses)的關係。 

首先，如前所述臺灣各年齡層民眾成長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有相當大差異。

延續後物質主義、自我表達價值的現代化框架，不同年齡民眾的好公民認知應有

明顯差異：年長公民由於已養成重視物質安全、充裕的價值觀，因而較認可強調

應盡義務的傳統公民精神；相對地，成長於社經環境較優渥的年輕公民在獨立、

自主的意識養成下，較傾向認為好公民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表達自身看法以及

尊重多元價值。以此，本文建立自「世代交替」解釋的假設一如下： 

                                                 
38 在處理經驗變項前，我們也已先行確認各面向認知在 2004、2014 年的調查皆具有內在一致性。

在 2004、2014年的調查中，公民義務認知兩個項次的信度檢定(Cronbach’s Alpha值)分別為 0.699、

0.703；自主參與認知四個項次的信度檢定為 0.708、0.699；社群責任認知四個項次的信度檢定則

是 0.716、0.721。表示這些項次彼此之間的變動具有高度一致性，應可反映單一面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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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個人年齡愈輕將有愈高程度的自主參與認知、社群責任認知；年齡

愈長者則有愈高程度的公民義務認知。 

 

其次， 從外在政治環境來看，本研究採納的 2004、2014 年調查資料時間點

橫跨臺灣 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基於其於民主化歷程的象徵意義，民眾或許

會更普遍體會到政治參與、表達自身意見在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從強調外在環

境形塑的「民主學習」解釋來看，我們應發現相較於 2004 年，2014 年的臺灣民

眾將較普遍認為參與、關心政治事務與表達意見是民主公民應具備的行為準則；

此外，按這項解釋，外在環境對個人態度傾向的影響應是相似的。這表示大眾對

好公民的自主參與認知或將更不具年齡差異。本文建立假設二如下： 

 

假設二：相較於 2004 年，2014 年個人應具有較高的自主參與認知，且年齡

對自主參與認知的作用明顯降低。 

 

最後，依循個人經驗累積的「政治學習」觀點，不同年齡層的臺灣民眾擁有

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歷，特別是對非民主政治生活的體驗。年齡較長者經歷時間更

長的威權統治時期，在深刻的對照下他們或許會更能表達對民主體制的支持，因

而對民主體制中各項好公民的行為準則具有更高程度認可。相對地，年輕公民則

較無民主、非民主政治生活的深刻體驗，他們或許較不理解這些行為準則對民主

運作、穩定的重要性，對民主體制各項公民行為規範也無太深刻感受。以此，他

們的公民認知規範應呈現波動較大的樣態。按此解釋，我們應可發現不同年齡民

眾公民規範認知的差異。本文建立假設三如下： 

 

假設三：年齡較長者各項公民規範認知較高，年齡較輕者的公民規範認知則

較不穩定。 

 

總的來說，假設一預期了個人年齡對公民義務認知的正向作用，以及對自主

參與認知的負向作用；假設二則是外在時間對自主參與認知的影響，以及個人年

齡與自主參與認知的關係將因時間而異；假設三則是個人年齡對各項好公民認知

的正向影響。在以上假設中，「時間區隔」（2014 年/2004 年）、個人「年齡」將是

主要自變項。為釐清各年齡層民眾公民規範認知的可能差異，分析上我們將把年

齡以十歲間隔區分為五類（29 歲以下、30-39 歲、40-49 歲、50-59 歲與 60 歲以

上），並以 60 歲以上者為對照組設置四個虛擬變項。39 

此外，本文也控制數個可能影響好公民認知的個人變項，包括「社團成員身

份」、「社會信任」等社會資本因素、「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等政治涉入變

                                                 
39 另一種常見的設置方式是將「年齡」設為連續變項。基於本文有清楚的理論參照：檢驗 Dalton

的好公民認知轉變，因此筆者採納分組方式，嘗試找尋臺灣民眾認知轉變可能的年齡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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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政黨認同」的社會心理變項以及「性別」、「教育程度」等個人基本背景。40

首先，如 Putnam 等人(1993, 2000)著名的社會資本研究所指出，社團、結社生活

會對個人帶來社會化的效果，使人們學習參與政治事務、與他人溝通合作的公民

技巧與習性，因而願意關注、涉入政治與公共事務。自 Putnam 已降，社會資本

效應已大量被運用在個人政治態度、行為的解釋中(Newton, 1999; Oskarsson, 

2010)。在操作化上，社團成員身份、人際信任是社會資本常見的經驗變項：代表

個人外部的社會網絡以及主觀的一般性態度(林聰吉、楊湘齡，2008)。當個人具

愈多重的社團成員身份、愈高程度人際信任，可能因具有良好的公民技巧、精神

而更重視各項好公民的行為準則。 

其次，在政治涉入上，政治興趣代表個人主動關注政治、公共事務的意願，

是政治練達的重要指標 (Neuman, 1986)；政治效能感則包括自我政治能力評估的

內在效能感以及感受政府回應程度的外在效能感，象徵了個人在認知上與政治體

系的心理聯繫(Campbell et al., 1954: 187-189; Balch, 1974)。研究也證實這個概念

在臺灣相當具有適用性(黃信豪，2005，2006)。當個人政治興趣與內在、外在效

能感愈高，則可能因願意主動關心政治事務以及與政治體系有較強的心理聯繫，

使各項公民規範認知愈高。最後，政黨認同是對特定政黨長期的心理依附，用以

區分個人在政黨界線上我群、他群的差異，也是個人判斷政治事務、解讀政治資

訊的過濾鏡(Campbell et al., 1976; Miller and Shanks, 1996)。由於本文採用的調查

資料涵蓋民進黨、國民黨執政時期，觀察個人的好公民認知是否會因其認同的政

黨執政與否而出現系統性的差異也相當具有意義。關於所有變項的測量與處理，

可見文後附錄二的說明。 

在分析方法上，由於各項公民規範認知已透過加總量表建構，本文將採多元

迴歸模型進行分析。此外，本研究涵蓋兩年度調查資料，也試圖釐清年齡對個人

好公民認知的作用是否在不同時間點具有明顯差異（即假設二）。從方法來看，

設置交互作用項通常是此類研究目的常見的模型設定方式。然而，在迴歸分析設

置交互作用項通常會使得模型過於繁雜，係數也常因不同模型設定而呈現不穩定

的結果。本文將採「多群分析」(mutli-group analysis)來進行實證分析。41後續的

討論會進一步說明這項方法的處理依據。 

 

3. 公民規範認知的演變與形塑： 2004、2014 年的分析 

本研究將採用 ISSP 2004、2014 年的調查資料，勾勒近年來大眾好公民認知

的演變與樣態，特別是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其次，我們也以臺

                                                 
40 為盡可能的呈現年齡的獨立影響，本文選擇控制變項的依據是較長期、穩定的政治傾向。若考

慮即時性的態度（如政治信任感、現任者評價），則分析上必須考慮年齡與這些態度對公民規範

認知的「調和作用」(moderating effects)。為讓研究更為聚焦，本文不考慮即時性政治態度。 
41 多群分析方法是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架構下的分析方法之一。到目前

為止，這項分析方法多被用來檢驗不同群體的測量相等性。本文主要檢驗的是調查年度對年齡與

公民規範認知的調和作用(moderating effect)。近年來，多群分析方法也開始被應用於這項研究目

的中，可見 Aldrich 等人(2010)、Lu 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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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個案解析個人公民規範認知的形塑。理論上，本文主要以 Dalton 的解釋框

架為參照，同時帶入「民主學習」、「個人政治學習」的對立觀點。本節的分析將

包括民主國家的比較、臺灣案例的分析兩部分。為使分析更為聚焦，民主國家的

比較僅討論國家間的樣態為主，臺灣的個案分析則納入所有的個人變項進行實證

分析。雖然本文並未針對民主國家的比較建立實證模型，但若比較研究、臺灣個

案分析皆呈現相似意義的發現，那麼對驗證理論觀點仍有一定的幫助。 

 

(1) 大眾公民規範認知：民主國家的比較 

表 6 列出 ISSP 在 2004、2014 年調查所涵蓋 18 國家各項公民規範認知的描

述性統計量與變異數分析結果（以年度為區隔）。在兩年度的比較下，本節先分

析各國的演變趨勢。就調查的 11 個穩定民主國家部分，相較於 2004 年，2014 年

的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有顯著上升的趨勢：2004年的平均數分別為 5.980

分、5.109 分；2014 年則為 6.129 分、5.149 分。社群責任認知在兩年度的分數

（5.109、5.097 分）則無明顯差異。 

好公民認知在這些穩定民主國家的演變，大致上可分為三種型態。第一是認

知呈現穩定的國家，例如德國（原西德）、日本與美國。在兩年度的調查資料中，

這三個國家各面向公民規範認知都無明顯差異。第二是認知有明顯變動，但與總

體趨勢不符合者，例如以色列，各面向的公民規範認知 2014 年都比 2004 年顯著

降低；而丹麥、法國則是部分面向顯著降低（前者是社群責任認知、後者是自主

參與認知與社群責任認知）。第三是認知提升符合總體趨勢，且更包括社群責任

面向，例如芬蘭、英國、挪威等三國。 

其次，就調查的 8 個新興民主國家，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在 2014

年的平均數都顯著高於 2004 年，社群責任認知則無顯著變化。這些新興民主國

家大眾的好公民認知大多在兩年度的調查都出現明顯改變，其中有兩種型態的變

動值得注意。第一是好公民認知出現變動，但與總體趨勢不符合者，如斯洛伐克

在各面向的公民規範認知皆顯著降低；而智利、臺灣則是部分面向降低（智利為

公民義務認知、臺灣為自主參與認知）。第二是認知提升符合總體趨勢，且更包

括社群責任面向，例如捷克。對比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受訪者的認知似

乎更朝一致增加的方向演變，認知衰退的國家較少。總的來說，就 ISSP 所調查

的民主國家，穩定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的演變方向相當一致。自主參與認知

雖然如 Dalton 預期的隨時間提升，然而，受訪者同時也更大程度認可好公民的

應盡義務，並沒有出現公民義務認知衰退的「世代交替」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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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眾公民規範認知：ISSP 2004、2014 年的調查 

 公民義務認知 自主參與認知 社群責任認知 

國家 2004 2014 差距  2004 2014 差距  2004 2014 差距  

穩定民主國家 (1) 5.980 6.129 0.149 *** 5.109 5.149 0.040 ** 5.109 5.097 -0.012  

Denmark 6.026 6.047 0.021  5.241 5.186 -0.055  5.251 5.089 -0.161 *** 

Finland 5.885 6.005 0.121 * 4.494 4.838 0.344 *** 4.715 4.917 0.202 *** 

France 5.762 5.993 0.231 *** 5.227 5.109 -0.118 ** 5.068 4.933 -0.135 ** 

Germany-West 5.882 5.890 0.008  4.929 4.934 0.005  5.131 5.093 -0.038  

Great Britain 6.369 6.500 0.131 ** 4.805 5.141 0.336 *** 4.949 5.066 0.117 * 

Israel 6.332 6.130 -0.202 *** 5.292 5.174 -0.118 * 5.186 4.984 -0.202 *** 

Japan 6.327 6.360 0.033  5.004 4.949 -0.055  4.812 4.811 -0.002  

Netherlands 5.597 5.958 0.361 *** 5.165 5.283 0.118 *** 5.168 5.209 0.041  

Norway 5.802 6.134 0.333 *** 5.136 5.296 0.160 *** 5.050 5.242 0.193 *** 

Switzerland 5.586 5.957 0.371 *** 5.074 5.150 0.076  5.361 5.372 0.011  

United States 6.429 6.453 0.024  5.529 5.537 0.008  5.377 5.320 -0.056  

新興民主國家 (2) 6.074 6.205 0.131 *** 4.878 4.920 0.042 * 5.161 5.136 -0.025  

Chile 6.300 6.117 -0.183 *** 5.066 5.250 0.184 *** 5.596 5.544 -0.052  

Czech Republic 5.674 6.265 0.592 *** 4.105 4.553 0.448 *** 4.298 4.684 0.387 *** 

Germany-East 5.737 5.987 0.250 ** 4.560 4.709 0.149  4.831 4.873 0.042  

Hungary 6.079 6.322 0.242 *** 4.565 4.816 0.251 *** 4.527 4.544 0.016  

Slovak Republic 6.208 5.765 -0.443 *** 4.620 4.406 -0.214 *** 5.040 4.659 -0.380 *** 

Slovenia 5.782 6.228 0.445 *** 4.828 5.003 0.174 *** 5.280 5.301 0.021  

Spain 6.107 6.335 0.228 *** 5.339 5.428 0.088 * 5.750 5.892 0.142  

Taiwan 6.314 6.351 0.037  5.123 4.906 -0.217 *** 5.108 5.124 0.016  

(1)-(2) -0.094 -0.076   0.231 0.229   -0.052 -0.039   

 *** ***   *** ***   ** *   

資料來源：ISSP(2012, 2016)，本文自行整理。***表 p <.001; **表 p <.01。總分析樣本為 4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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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將焦點轉向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如表 6 下方所

示，在兩年度的調查中穩定民主國家公民義務認知的平均數顯著比新興民主國家

低 0.094、0.076 分；自主參與認知在穩定民主國家則是顯著較高，與新興民主國

家的差異約為 0.231、0.229 分；社群責任認知則是新興民主國家顯著較高，與穩

定民主國家的差異為 0.052、0.039 分。總的來說。結果顯示穩定民主國家民眾較

具自主參與認知，新興民主國家民眾具有較高的公民義務認知、社群責任認知。

這兩類國家的認知差異或許突顯兩項意義。第一，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化經驗尚

短，許多民眾仍擁有印象深刻的非民主政治生活經歷。他們對民主、非民主的政

治生活差異有更深刻的體會，因此或許會更認可民主體制而重視好公民在應盡義

務上的作為（即公民義務認知）。第二，對絕大多數穩定民主國家的民眾來說，

民主生活是理所當然的。表達自身意見、參與政治與公共事務也是絕大多數人共

有的生活經歷。因此，他們或許會較高程度認可好公民在自主參與方面的作為；

但過於重視自主參與，也或許使他們的社群責任認知較低。總的來看，穩定與新

興民主國家的認知差異，但並未出現如「民主學習」所預期穩定民主國家一致較

高的結果。 

從演變趨勢與樣態比較來看，表 6 的分析並不支持「世代交替」、「民主學習」

解釋。為了瞭解個人公民規範認知是否為因生命階段、隨年齡累積的政治生活經

驗而異，本節接著比較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不同年齡層受訪者公民規範

認知在兩年度的變動差異（認知差），如圖 2 所示。在公民義務認知方面，除了

穩定民主國家 60 歲以上、新興民主國家 30-39 歲受訪者，其餘年齡層皆有顯著

的認知增加趨勢。就自主參與認知部分，穩定民主國家 30-39 歲受訪者有顯著增

加趨勢，新興民主國家的不同年齡層受訪者則變動更為劇烈：29 歲以下、50-59

歲者顯著增加，30-39 歲者顯著降低。最後，社群責任認知的變動僅特別出現在

新興民主國家 30-39 歲與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兩者都顯著降低。 

圖 2 的分析顯示個人公民規範認知的演變存有年齡差異，且穩定民主國家、

新興民主國家的樣態不同。如前所述，穩定民主國家受訪者由於皆處在穩定、一

致的政治環境，他們的公民規範認知應相當程度符合個人生命階段的預期：隨著

年齡而來的認知深化效果。以此，我們可以發現公民義務認知隨年齡增長，認知

增加的幅度降低（換句話說年紀較大者增加幅度較小）；30-39 歲者自主參與認知

的增加也反映成年初期開始參與政治生活對好公民行為認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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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年齡層受訪者公民規範認知的演變：民主國家的比較 

資料來源：ISSP(2012, 2016)，本文自行整理。「認知差」為 2014 與 2004 年的差距，正

值表示 2014 年較高，反之亦然。圖中實、空心圓圈較大者表示該年齡層兩年度的

認知差達統計顯著水準（ p <.05）。 

 

對比之下，新興民主國家年長、年輕者的變動則有明顯不同，其中個人累積

的政治生活經歷應是重要的區辨因素。首先，40 歲以上三個群體受訪者在各項

公民規範認知大致都呈現增加趨勢（不符合者為 60 歲以上的社群責任認知，這

或許與年長者生活範圍有限相關）。從新興民主國家第三波民主化的時間點來看，

這些民眾對非民主威權政治生活應存有一定印象、記憶，在累積的非民主政治生

活經歷對照下，他們應會更重視民主體制下各項好公民的行為準則，因此呈現認

知增加的趨勢。其次，30-39 歲的民眾則出現一致性的認知停滯（公民義務認知）、

甚至衰退（自主參與、社群責任認知）的趨勢。由於這些民眾威權統治經歷較短

暫（甚至沒有），他們應較不理解這些行為準則對民主運作、穩定的重要性，這

使得他們的公民規範認知很可能是反映他們對當前政府表現、外在政治環境的態

度。如 Huntington(1991)所指出，民眾可能因期待經濟、治理績效而支持民主政

體，但同樣地，當民主政府的表現不符合預期，這些民眾的支持也會隨之下降。

最後，29 歲以下者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的明顯增加則可能來自兩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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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一是民主教育的影響。在歷經民主轉型後，新興民主國家的義務教育大多

也增添民主生活的相關內容，這或許使新世代的年齡民眾更具民主公民的相關認

識。第二是成年初期的參與經驗作用。當開始政治生活（如投票等），則這些年

輕民眾或許會更重視自主參與的公民行為準則。 

以上的討論從比較視野探討大眾公民規範認知的演變與樣態，特別是穩定民

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透過比較視野，我們也可發現臺灣公民規範認知

的特色：相較於其他新興民主國家，臺灣民眾擁有較高程度的公民義務認知（兩

年度平均數為 6.314、6.351 分），其他兩面向認知與其他國家差異不大。其次，

臺灣自主參與認知轉為降低也與總體趨勢並不一致。 

 

(2) 個人公民規範認知的形塑：臺灣的分析 

本節接著將焦點轉向臺灣民眾公民規範認知的形塑。我們將以各項公民規範

認知為依變項建立實證模型，特別檢驗先前按不同解釋觀點所發展的研究假設。

若「世代交替」解釋適用於臺灣民眾，那麼個人年齡愈輕，將有愈高程度的自主

參與、社群責任認知；而個人年齡愈長將有愈高的公民義務認知（假設一）。若

民主化進程為臺灣民眾的好公民認知帶來影響，那麼自主參與認知應在 2004、

2014 兩個年度有明顯差異，且年齡的影響明顯降低（假設二）。最後，若個人累

積政治經驗對習得好公民認知帶來影響，那麼年齡較長者各項公民規範認知較高，

而年齡較輕者的公民規範認知則較不穩定（假設三）。 

本文將採「多群分析」來檢驗上述的對立研究假設。這項方法主要用來檢驗

變項係數跨群體的一致性/變動性（本研究的群體數為 2，即兩年度的調查）。這

項分析方法透過以下的程序來進行檢證：第一，設定允許所有估計係數可變動的

「非受限模型」(unconstrained model)。這個模型又可稱為基準(baseline)模型，作

為檢定參照所用。第二，設定某些變數（通常為研究自變項）係數固定不變的「受

限模型」(constrained model)。透過這兩個模型的比較，我們可檢驗研究變項是否

應在跨群體間被設定為變動或者固定：駁斥/無法駁斥係數跨群體間應被設為固

定的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es)(Wang and Wang, 2012: 268-288)。在本研究中，年

齡對公民規範認知可能的正、負向作用，以及這項關聯性在不同年度的可能變異

是主要關注所在。年齡將是研究主要的檢驗變項。此外，我們也將政黨認同納入

檢測標的。如前所述，2004、2014 年的調查時間點臺灣的執政黨並不相同。我們

將藉此觀察好公民認知是否將因個人認同的政黨執政與否，而出現系統性的改變。
42 

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包括跨群體檢驗結果以及最終模型各變項估計係數。

首先，如下方檢驗結果(Wald test)所示，在自主參與認知的估計模型中年齡在兩

年度的調查應有顯著不同影響(χ2=20.532, d.f.=4, p<0.001)；至於在其他兩項認知

                                                 
42 在迴歸模型中，筆者設定男性（對照組為女性）、認同泛藍、泛綠（對照組為中立無反應）、四

個年齡層（對照組為 60 歲以上者）的虛擬變項；教育程度、社團成員身份、社會信任、政治興

趣與內在、外在效能感等變項處理後皆擁有 1-5 分量尺，我們設為連續變項。本文多群分析採用

的統計軟體為 Mplus 7，並採用 MLMV 估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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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裡，年齡的作用在兩年度的調查並無顯著不同。此外，政黨認同在兩年度的

調查對各項公民規範認知皆無顯著不同影響。在上述檢定結果的基礎，表四列出

的最終的模型設定：年齡在自主參與認知模型中在兩年度設為變動，其餘的變項

在兩年度皆設為固定不變。總的來說，本研究的模型設定對三個面向的公民規範

認知模型皆有統計顯著解釋力(p<0.001)。其中，模型對自主參與認知的解釋力較

高（約為 12-13%），對公民義務認知、社群責任認知的解釋力較低（分別約為 0.3%、

0.5%）。接下來，我們進一步解釋實證分析結果。 

本研究關注的年齡對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分別都有顯著的影響。公

民義務認知模型顯示，相較於對照組 60 歲以上者，29 歲以下、30-39 歲與 40-49

歲的受訪者有顯著較低的公民義務認知，係數分別為-0.406、-0.306 與-0.132。在

自主參與部分，2004 年的調查顯示相較於對照組，29 歲以下受訪者有顯著較低

的自主參與認知（係數為-0.453）；2014 年的調查則顯示相較於對照組，29 歲以

下、30-39 歲與 40-49 歲的受訪者皆有顯著較低的自主參與認知（係數分別為-

0.487、-0.536 與-0.142）。至於社群責任認知，在控制其他條件後個人年齡無顯著

影響力。由於模型控制了影響社團成員身份、社會信任等變項，在考慮這兩個社

會資本的重要理論因素後，社群責任認知的年齡差異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應是可

以理解的：個人重視社群責任的程度，應與其加入不同社團成員、社會信任的程

度高度正相關。 

為了更具體呈現年齡對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的作用，本文按表四分

析結果，將模型預測各年齡層的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知以圖 3 展現（涵蓋

95％的信賴區間，虛線為對照組的預測值）。43上方兩個圖分別是 2004、2014 年

臺灣各年齡層受訪者的公民義務認知預測結果。在控制其他條件後，兩年度的結

果相當一致，個人的公民義務認知確實存在顯著年齡差異並具方向性：年齡愈高

則公民義務認知也愈高，反之依然。但這項發現不足以支持「世代交替」或「個

人政治學習」解釋。如前所述，依循後物質主義、自我表達價值的現代化典範，

成長於社經環境較優渥的年輕公民可能因重視自主價值而較不重視公民應盡義

務的規範認知（假設一）；另一方面，年輕民眾也可能因為政治經驗較淺，將民

主政治生活視為理所當然，使各項好公民認知皆較低（假設三）。 

 

 

 

                                                 
43 圖一的預測將受訪者設定為男性、高中職教育程度、中等程度（3 分）社團成員參與、政治

興趣、內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以及政黨認同中立無反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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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灣民眾公民規範認知的形塑：2004、2014 年的比較 

 公民義務認知 自主參與認知 社群責任認知 

 2004 2014 2004 2014 2004 2014 

   s.e.   s.e.   s.e.   s.e.   s.e.   s.e. 

常數             6.101 0.084*** 6.119 0.086*** 4.036 0.101*** 4.055 0.095*** 4.231 0.098*** 4.240 0.097*** 

男性 -0.101 0.035**   -0.143 0.036***   -0.205 0.039***   

教育程度 0.034 0.015*   0.025 0.017   0.057 0.018**   

社團成員身份 0.010 0.016   0.057 0.018***   0.074 0.020***   

社會信任 0.002 0.016   0.026 0.017   0.046 0.018**   

政治興趣 0.002 0.015   0.146 0.016***   0.068 0.018***   

內在效能感 0.045 0.018**   0.079 0.019***   0.052 0.021*   

外在效能感 0.058 0.017***   0.166 0.017***   0.127 0.019***   

政黨認同             

泛藍 0.099 0.040*   0.072 0.044   0.013 0.048   

泛綠 0.020 0.044   0.180 0.044***   0.025 0.048   

年齡             

29 歲以下 -0.406 0.064***   -0.453 0.088*** -0.487 0.085*** -0.019 0.074   

30-39 歲 -0.306 0.061***   -0.093 0.091 -0.536 0.082*** -0.050 0.070   

40-49 歲 -0.132 0.055*   -0.125 0.087 -0.456 0.089*** -0.096 0.069   

50-59 歲 -0.056 0.055   0.034 0.090 -0.142 0.079 -0.014 0.065   

Adjusted R2 0.031*** 0.033*** 0.123*** 0.138*** 0.046*** 0.058*** 

Wald test             

年齡 6.428 (d.f.=4) 

0.376 (d.f.=2) 

  20.532 (d.f.=4)*** 

0.783 (d.f.=2) 

3.318 (d.f.=4) 

1.984 (d.f.=2) 政黨認同 

資料來源：章英華(2004)、章英華等人(2014)。***表 p <.001; **表 p <.01; *表 p <.05。總分析樣本為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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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下方顯示年齡對自主參與認知在兩個年度調查的作用。在考量其他個人

因素後，2004 年的結果顯示 29 歲以下受訪者有顯著較低的自主參與認知，其餘

年齡層則無顯著差異；2014 年則是 29 歲以下、30-39 歲與 40-49 歲的受訪者皆

有顯著較低的自主參與認知。這兩個圖的比較表達兩個重要的訊息。第一，年齡

層最輕的受訪者在 2004、2014 年的自主參與認知都是顯著較低的，且程度相當

一致（預測值分別為 4.784、4.769 分）。第二，30-39 歲、40-49 歲受訪者 2014 年

的自主參與認知，較 2004 年轉向更為低落，其餘年齡層則無明顯轉變。這也是

年齡對自主參與認知在兩年度調查帶來顯著不同影響的主要來源。這兩個訊息基

本上駁斥了先前的假設一。若假設一可獲得證實，那麼我們應該發現愈年輕的受

訪者有愈高程度的自主參與認知。但兩年度調查的分析結果卻顯示新加入公民

（即 29 歲以下者）的自主參與認知較低。 

 

 

圖 3  年齡對公民規範認知的作用：2004、2014 年的比較 

資料來源：章英華(2004)、章英華等人(2014)，本文自行整理。 

 

上述兩項訊息同時也駁斥「民主學習」假設（即假設二）。如前所述，在臺

灣的民主化歷程（二次政黨輪替）下，民眾或許會更普遍瞭解政治參與、表達自

身意見在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因而自主參與認知將隨時間提升，且對各年齡層

公民皆有作用。由於模型設定以 10 年作為年齡的切割點，且調查資料亦以十年

為間隔，我們可採科夥(cohort)分析的角度來進一步討論趨勢變動。首先，圖一顯

示 29 歲以下者兩年度的自主參與認知程度相似，表示這些 2014 年的受訪者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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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態度形塑期正巧經歷臺灣二次政黨輪替，而更重視自我參與認知。從這個訊

息來看，臺灣的民主公民教育，顯然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其次，對照 2004 年

29 歲以下者與 2014 年 30-39 歲者，以及 2004 年 30-39 歲與 2014 年 40-49 歲者，

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一年齡層受訪者在兩年度自主參與認知有提升的趨勢（後者反

而轉向衰退）。以此，假設二也無法得到支持。 

相較假設一與假設二，強調個人累積政治經驗的假設三較能解釋臺灣民眾如

何獲取、習得好公民認知。如先前所討論，這項假設陳述年齡較長民眾會因為經

歷時間較長的威權統治，在更體會當前民主生活的可貴下，對各項好公民的行為

準則具有更高程度認可。首先，圖二上方的公民義務認知呈現了年齡的正向作用：

年齡愈長，則愈重視好公民的應盡義務。其次，按圖二右下方所示，2014 年 50-

59 歲者的自主參與認知，與對照組 60 歲以上者無顯著差異。對比 2004 年，這

個年齡層的受訪者在該年度（即當時的 40-49 歲）也與對照組無顯著差異。結合

其他年齡層的變動趨勢，我們可發現 2004 年 40-49 歲（或 2014 年 50-59 歲）是

區隔臺灣民眾自主參與認知的重要截點：這個年齡層（含以上）的民眾，他們的

成年初期大約是臺灣正走向民主轉型的關鍵時期（約 80 年代中期）。從個人政治

經歷來看，他們一方面應對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生活有深刻記憶（至少在

這個時期接受完整教育），另一方面開始參與政治生活時也邁向民主化資訊多元

的時代。在深刻的經驗對比下，他們會更高程度認可民主公民的自主參與作為。

相對地，2004 年 29 歲以下的民眾在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生活體驗較少，對民主

政治生活較大程度視為理所當然，因而自主參與認知較為低落。而 2014 年 30-39

歲、40-49 歲受訪者的轉變，也反映這些年齡層民眾認知較大的波動樣態—他們

或許對這十年來臺灣政治的政黨競爭感到反感，因而較不認可好公民的自主參與

行動。然而，若是他們與年齡更長的民眾（50 歲以上）有相似的政治生活經歷，

則他們的公民規範認知或許會展現不同樣貌。 

除了本文關注的年齡變項外，控制變項的分析結果也呈現有意義的發現。首

先，如社會資本的理論預期，個人擁有愈多重的社團成員身份則自主參與認知、

社群責任認知愈高；社會信任愈高者社群責任認知也愈高。確實，個人的社團、

結社生活以及人際信任會培養與他人合作、相處的公民技巧與習性，因而愈重視

各項公民規範認知。其次，在政治涉入上，個人政治興趣愈高，自主參與認知、

社群責任認知顯著愈高；個人有較高程度內在、外在效能感，更有顯著較高程度

的各項公民規範認知。如前所述，政治興趣象徵個人主觀上關注政治、公共事務

的意願，政治效能感則是個人在認知上與政治體系的心理聯繫。這兩項心理涉入

因素也如預期地得強化公民規範認知。政黨認同的發現則相當有趣：相較於中立

無反應者，泛藍認同者有顯著較高程度的公民義務認知，泛綠認同者則較重視好

公民的自主參與行動。這或許一定程度反映了臺灣主要政黨的不同性質：國民黨

長期以來被認為具濃厚菁英主義成分，黨內重視論資排輩的政治倫理；民進黨則

一直以來則是強調選舉戰功至上的政黨。政黨屬性的不同或許也導致其各自支持

選民好公民認知內涵的差異。當然，政黨認同對公民規範認知的影響機制仍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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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進一步釐清。最後，在個人背景方面，相較於女性，男性各項公民認知

規範都顯著較低。從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來看，女性有可能因為與政治體系的心

理聯繫較強（如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而較具好公民認知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09)。臺灣民眾公民精神的性別差異也值得後續研究關注。教育程度的發現則

相當符合一般預期：教育程度愈高，公民義務認知、社群責任認知愈高。在自主

參與認知方面，教育程度或許由於其影響力相當程度與政治涉入變項的作用重合，

因而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本節的經驗分析包括近 20 個民主國家的比較以及臺灣案例的實證分析。在

比較分析上，我們發現穩定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公民義務認知、自主參與認

知皆呈現增加趨勢，演變方向相當一致；此外，穩定民主國家民眾較具自主參與

認知，新興民主國家民眾則具有較高的公民義務認知、社群責任認知。當考慮個

人年齡，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則出現明顯不同樣態：前者的公民規範認

知符合隨年齡增加而認知深化的預期；後者年長、年輕者的變動則有明顯不同，

且個人累積的政治生活經歷應是重要的區辨因素。就臺灣的實證分析而言，本節

發現年齡對公民義務、自主參與認知都帶來顯著的正面效果，且最年輕群體在這

兩項認知都是較低的一群。分析也顯示相較於 2004 年，2014 年各年齡層受訪者

的好公民認知皆無提升現象，而是按個人累積政治經驗的不同而展現相異樣態：

年齡較長者穩定較高，年齡較輕者則波動較大（約以 2014 年 50 歲為截點）。總

的來說，本節的分析結果並不支持「世代交替」、「民主學習」解釋，而是較符合

「個人政治學習」觀點的預期。基於公民規範認知的理論意義，本文對理解當前

民眾公民精神的樣態與形塑有相當重要的啟示。 

 

（三） 小結 

本章將以「公民身份認識」為焦點，透過比較視野來呈現不同民主國家民眾

對公民義務（規範認知）、權利（權利意識）認識的樣態與趨勢；同時，我們也

採用「理性抉擇途徑」來解釋這項認知對個人政治行動的影響。其次，我們也以

臺灣為個案，說明民眾如何獲取、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在分析 2004、2014ISSP

超過 20 個民主國家的調查資料後，研究發現公民規範認知、權利意識應分別能

透過道德激勵、效益認知來促進個人的政治行動；此外，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

動的關聯性在穩定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有明顯的差異：在穩定民主國家有較

強的促進作用。這應顯示個人在穩定政治（民主）環境中，有較強的政治學習作

用。 

另一方面，在公民身份認識的源起上，我們也發現不論跨國比較或臺灣個案

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皆符合強調個人累積政治經驗的「個人政治學習」觀點：

穩定民主國家個人的公民規範認知符合隨年齡增加而認知深化的預期；新興民主

國家年長、年輕者的變動則有明顯不同，顯示個人的政治生活經歷應是重要的區

辨因素。就臺灣的實證分析，本文也發現年齡對公民義務、自主參與認知都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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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正面效果，且最年輕群體在這兩項認知都是較低的一群；兩年度調查的比

較也顯示各年齡層民眾的好公民認知皆無提升現象，而是按個人累積政治經驗的

不同而展現相異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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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選舉競爭與民主深化：臺灣的個案 

 

在說明大眾公民身份認識與其政治效果的研究成果後，第五章將討論選舉進

程與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新興民主國家民眾的民主態度。透過臺灣的個案研究，我

們將呈現民主正當性如何隨著民主選舉的發展、運行而深化。研究問題包括：以

臺灣為個案，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態度發展為何？批判性公民或選舉輸家的相

關論述是否適用於理解臺灣民眾的民主態度？此外，以 2018 年地方選舉為例，

選舉競爭是否直接導致贏家與輸家在民主態度上的差距？而這樣的態度差距，是

否將因選舉脈絡而異？本章的內容來自「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批判性公民：

2008-2016」與“Putting the ‘Winner-Loser Gap’ within a Local-Election Context: A 

Panel Study from Taiwan”。44  

 

（一） 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批判性公民」 

就臺灣的民主歷程而言，2000 年與 2008 年分別出現一、二次政黨輪替，象

徵我國民主體制已進入民主鞏固階段(Huntington 1991)。45在這關鍵的民主鞏固

時期，學者也已關注臺灣民眾如何看待這新生的民主體制。研究焦點包括民主態

度相關指標的建立、影響因素，以及持續與變遷等。在相關指標的建立上，蔡佳

泓（2009）證實大眾對體制的民主評價主要來自對政治制度的評價，例如選舉的

功能以及公平性等，此外對貪污的評估、政府官員信任亦是兩項重要的因素。黃

信豪（2011）以「民主滿意度」、「民主支持」兩面向建構民主態度的類型分析，

並證實其理論區辨度。在影響因素上，王靖興、孫天龍（2005）發現民主評價受

到政治信任感、現任者評價與經濟評價所左右，且也有世代差異；林聰吉（2007a）

則發現民主支持、民主滿意主要受政治性因素而非經濟性因素所影響。盛治仁

（2003）、張佑宗（2009；2011）等人的研究則突出了黨派立場/選舉輸家的重要

性：民眾的民主價值觀、民主支持與民主滿意度，皆受到其認同（或投票）之政

黨政治位置所左右。在跨時變動上，林聰吉（2007b）發現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前

後（1998-2004）民眾對民主制度的支持度僅約在四到五成之間，略低於其他第三

波民主化的國家，且民主支持較為穩定而民主滿意度起伏甚大。這些研究基本上

清楚勾勒了臺灣民眾在二次政黨輪替前的民主態度，對理解我國民主正當性的發

展有莫大幫助。 

本文目的是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變動，並將焦點集中在

                                                 
44 第二部分關於 2018 年地方選舉的研究為英文論文，將以英文呈現。本章主要呈現這兩篇論

文的研究成果，具體的資料處理方式可參見該文。 
45 Huntington(1991)對民主鞏固曾提出著名的「兩次輪替檢驗」(two turnover test)：當一民主體制

和平出現兩次政黨輪替，表示已有兩個不同的統治集團願意接受選舉結果放棄權力。這象徵主要

政治菁英已普遍接受以民主機制作為權力更替與解決政治爭端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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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公民」上，藉此嘗試解讀近年來我國在公民運動興盛下的民主正當性意

涵。如前所述，批判性公民係指民眾一方面對民主的實質運作抱持不滿意的批判

態度，但另一方面又對民主政體形式表達理念上的支持。釐清這項看似矛盾的態

度特徵來源，將是本文主要的研究焦點。 

 

1. 解釋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批判性公民：研究假設的發展 

本計畫所帶入的「批判性傾向」與「選舉輸家」觀點，基本上對批判性公民

提供了兩項不同來源的解釋。首先，依循現代化典範的思路，「年輕公民的自我

表達價值」應是解釋民眾為何抱持批判性公民態度的主要來源。如前所述，年輕

一輩的民眾成長在經濟資源較優渥的環境，他們因而養成更獨立、自主，勇於表

達自身偏好、追求多元價值與對抗權威的自我表達價值觀。由於民主體制在價值

上強調自由、平等與多元等理念，與自我表達價值觀相符，因而他們一方面能表

達無條件支持民主政體形式；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也習於批判執政當局，因而傾

向對實質的民主運作表達不滿。除了批判性公民的特徵外，這項來自西方民主國

家的發展典範也預期了世代交替作用：隨著時間更替，特別是老一代民眾的凋零

以及新血的加入，將有更多民眾擁有類似的批判性傾向。若現代化典範「批判性

傾向」解釋適用於臺灣，那麼我們應可發現理念上支持民主體制卻不滿意民主實

質運作的批判性公民應具有相似的特徵，例如年齡較輕、高教育程度、具較高政

治意識且關心政治事務等（假設 1.1）。其次，隨著時間更替，在世代交替的作用

下也會有越來越多民眾抱持批判性公民態度（假設 1.2）。「批判性傾向」相關假

設發展如下： 

 

假設 1.1：批判性公民具有相似的特徵：年齡較輕、高教育程度、具較高政治意

識且關心政治事務。 

假設 1.2：隨著時間更替，有越來越多民眾抱持「批判性公民」態度，特別是新

加入的成年公民。 

 

贏家-輸家差距研究則對批判性公民提供替代的解釋。如前所述，當選民的

選擇在選舉中失敗，這些輸家一方面因利益無法被代表以及失敗的負面情緒，對

體制運作評價較低；另一方面他們卻也因寄望於下一次的選舉勝利，而表達對民

主體制的情感支持，成為「批判性公民」。如先前所討論的，「選舉輸家是否成為

批判性公民」將是判斷選舉競爭對民主正當性是否帶來負面意涵的重要指標。 

值得一提的是，先前的研究曾經發現藍、綠選民在面對敗選的民主態度並不

一致。例如，張佑宗（2009；2011）以 2004 年選舉為例，發現落選陣營（藍營

選民）不但對體制運作評價較低，對民主體制的看法一併也較趨於負面（支持下

降）；黃信豪（2011）則證實 2008 年總統選舉，並沒有出現落選陣營（泛綠選民）

民主態度衰退的跡象。藍、綠陣營選民在面對選舉失敗後的民主態度不同，或許

跟 90 年代研究所發現的「民主/威權」為臺灣重要政治價值分歧有關（徐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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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此外，延續到近期的選舉競爭，藍、綠陣營在「民主」議題上也存有話

語權的差異（如在公投議題上，見 Huang 2010）。以此，若贏家-輸家差距研究適

用於理解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批判性公民，那麼我們應可發現投票給敗選一方

的民眾，傾向成為批判性公民（假設 2.1）。此外，在 2008 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後，

2016 年臺灣也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按先前研究所揭露藍、綠選民面對選舉失

敗選後不同的民主態度，本文也預期相較於藍營選民，綠營選民在面對敗選後應

更展現出批判性公民的態度（假設 2.2）。本文發展「選舉輸家」假設如下： 

 

假設 2.1：當選民所支持的政黨/候選人在選舉中失敗，則傾向成為「批判性公民」。 

假設 2.2：相較於其他選民，綠營選民面對選舉失敗時更能展現出批判性公民的

態度。 

 

透過以上兩項不同來源解釋的引導，本文將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

主態度的變動，並將焦點集中在「理念上支持民主政體形式、實際上不滿民主運

作現況」的批判性公民上。假設 1.1、2.1 主要關注批判性公民的特徵，假設 1.2、

2.2 則是探討這類選民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變動。下一節將介紹本文的研究設計，

包括研究資料、民主態度的類型界定與相關變項測量。 

 

2. 研究設計 

(1) 研究資料與民主態度的類型 

本文的經驗資料來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於 2008 至 2016 年三次總統選後的全國性面訪調查

資料(游清鑫 2008；朱雲漢 2012；黃紀 2016)，三年度面訪調查的成功樣本分別

為 1905、1826 與 1690 份。由於 TEDS 在這三次面訪調查採相似的全國代表性抽

樣架構與事後加權模式，研究上應可進行跨時的比較。 

本文將延續民主態度的兩個研究途徑—對政體的運作評價、對民主體制的正

向態度出發，以「民主滿意度」、「民主支持」兩個民主態度測量來建構民主態度

的類型。46在三個年度調查中，兩問項測量問句基本上一致（或相當接近）。在分

類標準上，民主滿意度的區隔較直觀，採「滿意」與「不滿意」為二類，代表受

訪者對臺灣民主體制運作的正、負面評價。在民主支持部分，本文考量 Linz 與

Stepan(1996, 5)的「民主是唯一被認可的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own)、Rose

等人(1998, 91-119)的「政體競爭性」概念，將界定受訪者是否能在任何條件下皆

支持民主政體，即對民主體制具絕對承諾(absolute commitment)。在這兩面向區

隔下，大眾民主態度可區分為下表 8 的四個類型，包括「民主滿意者」、「民主

批評者」、「民主順從者」與「民主離異者」。 

                                                 
46 本文所採用民主態度的類型分析來自黃信豪（2011）。該研究證實各態度類型的理論意義：「民

主支持」與「民主滿意度」分別可由內在傾向與工具傾向來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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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民主態度的分類：界定「批判性公民」 

  絕對民主支持 

  否 是 

民主滿意度 
滿意 民主順從者 民主滿意者 

不滿意 民主離異者 民主批評者 

資料來源：黃信豪（2011；2014）。 

 

從民主正當性來看，這四類民主態度皆具各自不同的理論意涵。首先，「民

主滿意者」是個人在情感上無條件支持民主體制，同時在評價上也對現行民主運

作表示滿意。這一類公民不但是民主體制理念上的絕對擁護者，同時運作上的正

面評價也表示他們能對現有民主制度的運作提供正當性與支持。從公民文化理論

脈絡來看，他們應是 Almond 跟 Verba(1963)公民文化脈絡下認為的「理想型」

(ideal type)公民。其次，「民主順從者」是一方面對體制運作現狀感到滿意，但

另一方面缺乏對民主絕對性的支持。這樣的態度特徵可能來自兩個因素。第一是

對執政當局具「順從傾向」（即「順民」）。這些民眾或許因自身政治能力、知

識的受限，因而對體制無理念上的偏好，僅展現服從既有政治權威的特性。第二，

來自「選舉贏家」的影響。個人對體制並無特定偏好，但基於對執政當局的支持

而滿意體制的運作。按選舉輸家的論述，當執政黨在選舉失敗，則他們對體制的

滿意度很可能大幅下降。總的來說，民主滿意者與民主順從者應對民主正當性帶

來正面意義（或至少不會帶來傷害），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順從者對民主體制的

評價，很可能依選舉結果而有所改變。 

另一方面，與近期公民運動興盛現象相關的是「民主批評者」、「民主離異

者」，但這兩類態度對民主正當性的意義卻截然不同。首先，「民主批評者」是

在理念上毫無保留支持民主體制但卻對民主運作現況不滿，即本文關注的批判性

公民。如前所述，這類民眾或因對體制不滿而走向街頭，但他們的不滿主要來自

於對民主治理有更高的期待，因此其批評與督促應能督促民主體制走向良好治理

與效能進步。以此，民主批評者應能對民主正當性帶來促進強化的意義。對比之

下，「民主離異者」不但缺乏對民主體制絕對性支持，亦對既有的民主體制運作

現狀抱持負面評價。這類民眾很可能是具有緬懷威權統治情節者（Chang and Park 

2007; 吳重禮 2008），或是具有一定政治犬儒主義情緒的民眾（Dalton 2004, 9-

15）。這類民眾可能因對體制不滿而走向街頭，但更值得憂慮的是他們可能一併

帶著顛覆民主體制的想法，或至少不是以擁護民主體制為目的。以此，他們對民

主正當性應帶來明確的負面意涵。 

 

(2) 研究變項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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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 2008、2012 與 2016 年三次總統選後的全國性面訪調查為經驗資

料，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變動，並特別將焦點集中在「批判

性公民」上。我們將透過比較不同類型民主態度，來釐清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

如上一節所討論，批判性公民可能來自現代化典範下的「批判性傾向」：年輕的

民眾因較豐厚的社經環境，養成更獨立、自主，勇於表達自身偏好、追求多元價

值與對抗權威的理念與價值觀。若這項解釋能適用於臺灣，那麼我們應該會發現

民主批評者具有類似的批判性傾向（假設 1.1），且在世代交替作用下這類受訪者

隨著時間更替而增加（假設 1.2）。筆者將採用數個經驗變項來測量現代化典範下

的批判性傾向。首先，在客觀背景上，批判性傾向應包括「年齡」、「教育程度」

的特徵：年齡較輕者的態度型塑期應在社經資源較豐厚的時期，他們理當會更關

注自我實現的相關價值；教育程度代表個人的知識資源，高教育程度者也應更具

自我表達價值觀。其次，在主觀態度上，「對選舉關心」、「政治知識」與「政治

效能感」則應可代表個人關心政治事務、具政治意識的程度：對選舉關心是個人

關注選舉相關消息的主觀意願；政治知識代表個人對政治事務的瞭解程度，是政

治練達度的核心指標（林瓊珠 2005）；政治效能感在定義上係指個人認為自身行

動能否影響政治的信念，包括自認對政治具影響力的「內在效能感」以及感受到

政府回應的「外在效能感」（黃信豪 2005）。這些政治態度變項在國內也已有相

當豐碩的研究成果。總的來說，按現代化典範的批判性傾向邏輯，對比其他態度

類型的受訪者，客觀背景上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高，以及主觀態度上較關心選

舉消息、較具政治知識、自認對政治具影響力（內在效能感高）但卻感受不到政

府回應（外在效能感較低）的受訪者，較可能會是民主批評者。47 

「選舉輸家」的思路則為批判性公民提供另一項解釋：當選民所支持的政黨

/候選人在選舉中失敗，則他們會一方面傾向不滿意現行民主體制的運作，又另

一方面寄望下一次的選舉，因而表達對民主體制理念上的支持，成為批判性公民。

本文將以個人的「投票選擇」為經驗變項，結合 2008 至 2016 三次總統選舉的資

訊，將表態投票給落選者（2008 年謝長廷、2012 年蔡英文與 2016 年朱立倫與宋

楚瑜）重新編碼為「選舉輸家」；反之投票給當選者（2008、2012 年馬英九以及

2016 年蔡英文）則界定為「選舉贏家」。其他拒答、忘記等回答，歸類為「投票

無反應」。從調查實務來看，在投票選擇問題不願意明確回答者，很可能是投票

給落選者。以此，投票無反應者與選舉輸家或可被期待在選後擁有類似的民主態

度。若選舉輸家的論述適用於臺灣，則我們應會發現對比其他態度類型的受訪者，

在三次選舉中的選舉輸家，有較高的可能性會是民主批評者（假設 2.1）。除了成

為民主批評者，輸家也可能僅不滿意民主體制運作，因而在表一的分類上成為「不

支持民主體制與不滿意民主運作」的民主離異者，對民主正當性帶來傷害。如上

節所討論，比較綠（2008、2012 年）、藍（2016 年）選民成為選舉輸家後的民主

                                                 
47 從內在、外在效能感的界定來看，批判性傾向應具「自認為自己能影響政治，但卻對政府回

應感受較低」的態度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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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特別是否成為民主離異者也是本文的關注的焦點（假設 2.2）。 

最後，我們也將控制數個可能影響民主態度的變項。首先，由於研究採取的

資料為總統選後的調查，相關研究也指出不論在歐美民主國家或新興民主國家，

民眾對民主的看法深受體制實質的政治、經濟表現所影響(Bratton and Matte 2001; 

Dalton 2004, 57-79；王靖興與孫天龍 2005；林聰吉 2007a；黃信豪 2011)。本文

將控制「回顧性經濟評價」與「現任者滿意度」：對過去經濟表現評價愈高、愈

滿意現任總統表現者，則愈可能對民主體制表達滿意與支持。其次，「統獨立場」

是我國重要的政治分歧。作為我國選舉中的「簡單議題」，大多數的選民不僅在

此議題上有明確看法，也能明辨政黨與候選人的主張（盛杏湲 2002）。直觀上傾

向統一者在國民黨執政下或許會對民主體制會表達較正向的看法；相反地傾向獨

立者在民進黨執政下才會有類似態度傾向。最後，我們也會控制性別、職業等人

口基本背景因素。 

 

(3)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按表一區隔研究依變項將是四分類無序多分的名目變項。若

我們以典型的線性迴歸模型估計類別變項進行估計，將違反誤差項呈常態分佈以

及變異齊一性的基本假定(Long and Freese 2006)。為了解決估計問題，研究者多

透過置入 logit 與 probit 的轉換連結函數(link function)，來滿足依估計變項性質不

同所形成的區間限制。本研究將採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M)模型，並以「民主批評者」為對照組來進行估計，以凸顯該類民眾的態

度來源與特質。48  按上節發展的研究假設，本研究將透過數個分析模型來釐清

2008 至 16 年三次總統選後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 

 

3. 分析結果與解釋 

本文將以類型學的視角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持續與演

變；其次，結合批判性公民、選舉輸家的解釋，本文也嘗試釐清不同類型民主態

度，特別是「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以 TEDS 於 2008、2012 與 2016 年三次

總統選後的全國性面訪調查資料為基礎，本節的經驗分析將分三部分：第一，透

過描述性分析呈現 2008 至 2016 年臺灣民眾民主態度分佈的演變。其次，透過不

同民主態度類型的比較，討論民主批評者的態度來源。最後，由於採用的調查資

料涵蓋二次（2008 年）至三次（2016 年）政黨輪替，本研究也著重不同時間點

的比較，嘗試勾勒不同政黨執政下民眾民主態度的特性。 

 

(1) 臺灣民眾的民主態度：2008 至 2016 總統選後的調查 

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為何？是否出現跨時的變化？本文首先

                                                 
48 由於 MNLM 的估計原理是二項式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 BLM)的延伸，該模型具有

「選項是獨立的不相關的」的假定(independent and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本文所建構的估計

模型皆通過 IIA 假定的檢驗。 



54 

 

 

提供初步的描述性分析。下表 9 列出 TEDS 在 2008 至 2016 年後三次總統選後調

查在「絕對民主支持」與「民主滿意度」的分佈。從無反應來看，兩個項次的比

例在 2008 年最高，但也僅佔全體成功受訪者的一成左右（10.1%、9%）。2012、

2016 年兩次調查無反應的比例則約在 5%上下。這表示大多數民眾在這兩個民主

態度的問項能表達自身的意見與看法。 

在民主支持面向上，具有絕對民主支持的比例（即認為「不管在任何情況，

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在 2008 年為 44.4%、2012 年提升至超過半數（53.1%），

至 2016 年選後略微下降至 48.3%。民主滿意度面向的變動則與民主支持相當類

似：從 2008 年的 49.2%上升到 2012 年的 67.6%，至 2016 年又微幅下降至 59.8%。

綜合來看這段期間兩項民主態度的變動凸顯以下重要訊息。首先，二次政黨輪替

後臺灣民眾對民主體制的理念支持與運作評價仍持續上升。這表示選舉政治的週

期性運作，有助於強化大眾對民主體制的正向看法。這個趨勢西方民主國家相當

一致(Easaiasson 2011)，對我國民主正當性發展亦是相當正面的訊息。其次，兩面

向民主態度的跨年變動趨勢相當一致，表示民眾對民主體制的理念支持與實質運

作評價應具有一定程度關聯性（兩面向的卡方檢定在三年度調查皆達統計上顯著

水準，p<0.001）。儘管「批判性公民」著重「理念上支持民主體制，實質上批判

民主運作」看似矛盾的態度，但在多數民眾的心中這兩項態度應仍具正向關聯。

從此來看，民主正當性的深化仍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透過公民教育等方式，

宣揚如自由、平等、多元等親民主價值觀以深化大眾對民主體制理念上的認可；

另一方面執政當局也需有良好的治理表現，讓大眾能對民主體制運作具正面評價

之餘，進一步深化對民主體制理念上的支持。 

 

表 9  絕對民主支持與民主滿意度：以 2008-2016 年總統選後調查為例 

 年度 

 2008 2012 2016 

絕對民主支持    

是 44.4% 53.1% 48.3% 

否 45.5% 40.3% 45.6% 

無反應 10.1% 6.6% 6.1% 

民主滿意度    

滿意 49.2% 67.6% 59.8% 

不滿意 41.8% 27.4% 35.9% 

無反應 9.0% 5.0% 4.2% 

樣本數 1905 1826 1690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與黃紀（2016）。 

說明：兩面向態度的卡方檢定（χ2(4)）在三年度的調查中分別為 499.01、313.91 與 382.17

（p<0.001）。無反應包括拒答、不知道與無意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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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呈現民主滿意度與民主支持的分佈後，表 10按先前表一的類型界定，

列出三次調查中民主態度各類型的分佈。在扣除約一成左右無反應的受訪者後，

總體來看民主滿意者與民主順從者的比例較高，兩者分別佔全體受訪者的 36.1%

與 26.8%；比例相對較低的是民主批評者與民主離異者，分別是 16.6%與 20.5%。

以三次調查的總和為基礎，我們可檢視各類型比例在不同年度的變動狀況。總的

來說，08 年與 12 年的調查各類型比例有顯著變動：2008 年民主滿意者、民主順

從者的比例顯著較低（31.9%與 22.2%），民主離異者的比例則顯著較高（28.1%）；

2012 年則是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比例顯著較高（41.1%與 30.7%），民主離

異者顯著較低（12.8%）。2016 年各類型的分佈則與總體相近，並沒有任一類型

的受訪者比例顯著較高或較低。至於本研究主要關注「理念上支持民主體制，實

質上不滿意民主運作」的民主批評者，三個年度調查則是相當穩定，比例大約在

15%至 17%左右。 

 

表 10  不同類型民主態度的分佈：2008-2016  

類型 年度 總和 

 
2008 2012 2016  

民主滿意者 31.9% 41.1% 35.2% 36.1% 

民主批評者 17.9% 15.3% 16.6% 16.6% 

民主順從者 22.2% 30.7% 27.5% 26.8% 

民主離異者 28.1% 12.8% 20.8% 20.5% 

遺漏值 14.2% 9.1% 7.9%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與黃紀（2016）。 

說明： (1)細格內數字為有效百分比，底線者為該細格調整後殘差大於 2.0。 (2) 

χ2(6)=140.51，p < 0.001。 

 

各類型民主態度比例在三次總統選後的變化同樣帶來相當有趣的訊息。首先，

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與民主離異者的變動或許與選舉政治，特別是執政黨的

更替有關。2008 年民進黨失去執政權，或許因而有部分（泛綠）選民對民主體制

的理念、運作看法轉為負面，使得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比例較低且民主離異

者比例較高；2012 年國民黨贏得連任，部分（泛藍）選民或許因此對民主體制的

理念、運作抱持正向看法，使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的比例增加而民主離異者

的比例降低；2016 年臺灣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再次贏得執政機會，部分

（泛藍）選民也可能因為支持的政黨失去執政權而調整他們對民主體制的態度，

特別是轉為負面。以此，這三類型比例的變動應符合「贏家-輸家差距」研究的預

期：大眾的民主態度因選舉結果有所變動。其次，儘管民主態度的變動與選舉結

果存在連動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 2016 年總體的民主態度仍較 2008 年來得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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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即民主滿意者、順從者較高且民主離異者較低。從此來看，週期性的政黨

輪替對民主正當性確實帶來深化的影響：大眾對民主體制的看法一方面朝向更支

持、正向評價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隨選舉結果而產生變動的幅度又較為趨緩。 

相較於其他三類型，本文關注的「民主批評者」應是一個獨特的類型：其比

例在三次總統選後皆相當穩定。這或許部分佐證先前「批判性傾向」的論述：不

論執政黨更替，有相當固定比例的民眾一方面對民主運作抱持批判性的態度，另

一方面又理念上絕對支持民主體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批評者的比例卻也

沒有因時間更替而增加。如前所述，現代化典範預期隨著時間發展，將有愈來愈

多的民眾具有批判性傾向，原因是在世代交替下有愈來愈多的民眾成長在社會經

濟資源豐厚的環境（Dalton 2008；黃信豪 2018）。表 10 卻顯示民主批評者的比

例從 2008 至 2016 年皆相當穩定，並沒有因為新選民的加入與老一輩民眾的凋零

而有所改變。這並不符合現代化典範下的「世代交替」預期。釐清這一類民眾的

特徵，將是接下來的分析重點。 

 

(2) 不同類型民主態度的比較：檢驗民主批評者的特徵 

本文接著將聚焦在釐清批判性公民的特徵。結合批判性公民、選舉輸家的解

釋，我們將透過不同民主態度類型的比較，採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來釐清臺灣二

次政黨輪替後民主批評者的態度來源。研究模型的自變項設定如下：在批判性特

質方面，年齡、教育程度、選舉關心、政治知識、內在與外在效能感設為連續變

項；49在選舉輸家上，選舉輸家、投票無反應設為虛擬變項（對照組為選舉贏家）；

在控制變項上，性別、職業、統獨立場（對照組為維持現狀）設為虛擬變項，現

任者施政評價、回顧性經濟評價則設為連續變項。 

本研究將設定數個分析模型來檢驗先前發展的研究假設。我們將分別估計三

次選後調查資料，並採用「套疊模型」(nested model)的設定，來釐清「批判性傾

向」、「選舉輸家」等解釋途徑的相對影響力。除了關注個別研究變項外，比較套

疊模型可助於瞭解哪項解釋，更可適用於理解臺灣民眾的批判性公民態度。下表

11 至 13 先後列出三個年度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從模型卡方值檢驗來看，本研

究的模型設定對解釋各年度民主態度的不同類型分佈皆具有統計顯著解釋力。接

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解釋與說明實證分析結果。 

首先，按現代化典範，「批判性傾向」解釋預期民主批評者應展現年齡較輕、

教育程度較高、較關心選舉消息、政治知識與內在效能感較高、外在效能感較低

等特質。表 11 至表 13 的分析結果部分支持這項觀點。舉例來說，2008 年，個人

政治知識愈低則顯著傾向是民主離異者；換言之，相較成為民主離異者，政治知

識愈高愈是民主批評者。2012 年，個人外在效能感愈高有愈高的機率是民主滿

意者與順從者，個人選不關心選舉、政治知識愈低、內在效能感愈低，愈傾向是

                                                 
49 筆者曾將年齡以類別變項進行分析（設置 20-29 歲者為對照組，其他的類別為虛擬變項），其

分析結果與設為連續變項相當一致。為簡化模型設置，這裡的分析將年齡以連續變項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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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離異者；換句話說，外在效能感愈低愈是民主批評者（相較成為民主滿意者、

順從者），而愈關心選舉、政治知識與內在效能感愈高愈是民主批評者（相較成

為民主離異者）。2016 年的分析則發現教育程度愈低、政治知識愈高者，愈傾向

是民主滿意者；對選舉愈不關心，愈傾向是民主順從者與民主離異者；內在效能

愈低愈傾向是民主離異者。換句話說，相較民主滿意者，教育程度高與政治知識

低愈是民主批評者；對選舉愈關心愈是民主批評者（相較成為民主順從者）；對

選舉愈關心與內在效能愈高愈是民主批評者（相較成為民主離異者）。以上的分

析結果顯示大多批判性傾向的個人變項能區辨「民主批評者」、「民主順從者」與

「民主離異者」的比較，係數方向也相當符合預期，只有相當少數變項（僅 2016

年的政治知識變項）在解釋滿意者/批評者上與預期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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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民主態度的類型分析：2008 年選後的調查（以民主批評者為對照組） 

 民主滿意者 民主順從者 民主離異者 

 β s.e. β s.e. β s.e. 

常數 0.43 0.55 1.70** 0.61 3.03*** 0.57 

批判性特質       

年齡 -0.22*** 0.07 -0.42*** 0.08 -0.30*** 0.07 

教育程度 -0.03 0.08 -0.09 0.09 -0.06+ 0.08 

選舉關心 0.14+ 0.07 0.03 0.08 -0.05 0.07 

政治知識 -0.06 0.08 -0.15+ 0.09 -0.23** 0.08 

內在效能 0.10 0.08 0.01 0.09 0.02 0.08 

外在效能 0.06 0.08 -0.05 0.09 -0.09 0.08 

贏家-輸家差距       

選舉輸家 -0.44* 0.22 -0.60* 0.24 -0.53* 0.23 

投票無反應 -0.22 0.22 -0.31 0.23 -0.48* 0.22 

控制變項       

女性 -0.09 0.16 0.36* 0.17 0.41* 0.16 

職業       

高階白領 -0.11 0.22 -0.06 0.23 -0.19 0.22 

低階白領 -0.13 0.19 -0.48* 0.22 -0.41* 0.20 

現任者施政評價 0.06 0.07 0.14+ 0.08 -0.15* 0.08 

回顧性經濟評價 0.32*** 0.09 0.38*** 0.10 -0.02 0.10 

統獨立場       

傾向統一 -0.05 0.25 0.23 0.26 0.14 0.25 

傾向獨立 -0.17 0.18 -0.81*** 0.22 -0.66*** 0.20 

樣本數   1613   

χ2(45)   227.08***   

Pseudo R2   0.052   

LR test      

 排除批判性特質(d.f.=18)   75.95***   

 Pseudo R2   0.034   

 排除選舉輸家(d.f.=6)   9.72   

 Pseudo R2   0.049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說明：***p< .001; ** p < .01; * p < .05; +p < .1（雙尾檢定）。

模型通過 IIA 假設的檢驗（Small and Hsiao’s test of IIA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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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民主態度的類型分析：2012 年選後的調查（以民主批評者為對照組） 

 民主滿意者 民主順從者 民主離異者 

 β s.e. β s.e. β s.e. 

常數 -0.50 0.66 0.42 0.69 1.99* 0.78 

批判性特質       

年齡 -0.17* 0.08 -0.34*** 0.08 -0.22* 0.10 

教育程度 0.02 0.09 -0.01 0.09 -0.02 0.11 

選舉關心 0.01 0.08 -0.15+ 0.08 -0.23** 0.09 

政治知識 0.07 0.10 -0.12 0.10 -0.23* 0.12 

內在效能 -0.03 0.08 -0.06 0.09 -0.21* 0.10 

外在效能 0.22* 0.09 0.27** 0.10 0.14 0.11 

贏家-輸家差距       

選舉輸家 -0.58* 0.24 -0.64** 0.25 -0.93*** 0.29 

投票無反應 -0.68** 0.25 -0.77** 0.26 -0.57+ 0.30 

控制變項       

女性 -0.36* 0.17 -0.36* 0.18 -0.25 0.21 

職業       

高階白領 0.87*** 0.24 0.80** 0.26 0.36 0.30 

低階白領 0.58** 0.21 0.59** 0.22 0.29 0.25 

現任者施政評價 0.60*** 0.08 0.65*** 0.09 0.14 0.10 

回顧性經濟評價 -0.08 0.09 -0.11 0.09 0.01 0.10 

統獨立場       

傾向統一 -0.22 0.29 0.18 0.29 0.56+ 0.33 

傾向獨立 -0.46* 0.19 -0.56** 0.21 -0.02 0.23 

樣本數   1654 

406.22*** 

0.096 

  

χ2(45) 

Pseudo R2     

LR test       

 排除批判性特質(d.f.=18)   90.07***   

 Pseudo R2   0.075   

 排除選舉輸家(d.f.=6)   15.91*   

 Pseudo R2   0.093   

資料來源：朱雲漢（2012）。說明：***p< .001; ** p < .01; * p < .05; +p < .1（雙尾檢定）。

模型通過 IIA 假設的檢驗（Small and Hsiao’s test of IIA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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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民主態度的類型分析：2016 年選後的調查（以民主批評者為對照組） 

 民主滿意者 民主順從者 民主離異者 

 β s.e. β s.e. β s.e. 

常數 0.74 0.58 1. 12* 0.61 2.70*** 0.64 

批判性特質       

年齡 -0.19** 0.07 -0.38*** 0.08 -0.45*** 0.08 

教育程度 -0.19** 0.08 -0.15+ 0.09 -0.12 0.09 

選舉關心 -0.04 0.08 -0.15** 0.08 -0.28*** 0.08 

政治知識 0.26** 0.09 0.18+ 0.10 0.08 0.10 

內在效能 -0.04 0.07 -0.05 0.08 -0.18* 0.09 

外在效能 0.09 0.09 0.04 0.10 0.01 0.10 

贏家-輸家差距       

選舉輸家 -0.70** 0.23 -0.08 0.24 0.57* 0.24 

投票無反應 -0.45* 0.22 -0.02 0.23 0.20 0.24 

控制變項       

女性 -0.05 0.16 -0.01 0.17 0.19 0.18 

職業       

高階白領 0.36+ 0.21 0.26 0.23 0.33 0.24 

低階白領 0.01 0.21 -0.07 0.22 -0.16 0.24 

現任者施政評價 0.40*** 0.09 0.44*** 0.09 0.16+ 0.09 

回顧性經濟評價 0.20* 0.09 0.24* 0.10 0.03 0.11 

統獨立場       

傾向統一 -0.18 0.26 0.01 0.26 0.13 0.27 

傾向獨立 -0.23 0.18 -0.37+ 0.20 -0.61** 0.22 

樣本數   1532 

241.45*** 

0.059 

  

χ2(45)     

Pseudo R2     

LR test      

 排除批判性特質(d.f.=18)   42.01***   

 Pseudo R2   0.036   

 排除選舉輸家(d.f.=6)   94.21***   

 Pseudo R2   0.048   

資料來源：黃紀（2016）。說明：***p< .001; ** p < .01; * p < .05; +p < .1（雙尾檢定）。

模型通過 IIA 假設的檢驗（Small and Hsiao’s test of IIA assumption）。 

 

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象徵現代化典範相當關鍵的「年齡」變項，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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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一致地呈現與預期完全相反的結果。表四至表六一致顯示當個人年齡愈低，

對比成為民主批評者，他們是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與民主離異者的機率也顯

著愈高。換句話說，對比其他三類型，年齡較高者較傾向是民主批評者。這與現

代化典範所預設的「世代交替」預期相左。如先前所討論的，現代化典範主張由

於成長在社經資源較豐厚時期，年齡較輕者應更具批判性傾向。然而，這項理論

典範主要來自於學者觀察西方穩定民主國家而來。從個人的民主經驗來看，新興

民主國家如臺灣最大的特點，在於許多民眾仍存有威權時期政治生活的相關記憶，

不如穩定民主國家民主體制對所有民眾皆是「給定」（given）的狀態。以此，強

調個人政治經驗的「政治學習」解釋或許更能契合這項發現（黃信豪 2016；2018）：

年齡愈長的民眾，或許由於有更深刻威權政治生活體驗，因此更能感受民主與非

民主時期政治生活的不同而傾向成為民主批評者：一方面發展對民主體制無條件

的支持，另一方面用更高的標準評價民主體制的運作。 

最後，針對近年來臺灣年輕公民積極踴躍走上街頭批判政府的趨勢，民主批

判者與民主離異者的對比則明確在民主正當性方面指出負面意義。各年度分析結

果一致發現相較成為民主批評者，年齡較輕者愈顯著傾向是民主離異者。這表示

若年輕公民對體制運作感到不滿進而走上街頭，他們也有較高的機會對民主體制

不具理念上支持，而為「民主離異者」。如何強化年輕民眾對民主體制理念上的

支持，顯然是我國未來邁向民主深化的重要課題，也是現階段民主公民教育的重

點。綜合以上討論，本文認為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

（如教育程度、政治知識、關心選舉、政治效能感等），但這些特徵並不完全如

現代化典範預期地集中在年輕人身上，反而是年紀較長的民眾愈是批判性公民，

這應與個人的民主經驗有密切關係。假設 1.1 僅部分成立。 

在說明完「批判性傾向」相關變項的發現後，本文接著將焦點轉向「選舉輸

家」觀點的檢驗。如先前所討論，這項解釋預期當選民支持的政黨在選舉失敗，

他們的民主態度可能會展現「民主批評者」的特性：一方面因利益無法被代表以

及失敗的負面情緒而不滿意民主運作，另一方面寄望於下一次的選舉勝利而表達

對民主體制的情感支持。倘若如此，選舉競爭應不損害民主體制的正當性：輸家

仍願意相信民主體制。此外，他們也可能單純不滿意民主體制運作而成為「民主

離異者」，對民主正當性帶來負面意涵。2008 年與 2012 年總統選後調查的資料

分析結果，相當符合「選舉輸家成為批判性公民」的預期。如表 11、表 12 所顯

示相較於投票給當選者（即國民黨馬英九），投票給落選者（民進黨謝長廷、蔡

英文）的受訪者有顯著較低的機率分別成為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與民主離異

者。換句話說，投票給落選者確實有較高的機會成為民主批評者。投票無反應變

項的係數方向也與輸家相當一致，顯示這些「無反應」的受訪者與投票給落選者

在選後有相似的民主態度。 

對比之下，2016 年選後的分析結果則與其他兩個年度不同。表 13 顯示相較

於投票給當選者（即投票給民進黨蔡英文），投票給落選者（投票給國民黨朱立

倫、親民黨宋楚瑜）有顯著較低的機率是民主滿意者，以及有顯著較高的機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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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離異者。換句話說，投票給落選者有較高的機會是民主批評者以及民主離異

者。投票無反應變項的係數方向，也與投票給落選者相當一致。這顯示藍營選民

在 2016 年面臨第三次政黨輪替後，民主態度出現兩種不同的集體反應：一部分

的選民仍保持對民主體制無條件的支持，成為民主批評者；但也有另一部分的選

民進而對民主體制失去信心，成為民主離異者。總的來說，按 2008、2012 年調

查的分析結果，應得以支持假設 2.1：選舉輸家確實傾向成為批判性公民；然而，

2016 年的選舉輸家態度則較為分歧，顯示藍、綠選民在面對選舉失敗後看待民

主體制出現不同反應。本文在下個部分將具體分析選舉輸家變項影響力在不同時

空環境下的變動。 

在說明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等研究變項的發現與意涵後，表 11 至 13 也透

過套疊模型的設定來檢驗兩者解釋途徑的相對影響力，本研究列出概似比檢驗

（likelihood-ratio test）與 Pseudo R2的等兩項資訊，作為判斷依據。50 結果顯示當

排除「批判性特質」變項，模型概似度（log likelihood）在三個年度的分析裡都

有顯著的改變；排除「選舉輸家」變項，模型概似度則在 2012、2016 年的分析

中有顯著改變。其次，從 Pseudo R2 的變動來看，當三個年度的分析皆顯示排除

「批判性特質」變項的模型解釋度低於排除「選舉輸家」變項的模型。這表示批

判性特質的相關變項（年齡、教育程度、選舉關心、政治知識與內、外在校能）

應對解釋受訪者民主態度更具解釋力。 

最後，控制變項也呈現有趣的研究發現。首先，現任者施政評價與回顧性經

濟評價大致能正向解釋民主滿意者、民主順從者，這符合一般的預期：對執政當

局、過去經濟表現的正向評價，有利於提升民眾對體制運作的滿意程度。從此來

看，政府執政績效對民主正當性仍有重要貢獻。其次，統獨立場的分析結果相當

一致：三個年度的調查皆顯示對比主張維持現狀，傾向獨立者有較高的機率是民

主批評者。換言之，即便在 2016 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傾向獨立者仍對民主體

制運作不滿。這或許與民進黨蔡英文從競選到勝選上任後，在大陸政策上一致維

持溫和、傾向現狀的政策基調有關。或許基於不滿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傾向

獨立者並未在 2016 年後出現民主態度轉趨正面的趨勢。最後，性別與職業在三

次調查的結果並不一致。關於性別、社會階層的民主態度差異，仍有待未來相關

研究釐清。 

 

(3) 不同時間點的比較：民主批評者的變動 

以上的分析讓我們掌握 2008 至 16 年三次總統選後批判性公民態度來源的

                                                 
50 概似比檢驗用來檢驗當分析模型排除特定研究變項後，模型的概似度（log likelihood）是否有

顯著的改變：若有，則表示這些變項對解釋依變項有重要影響，應被納入在分析模型中。然而，

這項指標只能呈現研究變項對依變項有/沒有重要影響的二分結果。其次，Pseudo R2 的變動或可

作為判斷研究變項影響程度的依據。按傳統的迴歸分析，在以完整模型(full model)為對照的基準

下我們可以透過 R2 的變動來得知當排除特定研究變項後，模型將損失多少程度解釋力。儘管類

別分析中的 Pseudo R2 與迴歸分析中的 R2 定義並不相同，但在其他條件設定皆一致的情況下，這

個指標的變動應仍相當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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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圖像。最後，本研究將合併三次調查資料，並設定年度與個人變項的交互作

用效果。交互作用模型主要用來檢驗因果異質性（黃信豪 2007）：本研究主要關

注具批判性公民態度的比例以及研究變項的影響力是否在不同年度有顯著差異。

我們將設定「年齡」、「選舉輸家」等兩組個人因素與「年度」的交互作用效果。

首先，現代化典範的世代交替作用預期屬民主批評者的受訪者隨著時間增加，且

新一代成年民眾更傾向是民主批評者（假設 1.2），這表示年齡有不同影響力。其

次，延續前一部分所發現藍、綠選舉輸家看待民主體制的不同反應，本文將檢證

選舉輸家的變項是否在不同政黨執政時期有顯著不同（假設 2.2）。在先前的分析

基礎上，我們接著以 2008 年的調查為對照組，增加 2012、2016 年的虛擬變項，

以及其與年齡、選舉輸家與投票無反應的交互作用項，結果列於下表七。為了更

具體呈現各類型民主態度以及年齡、選舉輸家等個人變項影響力的跨年度變動，

下圖 4 也按表七估計結果，列出各類別的預測機率以及個人變項的邊際影響力

(marginal effects)。 

圖 4 的左上圖(A)列出三個年度調查中各類民主類型的預測機率。基於表 14

年度係數並無達統計顯著水準，除民主離異者在 2012 年低於民主批評者外，其

他類別的預測機率在三個年度都相對穩定。模型預測結果與表三的描述性統計相

當一致。其次，右上圖(B)呈現年齡對預測民主批評者的作用。亦如表七所示年齡

與年度的交互作用項並無達統計顯著水準，因此圖(B)也一致呈現年齡愈高者，

成為民主批評者的機率也愈高，在考慮標準誤後年齡在三個年度的影響力並無顯

著不同。以此，假設 1.2 預期的世代交替效果無法得到佐證。 

下方的圖(C)、(D)則分別繪製選舉輸家在各個年度成為民主批評者、民主離

異者的機率（為凸顯輸家、贏家的不同，這裡並未列出投票無反應類別的預測機

率）。如表 14 所示，儘管輸家一致有顯著較高的機率成為民主批評者（對比其他

三類，係數分別為-0.84、-1.11、-0.81），但這個變項在 2016 年於預測民主順從者

/批評者、民主離異者/批評者上，與 2008 年的作用有顯著不同（交互作用項係數

分別為 0.97、1.56）。在考慮年度的效果後，可以發現選舉輸家儘管在 2008、2012

年有較高的機率會是民主批評者，但在 2016 年其預測機率則與贏家無顯著差異

（如圖(C)所示）；對比之下，這項投票對象的作用，在 2016 年反倒在預測民主

離異者的機率上有顯著不同（如圖(D)所示）。總的來看，「選舉輸家成為批判性

公民」的研究預期僅在 2008、2012 年綠營選民面對敗選的脈絡下才成立；當 2016

年藍營選民敗選時，則選舉輸家將傾向成為對民主正當性有負面意涵的民主離異

者。從選舉輸家的理論視角來看，如何減緩選舉競爭對民眾民主態度，特別是民

主體制情感支持的影響，會是未來臺灣走向民主深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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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民主態度的類型分析：2008-2016 年（以民主批評者為對照組） 

 民主滿意者 民主順從者 民主離異者 

 β s.e. β s.e. β s.e. 

常數 0.29 0.35 1.22*** 0.38 2.95*** 0.38 

年度       

2012 0.60+ 0.35 0.54 0.37 -0.39 0.39 

2016 -0.25 0.31 -0.20 0.33 0.49 0.33 

批判性特質       

年齡 -0.25*** 0.06 -0.41*** 0.07 -0.30*** 0.06 

 年齡*2012 -0.16 0.08 -0.02 0.09 0.01 0.09 

 年齡*2016 0.13 0.08 0.05 0.08 -0.12 0.08 

教育程度 -0.06 0.05 -0.07 0.05 -0.06 0.05 

選舉關心 0.04 0.04 -0.09* 0.04 -0.18*** 0.05 

政治知識 0.08 0.05 -0.05 0.06 -0.14* 0.06 

內在效能 0.01 0.04 -0.03 0.05 -0.11* 0.05 

外在效能 0.14** 0.05 0.11* 0.05 0.01 0.05 

贏家-輸家差距       

選舉輸家 -0.84*** 0.19 -1.11*** 0.21 0.81*** 0.20 

 選舉輸家*2012 -0.23 0.29 0.01 0.31 -0.22 0.33 

 選舉輸家*2016 0.14 0.28 0.97*** 0.29 1.56*** 0.29 

投票無反應 -0.48* 0.21 -0.59** 0.22 -0.67** 0.21 

 投票無反應*2012 -0.46 0.31 -0.40 0.33 0.03 0.34 

 投票無反應*2016 0.07 0.29 0.61* 0.30 1.00*** 0.30 

樣本數   4799 

870.51*** 

0.068 

  

χ2(69)     

Pseudo R2     

資料來源：游清鑫（2008）、朱雲漢（2012）與黃紀（2016）。說明：***p< .001; ** p 

< .01; * p < .05; +p < .1（雙尾檢定）。模型已涵蓋所有的控制變項，但為簡化表格

本表並未列出其係數（結果與先前分析相當一致），模型已通過 IIA 假設的檢驗

（Small and Hsiao’s test of IIA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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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民主批評者的變動：2008-2016 三次總統選後調查的分析 

說明：來自表七的估計結果，筆者自行繪製。 

 

結合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的解釋，本文將以類型學的視角分析二次政黨輪

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持續與演變，特別是「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本節

的實證分析除了勾勒 2008 至 2016 三次總統選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持續與演

變，也檢驗了按兩者解釋途徑發展的研究假設。首先，在現代化典範的批判性傾

向方面，本研究證實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如教育

程度、政治知識、關心選舉、政治效能感等），但這些特徵並不如預期地集中在

年輕人身上，反而是年紀較長的民眾愈是批判性公民，這應與個人的民主經驗有

密切關係。其次，「選舉輸家傾向是批判性公民」的解釋僅在綠營選民面對敗選

的脈絡下才成立；當藍營選民敗選時，則選舉輸家將傾向成為對民主正當性有負

面意涵的民主離異者。總的來說，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揉合了批判

性傾向、選舉輸家的解釋，這兩項來自西方研究的理論視角，也為我國未來民主

正當性的發展帶來深刻的意涵。 

 

（二） 選舉競爭與「贏家輸家差距」 

1. Putting the ‘Winner-Loser Gap’ within a Local-Election Context: the case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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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winner-loser gaps from the local-level election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generated and how the gaps vary within different electoral 

contex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wo related questions: first, do local-level elections produce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Second, how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vary within different electoral contexts? The papers argues that winner-loser 

gap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also emerge after local-level elections, including 

both winners’ increasing empirical support and losers’ rising normative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the winner-loser gaps 

would perform differently across regio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To explore ‘the winner-loser gap’ issue at the local level, the study conducted an 

original two-wave panel surve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8 Taiwanese municipal 

elections. Taiwan is a new and active democracy in East Asia, often regarded as a 

typical case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Using the pre- and post-election 

survey data, we first analyzed the two dimensions of democratic attitudes among voters 

before and after the election, that i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nd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pplying mixed models to account for regional-level 

effects, we demonstrated that after the 2018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 winner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creases more but losers’ belief concerning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is reinforced more. Moreover, the analysis reports that the 

winner-loser gaps can be extended to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at they would vary across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vote share—the difference in the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between winners and others widens in a district with a smaller vote-share 

differenc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sers and others regarding the post-election 

absolute commitment enlarges as the regional vote-share difference increas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ontribute to confirming the emergence of local-level winner-

loser gap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bringing new insights to the field by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and demonstrating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Taiwan.  

 

2. The Winner-Loser Gaps and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Studying Young 

Democracies  

As known, each election always produces both winners and losers, while no one 

can stand on the winning side forever. If one election simply results in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support for the current system, how can democracies still rely on electoral 

legitimacy to survive? Also, unlike the extant research that have paid major attention to 

national-level elections in older democrac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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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loser status on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local elections by studying a young 

democracy, namely Taiwan.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democracies regarding studying the winner-loser gaps? Several important related issues 

need to be discussed further.  

First, in most situations, local-level elections should be the same as, or at least 

similar to, central-level ones in affecting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essence, citizens do 

the same thing in an election, regardless of its level—they make their voting decisions 

in electoral contests, and then feel satisfied or disappointed with the result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ir choices win or not. In this regard,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should emerge after local elections unless individual voting decisions are not 

made autonomously.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gap.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the 

founders of the research such as Anderson and his colleagues (2005) highlighted the 

problem of “losers’ consent”, indicating that the attitudinal gap between voters led by 

losers’ ambival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gap between voters, 

however, seems to be made by the winning side more greatly. By using several waves 

of panel data during the electoral campaign, Blais and Gélineau (2007) also found that 

there was a general boost i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fter the election among all 

kinds of voters, and that eventual winners are already satisfied with the way democracy 

works than the eventual losers before the election. Curini et al. (2012) investigate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winning and policy preferences on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By re-examining evidence from 12 elections in 5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Esaiasson (2011) demonstrated that most elections resulted in outcomes 

that either build system support or maintain prior levels of system support, and that 

winners were more likely than losers to get a boost in system support. Thus,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the gaps between voter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holding of an 

election itself can help strengthen system legitimacy; for voters, those who stand on the 

winning side would express more support for the system than others. 

Next, the winner-loser gap in system support can be filled up. Or, in other words, 

in some circumstances, losers are willing to accept electoral defeat and express their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system. Democratic justification theory specifie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rincipled democrats are motivated to accept defeat (Dahl 

1989). According to the normative theory, Esaiasson (2011) argued the importance of 

procedural and consequential requirements to system support, demonstrating that the 

effect of winning and losing on post-election system support reduced when voters 

perceived that the election was held properly and believed that the winning majority 

defend the due interests of losers. Moehler (2009) also spec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inner status and perceived legitimacy that was mediated by eval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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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l integrity. The argument that the losers are willing to comply with electoral 

results has been supported by empirical studies. 

For this paper, the last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When employed in young 

democracies, the winner-loser status may lead to more than one attitudinal gap.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system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democracy is the most common measure. In 

research of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evaluations of the way that the extant 

democratic system works refers to as the empirical dimension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The other dimension of support, normative, indic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people 

endorse democratic values, procedures, and institutions but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winner-loser gap research. This aspect is especially crucial in 

transitional polities and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ecause it usually is used to assess 

whether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is seen as ‘the only game’ (Bratton and 

Mattes 2001; Chang 2011; Chu et al. 2008; Chu and Huang 2010; Huang 2011; Rose et 

al. 1998).By analyzing survey data from African young democracies, Moehler (2009) 

found that losers seemed critical of their institutions but willing to defend them against 

manipulation by elected officials, while winners seemed submissive subjects, granting 

unconditional support to their current leaders. He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winner-

loser status may affect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concurrently, 

but the two attitudinal gaps appear in opposite directions. First, because of the belief 

that their preferences or interests are responded by the system, winners are more likely 

to express a higher level of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e.g., be satisfied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urrent democratic system). Second, los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express a stronger degree of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e.g., support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hope for the next election to 

win and accordingly expr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defend democracy. Conceptually, 

losers’ belief about ‘defending democracy’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the idea of 

‘losers’ consent’, carrying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young democrac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inner-loser gaps generated from local election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by studying a young democracy, namely Taiwan. The research in 

this young democratic country has also developed, indicating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winner-loser status on democratic attitudes vary with which party is in power. 

Specifically, 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voters are still willing to express their 

support for democracy when facing defeat in the election; whereas KMT (Kuomintang) 

voter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decline greatly if losing the election (Chang 2009, 

2011; Huang 2011). This indicates the partisan factor, especially the current ruling party 

as the KMT or the DPP,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research. The holding of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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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elections, logically, includes elections in all regional bodies such as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so as to generate multiple winners from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Studying the winner-loser gap issue in local-level elections can account for the factor 

for the ruling party. To sum up, the following pair of hypotheses are established to 

describe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generated from local-level 

elections in Taiwan. this paper expects that after the 2018 local elections, two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between voters emerge and they appear in opposite directions, including the 

winner-loser gap in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and the reverse gap regarding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H1.1: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would increase more 

for winners (The winner-loser gap). 

H1.2: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would rise more for 

losers (The loser-winner gap). 

 

3. The Varying Winner-Loser Gaps within different Electoral Contexts 

The winner-loser gap research addresses how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are 

determined by election resul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utting the idea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then, how do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vary across 

contexts, including regions, countries or time periods? Previous studies have put much 

emphasis on th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nd demonstr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input) and governance qualities (output) in political systems 

(Anderson & Guillory 1997; Anderson et al. 2005; Martini and Quaranta 2019). Other 

contextual factors, especially regional influences,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extensively.  

By studying local elections in a single countr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winner-

loser gaps vary across regions and discusses regional contextual effects. Social contexts, 

generally speaking, refer to various geographic, organizati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Huang 2010, 9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the information 

individuals receive and access is embedded in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people’s 

external surrounding contexts, therefore, can shape their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behaviors by providing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and constraine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Huckfeldt and Sprague 1987). In line with the information-flow 

perspective, one election not only selects leaders periodically, but its whole process, 

from the electoral campaig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results, also determines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that citizens access and obtain. As a result of varying information 

flows embedded within electoral contexts, citizens can develop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such contextual effects, also, may lead to the winner-loser status exe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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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influences on democratic attitudes. 

When it comes to electoral contexts, one of the most relevant regional features to 

determine different information flows is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Citizens residing in regio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would 

obtain different information flows from the electoral campaig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results. In terms of election results,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in a region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nning and losing in vote share. this paper expects that the less 

competitive a regional election is, the larger difference in voter share between winning 

and losing to be, and vice versa. As a resul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winner-loser gaps 

may be extended to the regional level. Simply stated, one less competitive district is 

equal to a non-close election, in whic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voters are winners; on the 

contrary, in a closer or more competitive election, more people are on the losing side. 

The regional-level winner-loser gaps hypothesis is proposed as follow: 

 

H2: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would increase more in 

a less competitive district, yet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would rise more 

in a more competitive distric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flow perspective, regio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may transmit different information flows during the electoral 

campaign, shaping the varying effects of the winner/loser status o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Specifically, in a more competitive district, citizens are expected to be 

exposed to more campaign-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comes from party mobilization, 

interpersonal contact, political advertising, and so on. Highly mobilized in this context, 

citizen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election results, then generating more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when being winners (or losers). As suggested by previous studies 

highlighting the emotion-driven approach,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ir winner-loser status when surrounding such information 

flows. As a result, regardi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such as evaluations of 

the current democratic system, the winner-loser gap may become wider in a more 

competitive district:  

 

H3: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the winner-loser gap in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would widen in a more competitive district. 

 

A less competitive district may spread its specific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winner-loser gap performing differently. This paper expects that citizens in a less 

competitive or not-close election can easily grasp the result-rela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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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hand, so they more or less are able to foresee the results. For losers, the electoral 

defeat is predictable when surrounded by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it if the election was generally held in a proper way. By contrast, a 

closer election is likely to receive criticism from the losing side for its procedural or 

substantive deficiencies. As a result, the information in a district with less electoral 

competition would let losers hope for the next election immediately rather than stay 

depressed in the current electoral defeat, increa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defend 

democracy. Extending H1.2,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last hypothesis as follow: 

 

H4: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the loser-winner gap in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would widen in a less competitive distr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this paper extends the winner-loser gap 

issue to the regional level, and elaborates on how the gaps perform differently across 

regio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The next section introduces 

the employed data and measurement in this study.  

 

4. Data and Measurement 

Data 

The winner-loser gap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ost-election difference between voter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and attributes it to their voting choices in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urpose, analyzing panel surveys with a before-after design 

that include identical measures is a better way to trace the emergence of the winner-

loser gap. The empirical part of this paper relies on data from a two-wave panel surve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8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51 

The two-wave panel survey initiated on October 9, 2018, about 7 weeks before the 

local elections (held on 24 November).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framework, the first-wave survey spent 8 days and interviewed 1,237 adult respondents 

by telephone. After the elections, the second wave reinterviewed the original 

respondents from December 3 to 8. In the end, 643 respondents were successfully 

reinterviewed. The reinterview rate of the panel survey reaches 52.0 %. Noteworthy, 

the two waves were conducted within a few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he elec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esign should be able to minimize the impacts of non-electoral 

events on the responses. 

 

                                                 
51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he Survey Research Center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 

R.O.C.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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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inner-loser gap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especially 

generated from the local-level elections. As mentioned before, both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former, widely 

adopted in the winner-loser gap research, is measured by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he questionnaire asked respondents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functioning of the democratic system. The resulting item of satisfaction is 

scored with a 5-point Likert scale from 1 (extremely dissatisfied) to 5 (extremely 

satisfied). The normative support refers to whether people firmly endorse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Rose and his colleagues’ (1998: 91-119) 

idea for ‘competition with regimes’, both support for democratic rule and rejection of 

undemocratic alternatives need to be considered together in young democracies. Since 

the majority of citizens experience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life from non-democratic to 

democratic rule, different types of regime would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mind. 

This study employed a question to measure the normative support by a binary 

distinction between ‘holding’ and ‘not holding’ an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representing respondents’ unconditional preference for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52 The two proxies were contained both in the pre-and post-election survey, 

allowing us to compare respondents’ views before and after the election. By including 

the pre-election measures in the models, this study can effectively estimate changes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support after the ele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eing an electoral winner or loser, respondents in the 

second wave of the survey were asked which mayoral or magisterial candidate they 

voted for. By matching this information against the actual election results of the 

municipal elections, the winner-loser status is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electoral 

losers, winners, and non-responses (for those who were not will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 on voting choices). The non-responses were still considered in the study 

to avoid the sample size problem in the follow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winner-loser gap hypotheses, this paper expects that the changes in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vary according to being an electoral winner or loser: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of Taiwa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creases more for 

winners yet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rises more for losers (H1.1 & H1.2). 

In add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electoral contexts on the winner-

                                                 
52 The question provided three options and asked respondents to choose one as the closest statement to 

their opinion: (1) democracy is always preferable to any other kind of government, (2)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can be preferable to a democratic one, (3) for people like me,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we have a democratic or a nondemocratic regime. ‘Having an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refers to the option (1), and ‘Not having an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includes options (2)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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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er gap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As discussed before,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in districts determines different information flows voters 

receive and access during the whole electoral process, from the electoral campaig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results. The study established the electoral-context factor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record of the municipal elections, defining it by the county/city-

level difference in vote share between the winner and the runner-up. The vote-share 

difference is a positive variable at the regional level, originally ranging from 0.25 (in 

Taipei city) to 45.65 (in Hualien county) percent. To avoid our results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outliers, this paper uses the log transformation to make the measure less skewed. 

The resulting variable is from -1.386 to 3.821, where the higher the score, the less 

competitive the district is. According to the winner-loser gap hypothesis extending to 

the regional level, this paper expects that after the elections, as the regional vote-share 

difference increases, both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creases and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declines (H2). The reason is that more proportion of winners 

appear in a less competitive district, and more voters are on the losing side when 

residing in a region with a close election. 

In lin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are expected to vary across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vote 

share. First, this paper anticipates that the winner-loser gap i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would enlarge in a county/city with a smaller difference in vote share (H3). 

Citizens in a more competitive district are exposed to more campaign-related 

information, then generating more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when being winners 

(or losers). As a result, their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are affected by the winner-loser 

status more greatly. Second, this paper expects to see that the loser-winner gap in 

having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would widen as the regional vote-share 

difference increases (H4). Citizens in a less competitive or not-close election are 

surrounded by the result-related information. For losers,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let 

losers hope for the next election immediately rather than stay depressed in the current 

electoral defeat, increa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defend democracy. 

At last, two evaluations of the election,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election outcomes, 

are considered in the following analysis, because related evaluations of the election can 

mediate the winner-loser difference in system support (Esaiasson 2011; Moehler 2009). 

Respondents’ attention to the election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cluding sex, age 

(and the squared term), and educational level are held constan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ll the variables are presented in the Appendix.  

 

5. Empirical Results 

The Winner-loser Gaps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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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part of this paper is based on data from a two-wave panel survey before 

and after the 2018 Taiwanese municipal elections. The section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winner-loser gaps from pre- to post-election, including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empirical support) and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normative support). 

According to the winner-loser classification made before, Table 1 presents the 

mean/proportion in each camp who expressed supportive views in the pre- and post-

election waves of the survey and its change from before to after the election. 

 

表 15  選後民主滿意度與絕對民主承諾的變化 

Satisfaction with D Before After Changea 

Losers 2.51 2.68 0.17* 

Non responses 2.55 2.59 0.04 

Winners 2.30 2.69 0.39*** 

Total 2.43 2.67 0.24*** 

Winner-loser difference a  -0.21+ 0.01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 Before After Change 

Losers 34.78% 38.35% 3.57% 

Non-responses 29.52% 26.67% -2.85% 

Winners 30.50% 30.50% 0.00% 

Total 32.19% 33.28% 1.09% 

Winner-loser difference b -4.28% -7.85%*  

Source: By author. The observations were 643. a Significance tests for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were conducted using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independent and paired sample 

t test). b Significance tests for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were Chi-square test.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Regarding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as no 

substantial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either the pre- or post-election surveys, 

meaning that all respondents’ satisfaction headed to the same direction from before to 

after the elections. Specifically, both electoral winners and losers express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the post- than in the pre-election 

period (+0.39 and +0.17). In terms of holding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the table presents that the winner-loser gap became wider and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after the elections. The respondents who stood on the losing side became more 

supportive of democracy a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with the percentage of having 

the commitment increasing from 34.78% to 38.35%. However, winners’ commitment 

remained stable and non-responses’ normative support even decreased by about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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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 comparison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he elections in the winner-loser 

gap at least carries two important messages. First, an election, even at the local level, 

can enhance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results report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of 

Taiwan, both the two aspects of democratic attitudes increased (or at least maintained 

the prior level) in the aggregate. The holding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helps strengthen 

citizens’ support for democracy. Second, local-level elections should result in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As shown, after the 2018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creased more for the respondents who 

cast a vote for a candidate as the winner, and the belief concerning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rose more for those who stood on the losing side. Unlike the two camps, 

however, non-responses’ satisfaction remained stable and their commitment even 

declined after the election, probably reflecting their alienation from the system.  

The following analysis examines the winner-loser gaps more rigorously. This 

study conducted multivariate models that seek to explain the post-election attitudes 

with the pre-election attitudes, the winner-loser status, the two evaluations of the 

election, attention to the election and sever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study applied 

mixed models to the purpose of accounting for regional-level variation. This method 

assumes the level-1 observations (respondents) nested in each level-2 unit (county or 

city). Despite the single-country dataset in this study, mixed models estimate both fixed 

and random parameters simultaneously and predict multilevel effects. It is appropriate 

for improving the estimation of effects within individual units because it partitions 

variance and covariance components among levels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7). To 

examine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level variation, the estimated models were specified with random intercepts. 

The study used the linear and logit link functions to estimate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nd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individually.  

Table 2 presents the estimates of the models that explain the post-election two 

attitudes. In the table, Model 1.1 and Model 2.1 are the results from conventional 

regression models including the initial attitudes and the indicators of the winner-loser 

status only (non-responses are the reference group); Model 1.2 and Model 2.2 add all 

of the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as well as random intercepts (U0) for a more rigorous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when the pre-election attitudes are controlled, after the 

election winner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loser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hold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p<0.1), 

respectively. The two effects produced by the winner-loser status, then, remain stable 

(and even more significant, p<.05) in the following two models in which the other 

variables and regional-level error terms ar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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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地方選舉的贏家輸家差距：預測選後態度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Model 1.1a Model 1.2c Model 2.1b Model 2.2 

   s.e.   s.e.   s.e.   s.e. 

Intercept 1.25 0.14*** 1.12 0.25 -2.19 0.30*** -4.89 1.14*** 

Initial satisfaction 0.53 0.03*** 0.51 0.03     

Initial absolute commitment     2.99 0.22*** 3.04 0.30*** 

Winner-loser status         

Winners 0.24 0.13+ 0.25 0.13* 0.16 0.33 -0.06 0.20 

Losers 0.12 0.13 0.21 0.11+ 0.55 0.32+ 0.53 0.24* 

Male   -0.06 0.08   0.18 0.29 

Age   -0.01 0.01   0.05 0.05 

Age (squared)   0.00 0.00   0.00 0.00 

Educational level    0.04 0.02+   -0.17 0.11 

Attention to the election   -0.03 0.03   0.14 0.09 

Evaluations of the election         

Procedural fairness   0.13 0.02***   0.14 0.07* 

Election outcome   0.02 0.04   0.13 0.09 

Variance components         

U0   0.01 

1.17 

  0.02 

 Level-1,r     

Goodness of fit         

Adj- R2(OLS); Pseudo- R2 

(logit) 

0.27   0.47   

Deviance    1957.18   1072.69 

Source: By authors.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There are 636 level-1 

observations and 21 level-2 observations. a.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estimates. b. Binomial logit estimates. c. The estimated method is REML in HLM 7.03. 

 

As per expectations, an election, even at the local level, still be able to generate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In the 2018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s, respondents who were winners could get a larger boost from electoral 

victory in being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democratic system. It is probably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ir preferences responded by the system so as to generate positive 

emotions to the election results. The losing side of respondents, on the other hand, did 

not necessarily hold negative views on democracy. They were more willing to express 

their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hoped for th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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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to win back. These results strongly support the first pair of hypotheses (H1.1 

& H1.2). Accordingly,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Taiwan, either electoral winning or losing 

enables citizens to heighten support for democracy: the former contributes to the 

empirical support and the latter is beneficial to the normative support.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how Taiwanese citizens view democracy positively, implying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this young democracy. 

Other findings from Table 2 are interesting as well. Model 1.2 reports that losers 

may have higher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p<.05),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losers can also get a boost from the election in support for their democracy system 

(Blais and Gélineau 2007). Evaluations of procedural fairness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oth the satisfaction and absolute commitment after the elections. As suggested, the 

evaluations ca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inner-loser status and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Esaiasson 2011; Moehler 2009). If this is true, then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e winner-loser status generated after the local-level elections may well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tudy found her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lectoral Contexts: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 in Districts 

After confirming the two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generated by the winner-loser 

status in the local elections, the study finally estimated two mixed models to test the 

effects of electoral contexts on the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and absolute commitment 

separately. Extending Model 1.2 and 2.2, the following two models add the vote-share 

difference (with the log transformation) as a level-2 variable to estimate intercepts and 

the slopes of the winner-loser indicators. The models test whether the contextual factor 

can expl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H2) and the winner-loser gaps 

further (H3 & H4) while the other variables are held constant. The results are reported 

in Table 3. For brevity, this paper only reports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and robust 

standard error related to the contextual effects.53  The results for all the individual 

variabl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results in Table 2.  

How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vary within different electoral 

contexts? For the contextual effects, the regional vote-share difference has direct effects 

on increasing the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and on decreasing the likelihood of holding 

the post-election absolute commitment (β = 0.09 & -0.17). In line with H2, a higher 

                                                 
53 The robust standard error is appropriate for datasets having a more number of level-2 units (more than 

30, in general). Although the number of level-2 units in our dataset is less than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nly 21), we still employ this measure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re is only one level-2 variable 

added in the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one in ten rule” in statistics, the model estimation would be robust. 

Besides, our two-wave survey data enable us to exclude the impacts of non-electoral events on the 

responses because of the short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waves. We believe that this feature of data allows 

u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by reporting the results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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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winners are in a district with a larger vote-share difference, and more 

voters are losers in a district where the vote-share difference is smaller. These results 

meet our expectations, and the regional-level winner-loser gaps hypothesis can be 

confirmed (H2). 

 

表 17  選舉脈絡的影響：地區得票差異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Model 1.3)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Model 2.3) 

   s.e.a   s.e. a 

Intercept 0.89 0.25** -4.56 1.17*** 

Ln(vote-share difference) 0.09 0.02** -0.17 0.05*** 

Winner-loser status     

Winners 0.49 0.13*** -0.04 0.19 

Ln(vote-share difference) -0.12 0.03***   

Losers 0.20 0.11+ 0.04 0.27 

Ln(vote-share difference)   0.23 0.07** 

Variance components     

U0 0.003  0.035  

UK 0.017  0.021  

Level-1,r 1.16    

Deviance 1960.72  1700.12  

Source: By authors. +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All the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have been controlled for but are not listed for brevity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across models). a This ‘s.e.’ column shows the robust standard error. The estimated method is 

REML in HLM 7.03. 

 

The rest of Table 3 reports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vote share can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winner-loser status and the two post-election democratic 

attitudes. For the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the vote-share difference would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inners (β = -0.12), indicating that the winners’ higher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decreases as the regional vote-share difference increases. In other words, 

the winner-loser gap in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becomes wider in a 

district with a more competitive election. As hypothesized, citizens in a closer election 

are exposed to more campaign-related information, then generating more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s to the results. Such information flow can enlarge the winner-loser 

gap in post-electio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Regarding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this electoral-context factor could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being losers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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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indicating that losers are more likely to hold the post-election absolute 

commitment when residing in a region with a larger vote-share difference. This means 

that the loser-winner gap in having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would 

widen as a regional election is less competitive. As discussed previously, the electoral 

result is predictable in a not-close election. The result-related information lets losers 

stop being depressed about the current defeat. Instead, they hope for the next election 

and express their willingness to defend democracy. Overall, our two hypotheses (H3 & 

H4) developed from the information-flow perspective can be confirmed. 

To evaluate how the winner-loser gaps vary within different electoral contexts 

more clearly, Figure 1 shows both predicted values of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nd 

the predicted probability of holding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by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vote-share difference. Her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vote share can moderate the winner-loser gaps in the two democratic 

attitudes, respectively. The black line refers to the winner/loser indicator variables, and 

the gray one represents the reference group. All other variables have been held at the 

mean level. 

 

 

 

圖 5  預測選後民主態度：贏家輸家地位的不同影響 

Note: The graphs include point estimates and 2 standard errors (approximat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The black and gray lines represent the dummy variables for winners(a)/losers(b) and 

the others, respectively. 

 

As illustrated in Figure 1(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inners and others (namely 

losers and non-responses) in predicte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narrow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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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vote-share difference increases.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competitive the 

district’s election is, the larger difference between winning and non-winning in the post-

election satisfaction to be, meaning that electoral winners can get more boost in system 

support within a more competitive context. On the contrary, in a less competitive 

electoral context where the vote-share difference is about over 7.5 percent (that is, 

around over 2 after using log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espondents regarding the promoting effect generated from the election results. Second, 

as shown in Figure 1(b), the gap between losers and others in the predicted probability 

of holding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enlarges in a district with a larger 

vote-share difference. As illustrated,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group of others, including 

winners and non-responses, holds the post-election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would be quite low within a less competitive electoral context. In this regard, except 

for our expectations that losers’ perceptions are shaped by the result-related information, 

winners seem to be submissive after the electoral victory so unable to express their 

preference for democracy. In this sense, if one acknowledges the importance of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then not only ‘losers’ consent’ but 

also ‘winners’ submissiveness’ needs to be noticed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三） 小結 

本章討論選舉進程與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新興民主國家民眾的民主態度。透過

臺灣的個案研究，我們呈現民主正當性如何隨著民主選舉的發展、運行而深化。

帶入批判性公民、選舉輸家的理論視角，本章首先關注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

民主態度的發展；其此，以 2018 年地方選舉為例，分析選舉競爭是否直接導致

贏家與輸家在民主態度上的差距，並驗證選舉脈絡（競爭程度）的影響。 

本章的研究發現如下。首先，二次政黨輪替過後臺灣民眾的民主滿意度與民

主支持仍隨著選舉政治的週期性運作而持續上升，這對我國民主正當性發展是相

當正面的訊息；在各民主態度的變動上，研究關注的「民主批評者」與其他三類

不同：三次總統選後的比例皆相當穩定。不同類型的比較證實臺灣的批判性公民

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包括教育程度與政治知識較高，較關心選舉、

較高內在效能感與較低外在效能感等，但這些特徵並不如預期地集中在年輕人身

上，反而是年紀較長的民眾。本文認為新興民主國家較短暫的民主體制經歷以及

隨之而來的個人政治經驗差異，或許可以為臺灣批判性公民的這項特徵提出解釋。

再者，「選舉輸家傾向是批判性公民」的解釋僅在綠營選民面對敗選的脈絡下才

成立；當藍營選民敗選時，則選舉輸家將傾向成為對民主正當性有負面意涵的民

主離異者。總的來說，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揉合了批判性傾向、選

舉輸家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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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 2018 選舉為例，本研究透過定群追蹤證實民主滿意度、民主支持

皆有顯著的贏家輸家差距：贏家選後的民主滿意度較高，但輸家選後較具絕對民

主支持。分析結果顯示選舉競爭並未對我國的民主正當性帶來傷害，反而是有深

化、正面促進的效果。此外，研究也證實贏家輸家差距可以延伸到地區層次，且

民主態度的差異將因所屬縣市選舉競爭程度不同而異。從社會脈絡的資訊流觀點

應能解釋地區得票差異降低，贏家輸家選後滿意度差異增加以及絕對民主支持差

異減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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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討論 

（一） 研究發現及意涵 

本計畫以「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為核心關懷。我們將從比較視野探索

當代大眾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並釐清個人公民權利、義務的

認知如何對政治行動」帶來促進影響；其次，我們也探討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進

程、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態度。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包括「公民身份認識

與政治行動」、「選舉競爭與民主深化：臺灣的個案」兩部分。主要研究發現統整

如下： 

 

1. 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 

本計畫首先以「公民身份認識」為焦點，透過比較視野來呈現不同民主國家

民眾對公民義務（規範認知）、權利（權利意識）認識的樣態與趨勢；同時，我

們也採用「理性抉擇途徑」來解釋這項認知對個人政治行動的影響。其次，我們

也以臺灣為個案，說明民眾如何獲取、習得對公民身份的認識。在分析 2004、

2014ISSP 超過 20 個民主國家的調查資料後，研究發現公民規範認知、權利意識

應分別能透過道德激勵、效益認知來促進個人的政治行動；此外，公民身份認識

與政治行動的關聯性在穩定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有明顯的差異：在穩定民主

國家有較強的促進作用。這應顯示個人在穩定政治（民主）環境中，有較強的政

治學習作用。 

另一方面，在公民身份認識的源起上，我們也發現不論跨國比較或臺灣個案

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皆符合強調個人累積政治經驗的「個人政治學習」觀點：

穩定民主國家個人的公民規範認知符合隨年齡增加而認知深化的預期；新興民主

國家年長、年輕者的變動則有明顯不同，顯示個人的政治生活經歷應是重要的區

辨因素。就臺灣的實證分析，本文也發現年齡對公民義務、自主參與認知都帶來

顯著的正面效果，且最年輕群體在這兩項認知都是較低的一群；兩年度調查的比

較也顯示各年齡層民眾的好公民認知皆無提升現象，而是按個人累積政治經驗的

不同而展現相異樣態。 

 

2. 選舉競爭與民主深化：臺灣的個案 

本計畫討論分析選舉進程與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新興民主國家民眾的民主態

度。透過臺灣的個案研究，我們將呈現民主正當性如何隨著民主選舉的發展、運

行而深化。首先，在二次政黨輪替後的發展上，批判性公民的比例在 2008 至 2016

年皆相當穩定，其他類型分佈則隨選舉結果而變動。其次，不同類型的比較證實

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但這些特徵並不如預期地集

中在年輕人身上，反而是年紀較長的民眾。再者，「選舉輸家傾向是批判性公民」

的解釋僅在綠營選民面對敗選的脈絡下才成立；當藍營選民敗選時，則選舉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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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傾向成為對民主正當性有負面意涵的民主離異者。總的來說，臺灣的「批判性

公民」的態度來源揉合了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的解釋。本研究之發現反映了臺

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正當性持續往深化方向發展，但年輕公民的態度與選舉

競爭的作用，卻也為我國的民主正當性帶來隱憂。 

其次，以 2018 選舉為例，本研究透過定群追蹤證實民主滿意度、民主支持

皆有顯著的贏家輸家差距：贏家選後的民主滿意度較高，但輸家選後因寄望下次

選舉，反倒較具絕對民主支持。這也顯示選舉競爭並未對我國的民主正當性帶來

傷害，而是有深化、正面促進的效果。此外，研究也證實贏家輸家差距可以延伸

到地區層次，且民主態度的差異將因所屬縣市選舉競爭程度不同而異。從社會脈

絡的資訊流觀點應能解釋地區得票差異降低，贏家輸家選後滿意度差異增加以及

絕對民主支持差異減少的趨勢。 

 

（二） 研究貢獻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計畫針對公民身份認識、民主態度的實證研究帶來相當重要的意涵。本報

告最後統整各項主題的研究貢獻與未來研究方向如下： 

 

1. 公民身份認識與政治行動 

本研究針對公民身份認識的實證分析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前所述，本研究

有清楚的理論對照：Dalton 的「好公民」認知轉變解釋架構：美國（與其他西方

民主國家）在長期社經現代化影響下，大眾的公民規範認知已出現從「義務」朝

向「參與」的理念轉變。從比較視野來看，本文針對近 20 個國家的分析並不支

持 Dalton 的觀點。我們針對穩定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的比較突顯了另一項

可能的影響來源：民主經驗。隨著民主程序的穩定、常軌化，大眾理應在過程中

更能瞭解政治參與、表達自身意見的意義。以此，相關研究未來或許可進行大規

模的跨國比較研究，特別關注民主經驗對深化大眾公民精神的歷程。 

除了世代交替解釋，本文提供另一個理解大眾如何獲取、習得公民規範認知

的解釋框架：當考慮外在政治環境，個人態度傾向可能會因政治生活經驗而產生

不同的反映。對我國來說，本文的發現意涵臺灣雖已歷經二次政黨輪替，但民主

公民教育與公民精神的深化，顯然還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可以理解的，年輕公

民由於政治經驗尚淺，認知上具高度可塑性。如何讓年輕民眾深化各面向民主公

民精神，包括公民義務、自主參與到社群責任等，或許將是臺灣未來走向民主深

化與穩定發展的關鍵基石。 

未來相關研究可從兩方面進一步拓展。第一，除了義務、權利面向的個別認

知外，民眾如何權衡這兩者可能的衝突應是下一個階段公民身份認識的研究重點。

第二，除了政治行動外，公民身份認識作為一經驗變項，應可更全面的探討其政

治效果，例如如何影響個人對政治體系、政治規則甚至於執政當局的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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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舉競爭與民主深化：臺灣的個案 

本研究針對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分析也具重要的意涵。首先，從 2008 至 2016

年三次總統選後調查來看，本文發現週期性的政黨輪替對民主確實帶來深化的影

響；另一方面，我們也證實了藍、綠陣營選民的民主態度，在面對支持的政黨敗

選後出現明顯不同的反應。這表示儘管臺灣已跨越了二次政黨輪替的里程碑，但

民眾的民主態度值得持續研究者關注，特別是如何隨選舉政治連動而變化。本計

畫已以 2018 年地方選舉為案例，分析選舉結果對民主態度的影響。未來也持續

關注 2020 年中央層級選舉對民主正當性深化的後果。 

其次，本文以「民主態度」為焦點，發現臺灣的批判性公民並不符合按西方

民主國家所發展的現代化典範解釋—特別是年輕公民。相反地，年輕民眾反而傾

向是對民主體制不具理念上支持的「民主離異者」。如何強化年輕民眾對民主體

制理念上的支持，顯然是我國邁向民主深化的當務之急。最後，儘管本文嘗試以

批判性公民為焦點，釐清近期我國公民運動興盛對民主正當性的意涵，但不可諱

言地民主態度與政治參與的關聯性仍有待釐清。未來的研究或許可特別著重在探

討那些曾走向街頭的公民，除了將民主態度當作自變項以探討他們的行動如何被

驅動外，甚至也可研究抗議經驗對民主態度，包括認知、情感與評價的形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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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計畫規劃電訪案之前、後測問卷 

 

2018 年 10 月黃信豪老師電訪案_公民參與調查（前測） 

 

您好，我們是中正大學的學生，我們的老師正在做一項有關民眾對社會議題看

法的研究，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請問您家中（臺：厝內）有幾位年滿二十歲

（臺：20 歲以上）的人？其中有幾位是男性（臺：查埔）？ 那麼，麻煩請

________來聽電話好嗎？（訪員請按戶中抽樣原則抽出受訪者）我們想請教他

一些問題，謝謝！ 

（依照戶中抽樣抽出第一受訪者，若受訪者不在，請詢問晚上九點半以前會不

會回來？如果會回來，請約訪。如果不會回來，請訪問第二受訪者。） 

（可更換受訪者）  

戶中抽樣的總人數請讓受訪者自行認定。若受訪者為最年輕的男性／女性，請

找年滿二十歲的最年輕男性／女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接下來會請教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對

錯（臺：對還是不對），也沒有標準答案，請您告訴我您心中的想法就好。 

                                                                       

社會上有各式各樣（臺：各種）跟公共事務有關的行動。請您告訴我您「過去

一年」是否曾去做過以下行動？ （不主動提供範例） 

                                                                       

公民參與（6 題） 

1-1、請問您是否簽名連署、請願過？（例如：公民投票的簽名）(此例子不主

動提供)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請問您是否參加過政治集會、造勢活動或遊行？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請問您是否找過民意代表、公職人員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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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請問您是否透過媒體（電視、廣播、網路等）表達您的看法？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請問您是否還（臺：甘鴨各罵）參加過其他與公共議題相關（臺：有關）

的行動？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1-1～1-5 題皆回答「否」追問第 1-6 題，任一回答「是」即跳題第 2 題） 

1-6、關於以上這些行動，您以後可能會做，還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做？ 

01 以後可能會做 02 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做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公民責任感（2 題） 

2、不同的人對投票有不同的看法。請問您覺得投票是一種公民責任，還是可以

選擇投與不投？（第 2 題回答 01 追問第 3 題，回答其他選項者跳第 4 題） 

01 是一種公民責任 02 可以選擇投與不投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投票是一種責任」的感受對您來說有多強烈？是非常不強烈、不太強烈、

有一點強烈，還是非常強烈？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強烈 02 不太強烈 03 有一點強烈 04 非常強烈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政治效能感、民主態度（5 題） 

4、不同的人對政治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

有任何影響力。」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同意 02 不太同意 03 有點同意 04 非常同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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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臺：不會睬）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請問

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同意 02 不太同意 03 有點同意 04 非常同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有人說：「政治有時候（臺：有時陣）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

不懂（臺：舞袂清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同意 02 不太同意 03 有點同意 04 非常同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以下有三種關於民主政治的看法，請問您的看法比較（臺：卡）接近哪一

種？ 

01 不管什麼情況，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臺：濟度）。 

02 在有些情況下，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臺：卡賀）。 

03 對我來說，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一樣。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臺灣目前民主政治實行的情形滿不滿意（臺：咁有滿

意）？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有關政黨的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黨情感極化】 

9、如果用 0 到 10 來表示一個政黨令人討厭的程度，0 表示「完全不令人討

厭」，10 表示「非常令人討厭」，分數越高表示越討厭。請問 0 到 10，您會給國

民黨多少？ 

【請訪員填入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協

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88 

 

 

10、那您會給民進黨多少？【請訪員注意：分數越高表示越討厭】 

【請訪員填入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協

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立場極化】 

11、如果用 0 到 10 來表示您對台灣獨立或兩岸統一的看法，0 表示「台灣應該

儘快宣布獨立」，10 表示「兩岸應該儘快統一」。請問 0 到 10 您的看法在哪

裡？ 

【請訪員填入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協

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2、如果 0 一樣表示「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10 一樣表示「兩岸應該儘快

統一」。請問 0 到 10，您認為國民黨的位置在哪裡？ 

【請訪員填入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協

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如果 0 一樣表示「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10 一樣表示「兩岸應該儘快

統一」。請問 0 到 10，您認為民進黨的位置在哪裡？ 

【請訪員填入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協

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施政滿意度評估（中央、地方） 

14、整體來說，請問您對蔡英文總統這兩年多的施政（臺：季警）表現滿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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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臺：咁有滿意）？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再來（臺：擱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有關今年縣市長選舉的問題。 

                                                       

15、請問您的戶籍（臺：戶口）是設在哪個縣市（臺：底叨位）？ 

【新竹、嘉義請訪員確認是縣還是市】 

01 臺北市 02 新北市 03 桃園市 04 臺中市 05 臺南市 06 高雄市 07 基隆市 

08 新竹縣 09 新竹市 10 苗栗縣 11 彰化縣 12 南投縣 13 雲林縣 14 嘉義縣  

15 嘉義市 16 屏東縣 17 宜蘭縣 18 花蓮縣 19 臺東縣 20 澎湖縣 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請問是臺北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松山區 02 信義區 03 大安區 04 中山區 05 中正區 06 大同區 07 萬華區 

08 文山區 09 南港區 10 內湖區 11 士林區 12 北投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2、請問是新北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板橋區 02 三重區 03 中和區 04 永和區 05 新莊區 06 新店區 07 樹林區 

08 鶯歌區 09 三峽區 10 淡水區 11 汐止區 12 瑞芳區 13 土城區 14 蘆洲區 

15 五股區 16 泰山區 17 林口區 18 深坑區 19 石碇區 20 坪林區 21 三芝區 

22 石門區 23 八里區 24 平溪區 25 雙溪區 26 貢寮區 27 金山區 28 萬里區 

29 烏來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3、請問是桃園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桃園區 02 中壢區 03 大溪區 04 楊梅區 05 蘆竹區 06 大園區 07 龜山區 

08 八德區 09 龍潭區 10 平鎮區 11 新屋區 12 觀音區 13 復興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4、請問是臺中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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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區 02 東區 03 南區 04 西區 05 北區 06 北屯區 07 西屯區 08 南屯區 

09 太平區 10 大里區 11 霧峰區 12 烏日區 13 豐原區 14 后里區 15 石岡區 

16 東勢區 17 新社區 18 潭子區 19 神岡區 20 大雅區 21 大肚區 22 沙鹿區 

23 龍井區 24 梧棲區 25 清水區 26 大甲區 27 外埔區 28 大安區 29 和平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5、請問是臺南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中西區 02 東區   03 南區   04 北區   05 安平區 06 安南區 07 永康區  

08 歸仁區 09 新化區 10 左鎮區 11 玉井區 12 楠西區 13 南化區 14 仁德區  

15 關廟區 16 龍崎區 17 官田區 18 麻豆區 19 佳里區 20 西港區 21 七股區  

22 將軍區 23 學甲區 24 北門區 25 新營區 26 後壁區 27 白河區 28 東山區  

29 六甲區 30 下營區 31 柳營區 32 鹽水區 33 善化區 34 大內區 35 山上區  

36 新市區 37 安定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6、請問是高雄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楠梓區 02 左營區 03 鼓山區 04 三民區 05 鹽埕區 06 前金區 07 新興區  

08 苓雅區 09 前鎮區 10 旗津區 11 小港區 12 鳳山區 13 大寮區 14 鳥松區  

15 林園區 16 仁武區 17 大樹區 18 大社區 19 岡山區 20 路竹區 21 橋頭區  

22 梓官區 23 彌陀區 24 永安區 25 燕巢區 26 田寮區 27 阿蓮區 28 茄萣區  

29 湖內區 30 旗山區 31 美濃區 32 內門區 33 杉林區 34 甲仙區 35 六龜區  

36 茂林區 37 桃源區 38 那瑪夏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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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請問是基隆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中正區 02 七堵區 03 暖暖區 04 仁愛區 05 中山區 06 安樂區 07 信義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8、請問是新竹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竹北市 02 竹東鎮 03 新埔鎮 04 關西鎮 05 湖口鄉 06 新豐鄉 07 芎林鄉 

08 橫山鄉 09 北埔鄉 10 寶山鄉 11 峨眉鄉 12 尖石鄉 13 五峰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9、請問是新竹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並

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東區   02 北區   03 香山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0、請問是苗栗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苗栗市 02 苑裡鎮 03 通霄鎮 04 竹南鎮 05 頭份市 06 後龍鎮 07 卓蘭鎮 

08 大湖鄉 09 公館鄉 10 銅鑼鄉 11 南庄鄉 12 頭屋鄉 13 三義鄉 14 西湖鄉 

15 造橋鄉 16 三灣鄉 17 獅潭鄉 18 泰安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1、請問是彰化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彰化市 02 鹿港鎮 03 和美鎮 04 線西鄉 05 伸港鄉 06 福興鄉 07 秀水鄉 

08 花壇鄉 09 芬園鄉 10 員林市 11 溪湖鎮 12 田中鎮 13 大村鄉 14 埔鹽鄉 

15 埔心鄉 16 永靖鄉 17 社頭鄉 18 二水鄉 19 北斗鎮 20 二林鎮 21 田尾鄉 

22 埤頭鄉 23 芳苑鄉 24 大城鄉 25 竹塘鄉 26 溪州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2、請問是南投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南投市 02 埔里鎮 03 草屯鎮 04 竹山鎮 05 集集鎮 06 名間鄉 07 鹿谷鄉 

08 中寮鄉 09 魚池鄉 10 國姓鄉 

11 水里鄉 12 信義鄉 13 仁愛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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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請問是雲林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斗六市 02 斗南鎮 03 虎尾鎮 04 西螺鎮 05 土庫鎮 06 北港鎮 07 古坑鄉 

08 大埤鄉 09 莿桐鄉 10 林內鄉 11 二崙鄉 12 崙背鄉 13 麥寮鄉 14 東勢鄉 

15 褒忠鄉 16 臺西鄉 17 元長鄉 18 四湖鄉 19 口湖鄉 20 水林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4、請問是嘉義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太保市 02 朴子市 03 布袋鎮 04 大林鎮 05 民雄鄉 06 溪口鄉 07 新港鄉 

08 六腳鄉 09 東石鄉 10 義竹鄉 11 鹿草鄉 12 水上鄉 13 中埔鄉 14 竹崎鄉 

15 梅山鄉 16 番路鄉 17 大埔鄉 18 阿里山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5、請問是嘉義市的什麼區？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他，

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東區   02 西區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6、請問是屏東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屏東市 02 潮州鎮 03 東港鎮 04 恆春鎮 05 萬丹鄉 06 長治鄉 07 麟洛鄉 

08 九如鄉 09 里港鄉 10 鹽埔鄉 11 高樹鄉 12 萬巒鄉 13 內埔鄉 14 竹田鄉 

15 新埤鄉 16 枋寮鄉 17 新園鄉 18 崁頂鄉 19 林邊鄉 20 南州鄉 21 佳冬鄉 

22 琉球鄉 23 車城鄉 24 滿州鄉 25 枋山鄉 26 三地門鄉 27 霧臺鄉  

28 瑪家鄉 29 泰武鄉 30 來義鄉 31 春日鄉 32 獅子鄉   33 牡丹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7、請問是宜蘭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宜蘭市 02 羅東鎮 03 蘇澳鎮 04 頭城鎮 05 礁溪鄉 06 壯圍鄉 07 員山鄉 

08 冬山鄉 09 五結鄉 10 三星鄉 11 大同鄉 12 南澳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8、請問是花蓮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花蓮市 02 鳳林鎮 03 玉里鎮 04 新城鄉 05 吉安鄉 06 壽豐鄉 07 光復鄉 

08 豐濱鄉 09 瑞穗鄉 10 富里鄉 11 秀林鄉 12 萬榮鄉 13 卓溪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19、請問是臺東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臺東市 02 成功鎮 03 關山鎮   04 卑南鄉 05 鹿野鄉 06 池上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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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東河鄉 08 長濱鄉 09 太麻里鄉 10 大武鄉 11 綠島鄉 12 海端鄉 

13 延平鄉 14 金峰鄉 15 達仁鄉   16 蘭嶼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20、請問是澎湖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馬公市 02 湖西鄉 03 白沙鄉 04 西嶼鄉 05 望安鄉 06 七美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21、請問是金門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金城鎮 02 金沙鎮 03 金湖鎮 04 金寧鄉 05 烈嶼鄉 06 烏坵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5-22、請問是連江縣的什麼鄉鎮市？ 【如果來不及找到選項，請先選 90 其

他，並在問卷問完後回來修改】 

01 南竿鄉 02 北竿鄉 03 莒光鄉 04 東引鄉 

90 其他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柯文哲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2、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朱立倫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3、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鄭文燦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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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_4、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佳龍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5、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賴清德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6、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陳菊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有

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7、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右昌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邱鏡淳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9、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智堅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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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0、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徐耀昌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1、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魏明谷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2、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明溱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3、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李進勇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4、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張花冠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96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5、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涂醒哲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6、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潘孟安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7、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聰賢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傅焜萁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19、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黃健庭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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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20、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陳光復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21、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陳福海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6_22、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劉增應擔任縣市長以來的表現滿不滿意（臺：咁

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選舉關心、訊息接受】 

17、請問您對這次(2018 年)的縣市長選舉關不關心（臺：咁有關心）？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完全不關心 02 不太關心 03 還算關心 04 非常關心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8、請問在這次(2018 年)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有多常透過各種方式與管道去了

解選舉的消息（包括電視、報紙、網路、廣播、宣傳單、聽別人說或與人討論

等等），是完全都沒有、很少、有時（臺：有時陣），還是常常？  

01 完全都沒有 02 很少 03 有時 04 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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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丁守中 02 姚文智 03 柯文哲 04 李錫錕 05 吳萼（ㄜˋ）洋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2、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侯友宜 02 蘇貞昌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3、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陳學聖 02 鄭文燦 03 朱梅雪 04 楊麗環 05 吳富彤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4、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盧秀燕 02 林佳龍 03 宋原通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5、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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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思博 02 黃偉哲 03 林義豐 04 許忠信 05 蘇煥智 06 陳永和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6、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韓國瑜 02 陳其邁 03 璩（ㄑㄩˊ）美鳳 04 蘇盈貴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7、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謝立功 02 林右昌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8、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楊文科 02 鄭朝方 03 徐欣瑩 04 葉芳棟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9、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許明財 02 林智堅 03 謝文進 04 黃源甫 05 李驥群 06 郭榮睿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0、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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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徐耀昌 02 徐定禎 03 黃玉燕 04 朱泰平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1、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王惠美 02 魏明谷 03 洪敏雄 04 黃文玲 05 白雅燦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2、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林明溱 02 洪國浩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3、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張麗善 02 李進勇 03 林佳瑜 04 王麗萍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4、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吳育仁 02 翁章梁 03 吳芳銘 04 林國龍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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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_15、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黃敏惠 02 涂醒哲 03 蕭淑麗 04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6、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蘇清泉 02 潘孟安 03 李鎔任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7、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林姿妙 02 陳歐珀 03 林信華 04 陳秋境 05 林錦坤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8、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徐榛蔚 02 劉曉玫 03 黃師鵬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19、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饒慶鈴 02 劉櫂（ㄓㄠˋ）豪 03 彭權國 04 黃裕斌 05 鄺（ㄎㄨㄤˋ）麗

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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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20、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賴峰偉 02 陳光復 03 吳政隆 04 鄭清發 05 呂華苑 06 陳大松 

07 翁珍聖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21、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楊鎮浯 02 洪志恒 03 陳福海 04 汪承樺 05 謝宜璋 06 洪和成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9_22、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會把票投給哪一

個候選人？（按先前的問的戶籍「縣市」，列出候選人（隨機跳選，或按姓名筆

畫）【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劉增應 02 蘇柏豪 03 魏耀乾 04 朱秀珍 

88 投廢票 89 尚未決定 92 不會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最後，我們要請教您一些個人的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在目前國內的政黨（臺：競凍）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臺：卡）支持哪

一個政黨？ 

【如果受訪者回答「選人不選黨」，請追問非選舉時期（臺：謀酸ㄍㄧˋ欸時

尊）整體而言較支持哪一個政黨？】 

回答「01~06，09~21 者，續問第 20a 題，不問第 20b 題」 

回答「08、91~98 者，不問第 20a 題，跳問第 20b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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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國民黨 02 民進黨 03 新黨 04 親民黨 05 臺聯 06 綠黨 09 時代力量  

10 民國黨 11 社民黨 12 樹黨 13 和平鴿聯盟黨 14 自由臺灣黨  

15 信心希望聯盟 16 無黨團結聯盟 17 中華統一促進黨 18 軍公教聯盟黨  

19 臺灣獨立黨 20 大愛憲改聯盟 21 健保免費連線  

08 都不支持  

96 看情形 97 沒意見 98 不知道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a、請問您支持（受訪者回答的黨）的程度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通通（臺：

普通普通）？ 

01 非常支持 02 普普通通 

95 拒答 96 看情形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b、那請問您有沒有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 ？ 

【如果受訪者回答無法判斷的選項，請選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並填寫歸

類處理單】 

01 偏國民黨 02 偏民進黨 03 偏新黨 04 偏親民黨 05 偏臺聯 06 偏綠黨  

09 偏時代力量 10 偏民國黨 11 偏社民黨 12 偏樹黨 13 偏和平鴿聯盟黨  

14 偏自由臺灣黨 15 偏信心希望聯盟 16 偏無黨團結聯盟  

17 偏中華統一促進黨 18 偏軍公教聯盟黨 19 偏臺灣獨立黨  

20 偏大愛憲改聯盟 21 偏健保免費連線  

08 都不偏 

96 看情形 97 沒意見 98 不知道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21、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臺：出心ㄟ）？ 

（說不出的改問：您今年幾歲？由訪員換算成出生年：即 107－歲數＝出生年

次） 

   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 

                                             

22、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臺：讀到多高）？ 

【若回答大專，請詢問是專科還是大學】 

    01 不識字及未入學 02 小學 03 國、初中 04 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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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專科 06 大學 07 研究所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23、請問您的父親（臺：爸爸）是本省客家人（臺：客人）、本省閩南（臺：河

洛）人、大陸各省市人、原住民（臺：完祖名）還是新住民（臺：新祖名）？ 

【如果受訪者回答無法判斷的選項，請選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並填寫歸

類處理單】 

    01 本省客家人 02 本省閩南人 03 大陸各省市 04 原住民 05 新住民  

    98 不知道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24、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什麼？ 

【請記得追問：公、私立？公、民營？是主管、職員或勞工？公司請問有無雇

人？】 

【自由業或回答過於籠統者，請追問詳細工作內容，您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臺：你主要ㄟ康饋是做蝦米）？】 

【如果受訪者回答項 905、906，請續問 24a】  

【如果受訪者回答 901、902、903、904 選項，請續問 24b】 

【請依照追問規則完整記錄受訪者的職業內容】 

【如果受訪者回答無法判斷的選項，請選 9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並填寫歸

類處理單】  

101 民意代表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營事業主管 

104 民營事業主管 105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  

106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  

201 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2 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3 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204 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205 會計師 206 公立教育機構教師 207 私立教育機構教師  

208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 209 律師  

210 宗教工作者 211 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  

212 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 213 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214 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215 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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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 302 民營事業職員  

303 買賣業務人員  

401 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  

501 農林漁牧  

6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 602 民營事業勞工  

701 學生  

801 軍警調查局人員  

901 家管沒有做家庭代工續問 24b 902 家管有做家庭代工 續問 24b 

903 家裡有事業，有幫忙但未領薪水續問 24b  

904 家裡有事業，有幫忙且領薪水續問 24b 

905 失業者續問 24a  906 退休者 續問 24a 

9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995 拒答  

                                                              

24a、請問您以前（臺：卡早）（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 

【請記得追問：公、私立？公、民營？是主管、職員或勞工？公司請問有    

無雇人？】【自由業或回答過於籠統者，請追問詳細工作內容，您主要的工作內

容是？（臺：你主要ㄟ康饋是做蝦米）】 

【請依照追問規則完整記錄受訪者的職業內容】  

【如果受訪者回答無法判斷的選項，請選 9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並填寫歸

類處理單】  

101 民意代表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營事業主管 

104 民營事業主管 105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  

106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  

201 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2 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3 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204 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205 會計師 206 公立教育機構教師 207 私立教育機構教師  

208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 209 律師  

210 宗教工作者 211 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  

212 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 213 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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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215 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3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 302 民營事業職員  

303 買賣業務人員  

401 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  

501 農林漁牧  

6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 602 民營事業勞工  

701 學生  

801 軍警調查局人員  

9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995 拒答  

                                                                  

24b、請問您先生（或太太）的職業是什麼？（若已失業、退休者，請追問失

業、退休前的職業） 

【請記得追問：公、私立？公、民營？是主管、職員或勞工？公司請問有    

無雇人？】【自由業或回答過於籠統者，請追問詳細工作內容，主要的工作內容

是（臺：你主要ㄟ康饋是做蝦米）？】 

【請依照追問規則完整記錄受訪者的職業內容】  

【如果受訪者回答無法判斷的選項，請選 9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並填寫歸

類處理單】  

101 民意代表 102 政府行政主管 103 公營事業主管 

104 民營事業主管 105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  

106 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  

201 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2 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  

203 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204 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  

205 會計師 206 公立教育機構教師 207 私立教育機構教師  

208 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 209 律師  

210 宗教工作者 211 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  

212 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 213 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214 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 215 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3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 302 民營事業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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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買賣業務人員  

401 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  

501 農林漁牧  

601 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 602 民營事業勞工  

701 學生  

801 軍警調查局人員  

901 配偶已去逝 902 沒有配偶（含已離異） 

9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995 拒答  

                                                                     

我們的訪問就到此結束，您的意見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下次有機會再訪問

您，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內建題 

1、受訪者性別 

    01 女性 02 男性 

2、訪問使用語言 

    01 國語 02 臺語 03 客語 04 國、臺語 05 國、客語 

3、您覺得受訪者的合作態度是？ 

   01 非常合作 02 合作 03 不合作 04 非常不合作 

4、您覺得受訪者對問題是否感到敏感？ 

   01 非常敏感 02 敏感 03 不敏感 04 非常不敏感 

5、您覺得受訪者回答問題的可信度是？ 

   01 大部分不可信 02 有些不可信 03 大致可信 04 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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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黃信豪老師電訪案_公民參與調查（後測） 

 

您好，我們是中正大學的學生，我們的老師正在做一項有關民眾對社會議題看法

的研究。請問您家中（臺：厝內）那位民國__年出生，戶籍在__縣/市的先生/小

姐（女士）在嗎？【系統帶入】我們曾經在 10 月份時訪問過他，現在想再請教

他一些問題，麻煩請他來聽電話好嗎？謝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是那位曾在 10 月份接受過訪問，民國__年出生，戶籍在__縣/市的先生/小

姐（女士）嗎？【系統帶入】 

(確認為該受訪者後，再繼續進行開頭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戶籍確認【系統帶入】。 

【請訪員依確認之戶籍直接點選】 

01 臺北市 02 新北市 03 桃園市 04 臺中市 05 臺南市 06 高雄市 07 基隆市 

08 新竹縣 09 新竹市 10 苗栗縣 11 彰化縣 12 南投縣 13 雲林縣 14 嘉義縣  

15 嘉義市 16 屏東縣 17 宜蘭縣 18 花蓮縣 19 臺東縣 20 澎湖縣 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  

95 拒答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接下來會請教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對

錯（臺：對還是不對），也沒有標準答案，請您告訴我您心中的想法就好。 

 

社會上有各式各樣（臺：各種）跟公共事務有關的行動。請您告訴我您「過去

兩個月」是否曾去做過以下行動？（不主動提供範例） 

                                                                      

公民參與（6 題） 

2-1、請問您是否簽名連署、請願過？（例如：公民投票的簽名）(此例子不主

動提供)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請問您是否參加過政治集會、造勢活動或遊行？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請問您是否找過民意代表、公職人員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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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請問您是否透過媒體（電視、廣播、網路等）表達您的看法？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請問您是否還（臺：甘鴨各罵）參加過其他與公共議題相關（臺：有關）

的行動？ 

01 是 02 否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2-1～2-5 題皆回答「否」追問第 2-6 題，任一回答「是」即跳題第 3 題） 

2-6、關於以上這些行動，您以後可能會做，還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做？ 

01 以後可能會做 02 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做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公民責任感（2 題） 

3、不同的人對投票有不同的看法。請問您覺得投票是一種公民責任，還是可以

選擇投與不投？（第 3 題回答 01 追問第 4 題，回答其他選項者跳第 5 題） 

01 是一種公民責任 02 可以選擇投與不投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投票是一種責任」的感受對您來說有多強烈？是非常不強烈、不太強烈、

有一點強烈，還是非常強烈？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強烈 02 不太強烈 03 有一點強烈 04 非常強烈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政治效能感、民主態度（5 題） 

5、不同的人對政治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

有任何影響力。」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同意 02 不太同意 03 有點同意 04 非常同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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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臺：不會睬）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請問

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同意 02 不太同意 03 有點同意 04 非常同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以下有三種關於民主政治的看法，請問您的看法比較（臺：卡）接近哪一

種？ 

01 不管什麼情況，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臺：濟度）。 

02 在有些情況下，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臺：卡賀）。 

03 對我來說，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一樣。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臺灣目前民主政治實行的情形滿不滿意（臺：咁有滿

意）？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接下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有關政黨的問題 

                                                                      

【政黨情感極化】 

9、如果用 0 到 10 來表示一個政黨令人討厭的程度，0 表示「完全不令人討

厭」，10 表示「非常令人討厭」，分數越高表示越討厭。請問 0 到 10，您會給國

民黨多少？ 

【請訪員填入正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

協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10、那您會給民進黨多少？【請訪員注意：分數越高表示越討厭】 

【請訪員填入正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

協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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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題立場極化】 

11、如果 0 一樣表示「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10 一樣表示「兩岸應該儘快

統一」。請問 0 到 10，您認為國民黨的位置在哪裡？ 

【請訪員填入正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

協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如果 0 一樣表示「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10 一樣表示「兩岸應該儘快

統一」。請問 0 到 10，您認為民進黨的位置在哪裡？ 

【請訪員填入正整數，98 不知道（請確認後再填入）、95 拒答、91 請督導過來

協助處理】 

   __________ 

   95 拒答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施政滿意度評估（中央、地方） 

13、整體來說，請問您對蔡英文總統這兩年多的施政（臺：季警）表現滿不滿

意（臺：咁有滿意）？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再來（臺：擱來），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有關今年縣市長選舉的問題。 

                                                                      

【選舉關心、訊息接受】 

14、請問您對這次(2018 年)的縣市長選舉關不關心（臺：咁有關心）？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完全不關心 02 不太關心 03 還算關心 04 非常關心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票對象】 

15_1、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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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丁守中 02 姚文智 03 柯文哲 04 李錫錕 05 吳萼（ㄜˋ）洋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2、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侯友宜 02 蘇貞昌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3、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陳學聖 02 鄭文燦 03 朱梅雪 04 楊麗環 05 吳富彤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4、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盧秀燕 02 林佳龍 03 宋原通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5、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高思博 02 黃偉哲 03 林義豐 04 許忠信 05 蘇煥智 06 陳永和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6、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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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韓國瑜 02 陳其邁 03 璩（ㄑㄩˊ）美鳳 04 蘇盈貴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7、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謝立功 02 林右昌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8、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楊文科 02 鄭朝方 03 徐欣瑩 04 葉芳棟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9、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許明財 02 林智堅 03 謝文進 04 黃源甫 05 李驥群 06 郭榮睿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0、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徐耀昌 02 徐定禎 03 黃玉燕 04 朱泰平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1、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王惠美 02 魏明谷 03 洪敏雄 04 黃文玲 05 白雅燦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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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2、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林明溱 02 洪國浩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3、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張麗善 02 李進勇 03 林佳瑜 04 王麗萍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4、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吳育仁 02 翁章梁 03 吳芳銘 04 林國龍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5、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黃敏惠 02 涂醒哲 03 蕭淑麗 04 黃宏成台灣阿成世界偉人財神總統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6、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蘇清泉 02 潘孟安 03 李鎔任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7、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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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林姿妙 02 陳歐珀 03 林信華 04 陳秋境 05 林錦坤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8、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徐榛蔚 02 劉曉玫 03 黃師鵬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19、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饒慶鈴 02 劉櫂（ㄓㄠˋ）豪 03 彭權國 04 黃裕斌 05 鄺（ㄎㄨㄤˋ）麗

貞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20、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賴峰偉 02 陳光復 03 吳政隆 04 鄭清發 05 呂華苑 06 陳大松 

07 翁珍聖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21、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01 楊鎮浯 02 洪志恒 03 陳福海 04 汪承樺 05 謝宜璋 06 洪和成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_22、請問在這次的縣市長選舉中，您把票投給哪一個候選人？ 

（候選人選項隨機） 

   【請訪員要依序由上到下唸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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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劉增應 02 蘇柏豪 03 魏耀乾 04 朱秀珍 

88 投廢票 92 沒有去投票 93 沒有投票權     

95 拒答 98 忘記了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舉過程評價】 

16、整體來說，請問您認為這次縣市長選舉的過程公不公平？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公平 02 不太公平 03 還算公平 04 非常公平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柯文哲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2、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侯友宜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3、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鄭文燦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4、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盧秀燕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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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5、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黃偉哲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6、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韓國瑜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7、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右昌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楊文科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9、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智堅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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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0、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徐耀昌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1、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王惠美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2、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明溱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3、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張麗善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4、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翁章梁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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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5、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黃敏惠當選市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6、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潘孟安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7、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林姿妙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8、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徐榛蔚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19、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饒慶鈴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0 

 

 

17_20、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賴峰偉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21、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楊鎮浯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_22、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於劉增應當選縣長的選舉結果滿不滿意？ 

（臺：咁有滿意）（按受訪者戶籍地縣市） 

【訪員請先詢問方向，並追問強弱程度】  

01 非常不滿意 02 不太滿意 03 還算滿意 04 非常滿意 

95 拒答 96 很難說 97 無意見 98 不知道 

91 請督導過來協助處理 

                                                                     

我們的訪問就到此結束，您的意見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下次有機會再訪問

您，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請訪員唸完上述感謝語之後，按左邊『掛掉電話更改答案』，並且填寫內建題。 

                                                                  

內建題 

1、受訪者性別 

    01 女性 02 男性 

2、訪問使用語言 

    01 國語 02 臺語 03 客語 04 國、臺語 05 國、客語 

3、您覺得受訪者的合作態度是？ 

   01 非常合作 02 合作 03 不合作 04 非常不合作 

4、您覺得受訪者對問題是否感到敏感？ 

   01 非常敏感 02 敏感 03 不敏感 04 非常不敏感 

5、您覺得受訪者回答問題的可信度是？ 

   01 大部分不可信 02 有些不可信 03 大致可信 04 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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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年會（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PSA）是全世界政治學領域

中最具規模的學術組織之一，在政治學界頗具聲望與影響力。該學會通常在年會前一年九至十月開

始公開徵求稿件（call for proposal），經不同領域小組審查後決定最終中選論文。年會固定在 4 月份

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的 Palmer House Hilton 舉行。2019 年度會議為該組織第七十七次年會，會

議時間為 2019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7 日。按照前例，會議進行的模式以專題小組討論（panel）、圓

桌會議（roundtables）與海報張貼（poster）、新進學者討論會（Junior Scholar Symposium）為主，

內容則涵蓋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係、政治學方法論等各個政治學次領域。與會者包括來自

世界各地的政治學學者。 

本人的研究論文 ‘Critical Citizens’ or ‘Electoral Losers?’A Panel Study of 2018 Taiwan’s 

Local Election，在 2018 年 10 月通過論文發表審查（paper proposal），並被安排「民意：測量、政

策與影響」（Public Opinion: Measurements, Policy, and Influence）小組下發表論文（論文摘要見本報

告附件）。除了本人外，在此一小組下另有三篇文章發表，作者皆是在美國高校任教（或就讀）的

學者。本小組的與談人是來自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 Alon Peretz Kraitzman 與來自 University 

of Vienna 的 Julia Partheymuller 兩位教授。 

本人的論文關注民主正當性的重要議題：民眾對民主體制的態度，如何受選舉競爭所影響。論

文延續「贏家輸家差距研究」（winner-loser gap research）的途徑，探討臺灣民眾在 2018 年地方選

舉過後，民主滿意度如何受自身投票對象是否當選所左右。本文的經驗資料，是來自本計畫 2018

年選前、選後委託中正大學民調中心所進行的電話調查。研究發現選舉結果確實造成民眾在民主滿

意度上「贏家」與「輸家」的差距：贏家在選後更滿意民主體制的運作。然而，這項差距卻可以被

選舉運作的正面評價所彌平。更重要的是，贏家輸家差距只存在於選前對民主體制沒有絕對支持的

受訪者；反觀絕對支持民主體制的民眾，選後並無出現贏家輸家差距。這表示選後贏家輸家差距的

存在，是有條件的。換言之，透過良好的選舉辦理、提升選民對民主體制的支持，將可彌平選舉競

爭對民主正當性的負面影響。針對個人的論文，評論人給予相當實質的修改建議，例如是否考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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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民主態度的類型化討論，以及採用進階的方法來分析定群調查資料等。 

 

除了個人研究成果的發表外，在有限的時間內，我也參與其他場次對「中國政治」與「政治

行為」主題的討論，讓本人獲益良多。以外，我也前往書展，購買數本最新相關學術專書。參加

此次會議也讓本人有機會接受到國外學者提出的觀點與分析方法，對於相關領域的發展狀況，本

人有更深刻的認識與體會。 

 

二、與會心得 

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是全世界相當知名的政治學學會組織。該組織每年所舉辦的年會都吸引

全球知名的政治學者參與，能夠每年都在此會議發表論文，本人深感榮幸。 

本人今年以「贏家輸家差距」為主題，發表以臺灣為個案的實證研究發現。或許臺灣的民主化

歷程相較其他新興民主國家走的較為順遂，以臺灣為基礎的實證研究近年來在國際學術會議的能

見度比起從前下降許多。透過探討選舉競爭對民主正當性的影響，本篇論文或許能夠向國外的學術

社群介紹臺灣民主化的成就與特點，特別是民眾的民主態度如何隨著選舉進程而持續深化。經過這

一次會議的參與，本人獲益良多，也期許未來在相關議題上能繼續做出更多貢獻。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含發表 panel相關訊息） 

 

‘Critical Citizens’ or ‘Electoral Losers’? 

A Panel Study of 2018 Taiwan’s Local Elec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gap between electoral winners and losers i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by identifying 

citizens’ normative support for democracy as a precondition. We argue that this normative support—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can distinguish ‘critical citizens’ from 

‘electoral losers’. By using a two-wave panel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he 2018 Taiwanese local elec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winner-loser gap in normative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mocr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election. The results confirm that election outcomes lead to the winner-loser gap i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but it can be mediated by positive evaluations of electoral management. More importantly, effects derived from 

the winner-loser gap research exist only among citizens who do not hold the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before the election, but not among those who initially hold the commit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electoral management to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winner-loser gap for assessing it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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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人在參與 2019 年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年會後，有以下三項建議與個人看法： 

 

第一、相關單位應鼓勵更多的政治實證研究。除了長期累積的調查資料外，近年來調查實驗

與實驗設計在政治學實證研究中也相當盛行。相關單位或可鼓勵更多的實證研究，以累積臺灣特

色的政治學研究。 

 

第二、鼓勵研究人員參與國際研討會。作為一新興民主國家，臺灣的政治發展應可被其他民

主化中或可能潛在發展民主化國家所借鏡。相關單位或可鼓勵研究人員多多參與國際研討會，提

升臺灣研究成果的能見度。 

 

第三、加強研究人員與國際學術單位的實質交流，並設法取得更多的實證研究資料，並鼓勵

對跨國比較的實證政治行為研究，有效提升學術的研究品質。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國外最新政治學相關著作的出版清單。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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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2019 年 9 月 2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美國政治學會年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是全世界政治學領域中最具

規模的學術組織，在政治學界頗具聲望與影響力。該學會每年皆舉辦年度研討會，會議進行的模式

為按依「政治學次領域」或「研究區域」區分各研究小組，以專題小組討論（panel）或圓桌會議

（roundtables）進行。基於 APSA 在政治學界的重要影響力，該組織舉辦的年會，每年皆吸引世界

各地的政治學者參與盛會，尋求發表的機會。2019 年 APSA 年會於 8 月 29 日到 9 月 1 日，在美國

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舉行，會場包括鄰近的三個飯店。 

在 2018 年 12 月 APSA 年會徵文時（call for paper），本人便投稿相關論文摘要於「台灣研究小

組」與「政治行為」次領域小組。最後，本人的論文幸運地得以入選於「台灣研究小組」（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發表。本人的論文主題為“Putting the ‘Winner-Loser Gap’ within a Local-

Election Context: A Panel Study from Taiwan”，被安排在“New Theories and New Evidence: Studies of 

Turnout and Election in Taiwan”場次下發表。除了本人外，在此一場次下另有三篇文章發表，作者是

分別來自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 Christopher H. Achen 教授、來自 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 的 Karl 

Ho教授，以及來自臺灣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俞振華副研究員。本場次由來自University of St. Thomas

的 Hans Stockton 擔任主持人，評論人則是來自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的 Timothy S. Rich 教授

以及臺灣中研院政治所的林政楠助理研究員。 

本人的論文同樣採用本計畫在 2018 年地方選舉選前、選後委託中正大學民調中心所進行的電

話調查。延續 4 月的研究，論文探討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態度。不同於以往「贏家輸家差

距研究」（winner-loser gap research），本文不只探討對民主滿意度，也研究選舉結果如何影響民眾

對民主體制的支持。此外，本文也關注不同縣市選舉競爭程度，如何造成不同贏家、輸家的效果。

研究發現選舉結果同時形塑選民在民主滿意度、民主支持的不同差距：贏家在選後更滿意民主體制

的運作，但輸家在選後更支持民主體制。此外，這些贏家、輸家差距也被證實可延伸至地區層級，

且受地區選舉的競爭程度所影響。本文嘗試採用社會脈絡的資訊流觀點，解釋縣市選舉的競爭程度

如何左右選民選前、選後的民主態度差異。針對個人的論文，評論人給予相當實質的修改建議，包

計畫編號 MOST 106－2628－H－003－003－SS2 

計畫名稱 民主深化與大眾公民精神：比較脈絡下的臺灣公民 

出國人員

姓名 
黃信豪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師大公領系教授 

會議時間 
2019 年 8 月 29 日至

2019 年 9 月 1 日 
會議地點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 

會議名稱 
(中文)2019 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 

(英文) The 2019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發表題目 
(英文) Putting the ‘Winner-Loser Gap’ within a Local-Election Context: A Panel Study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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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問題意識與因果關係的再釐清、以及不同模型設置方式等。 

除了個人研究成果的發表外，在有限的時間內，我也全程參與了臺灣研究小組其他場次的討

論，讓本人獲益良多。以外，我也前往書展，購買數本最新相關學術專書。參加此次會議也讓本

人有機會接受到國外學者提出的觀點與分析方法，對於相關領域的發展狀況，本人有更深刻的認

識與體會。 

 

二、與會心得 

美國政治學會是全世界相當知名的政治學學會組織。該組織每年所舉辦的年會都吸引全球頂

尖、知名的政治學者參與，而其所編輯的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PSR），更是

頂級的政治學期刊。因此，本人能夠有機會在此會議上發表論文是相當榮幸的。 

延續四月的研究，本人發表的研究探討民眾對民主體制的看法，如何受選舉競爭與選舉結果所

影響。APSA 的臺灣研究小組，是相當少數以臺灣為關注焦點的國際學術社群。本篇論文或許能夠

向國外的學術社群介紹臺灣民主化的成就與特點，特別是民眾的民主態度如何隨著選舉進程而持

續深化。經過這一次會議的參與，本人獲益良多，也期許未來在相關議題上能繼續做出更多貢獻。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含發表 panel相關訊息） 

 

Putting the ‘Winner-Loser Gap’ within a Local-Election Context: 

A Panel Study from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winner-loser gaps generated from the local-level elections in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and how the gaps vary within different electoral contex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Based on the pre- and post-electi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he 2018 Taiwanese municipal elections, the 

paper presents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winners’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creases more but losers’ 

belief concerning absolute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is reinforced more. Moreov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winner-loser gaps can be extended to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ey would vary across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vote shar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onfirm the emergence of winner-loser gaps in democratic 

attitudes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s, bring new insights to the field by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low, 

and demonstrate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Taiwan.  



The 2019 CGOTS Schedule at APSA 
 

 

8:00 AM – 9:30 A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Fairchild East) 

Panel Title: Reunderstand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Status Quo? The One-China 

Policy? 

 

Chair: Robert Sutte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Discussants: Scott Kastner,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nd Kuen-Da Lin,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 Neo U.S. One-China Policy? Content Analyzing Obama’s and Trump’s Positions 

Dean Chen, Ramapo College of New Jersey 

Yao-Yuan Yeh,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The Polariz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since 2016: the Status Quo at Stake 

S. Philip Hs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Mikulas Fabry,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ionalism, Alliances, and Geopolitics: US-China-Taiwan Ties under Trump and Xi 

 Vincent Wei-cheng Wang, Adelphi University 

 

 

10:00 AM – 11:30 A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Fairchild East) 

Panel Title: New Theories and New Evidence: Studies of Turnout and Election in Taiwan 

 

Chair: Hans Stockton,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Discussants: Timothy S. Rich,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and Nick Lin, Academia Sinica 

 

Declining Voter Turnout in Taiwan: A Generational Effect? 

T.Y. Wang,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Christopher H. Ac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Reverse Coattails Effects and Electoral Fortune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s 

Kuan-chen Lee, Academia Sinica 

Karl Ho, University of Texas, Dallas 

 

Critical Citizens or Electoral Losers? A Panel Study of 2018 Taiwan’s Election 

Hsin-hao Hu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Impact of Polling Primaries on Electoral Performance 

Eric Chen-hua Y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2:00 PM – 1:30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Fairchild East) 

Panel Titl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Taiwan: Old Topics and New Angles   

 

Chair: Da-Chi Liao,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Discussants: Lu-Chung Dennis Weng,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and Ching-Hsing 

W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mocratic deficit in Taiwa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Chilik Yu, Shih Hsin University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in Taiwan: from Ma Ying-jou to Tsai Ing-wen 

T.Y. Wang,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Su-Feng Ch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till Far from My Expectation: Does Income Inequality Hurt Democracy? 

Yi-Tzu Li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e of Force in Weak States 

Kuan-Sheng Wu, Purdue University 

Yao-Yuan Yeh,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Fang-Yu Che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ustin Horng-En Wang, Duke University 

 

 

2:00 PM – 3:30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Fairchild East) 

Panel Title: Legislative Politics and Emerging Social Issues in Taiwan 

 

Chair: Wei-ting Yen,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Discussants: Wei-ting Yen, 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 and Fang-Yu Che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lection Cycle and Roll Call Requests: Identifying the Target Audience 

Weihao Huang, Academia Sinica 

Greg Chih-Hsin Shee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lectoral Rules, Party Discipline, and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in Taiwan 

Nick Lin, Academia Sinica 

Jinhyeok Ja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Unpacking LGBT Acceptance in Taiwan: What Explains Taiwan’s Public Support? 

Timothy S. Rich,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Isabel Eliassen,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Court as Political Evasion: The Case of Interpretation No. 748 in Taiwan 

Yu-Hsien Sung,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hin-shou W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4:00 PM – 5:30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Fairchild East) 

Panel Title: Social Media, Big Data Analysi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Taiwan 

 

Chair: Christopher H. Ac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Discussants: Eric Chen-hua Y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Y. Wang,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How Connective Populism Was Made Online--A Case Study of the Han Tide in 2018 

Da-Chi Liao,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ank Liu,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Media and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Taiwan 

Chia-hung Tsa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g-Hsing W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Vote Choice: The Case of Taiwan 

Lu-Chung Dennis Weng,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Chi Hu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ian and netizens in Facebook: A big data approach 

Yu-Wei Hu,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JUNG CHUN CHANG,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6:30 PM – 7:30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Fairchild East)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 (CGOTS) Business Meeting 

 

7:45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Washington Hilton, Lobby) 

Shuttle departing to the Twin Oaks (雙橡園) 

 

 

8:00 PM – 9:30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the Twin Oaks) 

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 (CGOTS) Reception at the Twin Oaks (雙橡園) 

hosted by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TECRO) in the U.S.  

 

9:40 PM, Friday, August 30. 2019 (the Twin Oaks) 

Shuttle departing back to the Washington Hi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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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人在參與 2019 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後，有以下建議與個人看法： 

 

第一、相關單位應鼓勵更多的政治實證研究。除了長期累積的調查資料外，近年來調查實驗

與實驗設計在政治學實證研究中也相當盛行。相關單位或可鼓勵更多的實證研究，以累積臺灣特

色的政治學研究。 

 

第二、鼓勵研究人員參與國際研討會。作為一新興民主國家，臺灣的政治發展應可被其他民

主化中或可能潛在發展民主化國家所借鏡。相關單位或可鼓勵研究人員多多參與國際研討會，提

升臺灣研究成果的能見度。 

 

第三、加強研究人員與國際學術單位的實質交流，並設法取得更多的實證研究資料，並鼓勵

對跨國比較的實證政治行為研究，有效提升學術的研究品質。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國外最新政治學相關著作的出版清單。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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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眾公民身份認識的樣態、演變趨勢與來源，並釐清個人公民權利、義務的
認知如何對政治行動」帶來促進影響；其次，我們也探討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
進程、選舉競爭如何影響民眾的民主態度。本計畫能對政治行為領域帶來更豐
富的比較視野，並兼顧臺灣特色。此外，本研究也規劃了定群追蹤調查，希望
能對臺灣本土政治學的實證研究略盡棉薄之力。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