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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臺灣法治現況 

2017 年 8 月 12 日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歷經 6 次籌備委員會，5 個組別共

40 場分組會議後，歸納 12 項決議，做出最後改革共識。1
 蔡英文總統在上任才剛

滿一年，就亟於推動司法改革，原因何在？打開報紙媒體、網路新聞，政府官員

違法亂紀、貪污瀆職的情況比比皆是。2010 年臺灣高等法院爆發司法貪瀆弊案，

三名法官、一位地檢署檢察官，涉嫌透過白手套，收受涉及開發弊案前立委何智

輝的賄款，在二審時，將何智輝 15 年刑期改判無罪。2
 2017 年 5 月，前立法院秘

書長林錫山採購收賄案，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重批林錫山「重創公務員之廉潔形象」，

3
 一審判其 16 年徒刑；2018 年高等法院再審，認為林錫山「敗壞官箴」，依違背

職務收賄罪、財產來源不明罪改判 15 年徒刑，褫奪公權 5 年。4
 

 

從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

（以下簡稱 ABS）5
 2008 到 2011 年，二波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在政府遵守法紀

                                                      
1
 2017 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決議「推動人民參與司法制度」、「強化公開透明的司

法」、「打造專業與中立的司法體系」、「改善法律專業人才的養成及晉用」、「監督淘汰不適任司法人

員」、「完善證據法則與救濟無辜」、「保護隱私及弱勢群體的權利」、「建立保護兒少的機制」、「有效

打擊犯罪與檢討刑事政策」、「實踐修復式正義」、「貼近社會脈動的法學與法治教育」、「防杜濫訴與

增進司法程序的效率」等 12 項重點議題，請參閱：

https://www.judicial.gov.tw/jw9706/pdf/20170818-1863-1.pdf。 
2
 臺灣高等法院司法官集體收賄案，請參閱，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AB%98%E7%AD%89%E6%B3%95%E9%99
%A2%E5%8F%B8%E6%B3%95%E5%AE%98%E9%9B%86%E9%AB%94%E6%94%B6%E8%B3%84%E6%A1%
88 
3
楊佩琪，2017，法官：重創公務員廉潔形象 林錫山貪汙案 13 被告刑期，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505/918454.htm#ixzz5FSQtkM4t 
4
楊國文，2018，立院前秘書長林錫山涉收賄 4000 萬 二審改判 15 年，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380085 
5
第一波調查於 2003 年完成，涵蓋臺灣、香港、泰國、菲律賓、中國大陸、蒙古、日本、韓國等八

個國家與地區；第二波調查在 2008 年完成，研究範圍更為擴大，納入了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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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腐敗控制上，有超過半數以上的臺灣民眾對國家的法治評價並不滿意。2008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調查結果顯示，代表民主品質的五項程序指標中，6
 臺

灣在法治指標上分數偏低。從該研究的兩項法治標的來看，在守法的政府上「在

臺灣即使是高級官員也會被法院判決有罪」不同意的占 51.5%，「國家政府官員遵

守法律的頻率如何？」覺得守法的只有 36.6%；在腐敗程度上，超過半數以上的人

認為，大部分或全部官員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中都是腐敗分子（Chang, Chu & Huang, 

2011）。另外在 Park & Chang ,2013 年 Regime Performance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的研究中發現，臺灣有超過半數以上（55%）的人認為，法治對於保護人民自由和

平等，免受國家權力侵害是非常重要的，但對於政府的實際績效表現，只有 22%

的人滿意，7
 這也再次證明臺灣政府在法治面向的實際運作並不符合人民期待。 

 

相對於民眾對法治的不滿，2017 年國際透明組織公布「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簡稱 CPI），臺灣名列前茅。在全球 180 個國家和地

區中，紐西蘭以 89 分最高分，成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臺灣 63 分，全球排名第

29 名。8比 2016 年進步 2 分，名次進步 2 名，不論是分數或是名次都是歷年來最

佳成績。整體而言，臺灣近六年（2012-2017）整體廉政情況皆維持在 61-63 分之

間。9從上述結果，我們發現了臺灣民眾對於法治的主觀評價和國際專家的客觀評

比出現落差，並且這兩種主、客觀結果也都各自維持多年的穩定狀態。 

  

                                                                                                                                                            
越南、柬埔寨等五個東南亞國家，合計達到 13 個國家與地區。同時，這個計畫還與同性質的「南

亞民主動態調查」建立策略聯盟，將比較研究的範圍延伸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以及

錫蘭。第三波調查則於 2011 年完成，涵蓋亞洲地區 13 個國家。2014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進

行第四波調查，並由臺灣地區率先開展。請參閱：

http://absw4taiwan.blogspot.tw/p/blog-page_8075.html。 
6
 高民主品質的五項程序指標：法治、選舉課責、機構間課責、政治參與和競爭。 

7
 「政府領導人多久會違反法律或濫用權力？」、「你認為在國家政府中貪污和賄賂有多廣泛？」 

8
「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以滿分 100 代表高度清廉，0 分代表最不清

廉。 
9
臺灣透明組織，2018，<清廉印象指數>，http://www.tict.org.tw/anti-corruption/tools/cpi/，

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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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從上一節現況中發現，臺灣的法治在民眾的主觀評價和國際專家的客觀評比

中出現了落差，但我們能否只看國際的客觀評比，而忽略臺灣民眾法治評價低落

的狀態？若從 David Easton 系統論的支持觀點來看，任何政治系統都需要有相當程

度的「公共支持」（public support）、「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或者「民眾信

任」（popular confidence），該系統才具有「正當性」（legitimacy）的社會基礎（Arrow, 

1963；Benesh, 2006；Easton, 1965；1975；Gibson, Caldeira & Spence 2003；Sen, 1970; 

Swanson, 2007；Wenzel, Bowler & Lanoue, 2003，轉引自吳重禮，2008：16-17）。

換言之，任何政治系統都需要有相當的民意支持才能持續，因此，我們不應該忽

視臺灣民眾對法治評價低落的狀態。 

 

法治對民主發展的重要性，不僅僅只是法律規範和執行程序，更代表著一個

民主國家至高無上的秩序原則。法治與民主的每種面向都密切相關，如果沒有法

治作為基礎，並有獨立自主的司法機關捍衛，人民的權利就有可能被政府侵害；

相反的，只有在民主法治之下，公民權利才能保障，垂直的選舉課責、機關間水

平課責才有可能實現，並讓政府必須對公民利益和需求做出回應。這顯示法治和

民主之間存在一個關鍵性的連結，在廣義的法治概念中，法治的建制和民主的建

構幾乎是一個趨同的概念（Massimo Tommasoli, 2012）。 

 

而民眾的評價，代表對整個政治系統的價值判斷和態度。個人價值觀和態度

所形成的信任與情感會持續累積，形成一種「廣泛支持」（diffuse support），不但

可以成為個人於「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未能獲得滿足時的補償，也可以讓

人們在政治系統中，接受或容忍與自己期望不符的輸出結果，並能影響系統內其

他成員，維持系統的穩定（David Easton, 1965）。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若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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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忽略民眾對法治的不滿，不但不會有好的民主品質，長久下去更可能會對民主

支持產生負面影響（Park & Chang,2013）。 

 

有鑒於此，本研究擬以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到

第四波的問卷結果，輔以相關文獻，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探究以下問題： 

一、分析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法治（含貪腐控制）的滿意程度？ 

二、觀察 2008-2014 年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評價變化？ 

三、探究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低落的原因？ 

藉以瞭解臺灣民眾對政府在法治（含貪腐控制）上的最新評價，並觀察 2008 年到

2014 年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評價變化，進而找出臺灣民眾對法治

評價低落的原因，並據此提出改善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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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文獻檢閱 

壹、 法治研究文獻檢閱 

儘管法治在民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國外政治學界對於這方面的研

究有很多都是從政治觀點切入分析司法行為的實證研究，大多為研究西方國家的

司法制度及其運作，並透過實證計量、內容分析等研究途徑，分析各級法院的判

決影響因素、政府角色（行政、立法）與非政府角色（政黨、利益團體、輿論媒

體等）與司法體系的互動、司法體制的制度性影響（Segal et al.,2005）、司法判決

的政治影響（Rick A.Swanson,2007）等相關議題。至於國內研究法治的相關文獻，

有許多是由法律學者從法律觀點出發，範圍多為司法制度、運作和司法改革（張

文貞，2005），但也有法律學者意識到，司法已不只是司法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而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有可能涉及到「司法意識」的認知與情感（王曉丹，2017）。 

 

政治學者對法治領域的研究焦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從憲政角度，

進行憲政組織、權限與功能，或是憲法解釋的探討（陳俊榮，1989；劉義周，1977，

以上轉引自吳重禮，2008：23）。第二類是從政治面向進行法治運作、法治（含貪

腐）評價的研究，這類又分成從個體、總體和整體三個不同面向進行分析。個體

角度是以個人作為分析主體，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個人對政府法治（含貪腐）相

關議題的主觀意見和信任程度，常用的解釋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政

黨認同、社會階級、政治興趣、政治功效感和不信任他人的態度等（Anderson & 

Tverdova,2003；Roberta et al., 2003；Morris, 2008；Holmberg, 2009；Morris & Klesner, 

2010；Ledet, 2011；莊文忠等，2012；蘇毓昌、胡龍騰，2013，以上轉引自莊文忠

等，2017：101-102）。總體角度以國家作為分析主體，其重要解釋變項有政府體制、

民主程度、法治化程度、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媒體自由等（Bull & Newel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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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239；Christopher et al., 2013，以上轉引自莊文忠等，2017：102）。整體角度是

結合個體與總體因素，將兩者的變數同時放入架構中檢驗，據以解釋一國政府法

治（含貪腐）評價的影響因素（You & Khagram,2005；Morris,2008:397-402，以上

轉引自莊文忠等，2017：103-104；吳重禮，2008）。 

 

吳重禮在 2008 年發表的「司法與公共支持：台灣民眾對於司法體系的比較評

價探討」研究，利用 2002 年至 2004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次級資料，從「公

共支持」觀點切入，探討民眾對於法院和各類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他將司法評

價區分為「法院信任」、「公正調查」、「公平審判」、「司法獨立」等四個面向，選

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省籍、居住地區等個人基本資料，以及政治知識、政

治功效意識、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政黨認同等各項政治態度瞭解民眾對於司法

評價的影響因素。 

 

綜觀法治的研究，從個體角度蒐集個人對政府法治（含貪腐）相關議題的主

觀意見和信任程度是非常多的，但是往往難以窺見一個國家民眾對其法治評價或

法治信任的全貌。若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法治研究比較適合做為跨國性分析的架

構，若作為國內研究，很容易走向憲政體制、司法制度或程序正義等制度面的良

莠探討和改革，而難以觸及民眾對法治的真實評價。因此，個人認為吳重禮（2008）

結合個體與總體的研究架構，是較好的研究方法，雖然該論述是以臺灣司法體系

作為主體，而不是以整個法治架構。以下針對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和文獻檢閱結

果，提出研究概念和研究假設，試圖結合個體與總體因素進行分析檢驗，以個人

微觀角度對政治系統宏觀架構，提出較為全面的法治評價視野。 

貳、 研究概念與研究假設 

假設臺灣民眾對法治評價的高低，是建立在對政府依法而治的信任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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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影響對政府法治信任的因素是什麼？公民對法治的評價，涉及系統成員對政

治系統的價值判斷和態度，本研究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模型（如圖 1）作為

分析的基礎，探討系統成員對於政治系統中，法治的認知、情感與評價。以下分

別對於政治系統與支持、政治態度與政治信任感、政治社會化等概念進行說明。 

 

 

 

 

 

 

 

 

 

一、 政治系統與支持 

David Easton 將政治系統依抽象程度高低，分成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典範（regime）和威權（Authorities）三種被支持的對象。將民意支

持分成兩種，一種涉及個人對系統的需求輸入獲得特定輸出的滿足，稱之為「特

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另一種則是「廣泛支持」（diffuse support），不同於特

定支持，廣泛支持是一種個人成長過程中，對於政治共同體和典範逐漸形成的一

種普遍與廣泛的情感依附，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在政治系統中，願意接受或容忍與

自己期望不符的輸出結果。廣泛支持在特定支持未能獲得滿足時，補償了這種失

落，補償機制是因為個人願意相信政治系統是公平與正義的。這種信任與情感會

持續累積，並影響系統內其他成員，維持系統穩定（1965）；信任與情感也和個人

的價值觀與態度相關。政治價值觀是指個人對系統的認知、情感與評價，是一種

環境 

需求 

支持 

政治系統 

決策和行動 

輸入 輸出 

環境 

回饋 

圖 1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簡化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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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為的取向；政治態度則指個人對系統的認知、情感與行動。政治價值觀指

涉對象比較廣泛，偏重政治結構；政治態度指涉對象比較狹小，偏重政治過程（林

嘉誠，1989：3, 12, 187）。 

二、 政治態度與政治信任感 

政治學者對政治態度的定義多沿襲社會心理學者的態度定義，只是態度的投

射對象以政治現象為主。政治態度是 1929 年由心理學家 G.W. Allport 首先提出，

他認為政治態度是由政治認知、政治情感與政治行為傾向所共同組成的一種心理

或生理組成，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政治情境的反應（Allport, 

1929:220-221，轉引自林嘉誠，1989：162）。若結合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模型，

那麼政治態度就是指個人對於政治系統與環境的認知、情感與行為傾向。政治系

統包涵輸入、轉化與輸出的過程，政治系統中三種支持的對象：政治共同體、典

範和威權；環境是指當時社會內部和外部環境的狀況。認知是指對政治系統與環

境的思考、信仰與知識；情感是指對政治系統與環境的喜好、評價與情緒反應；

政治行為傾向則指在特定政治情境之下，為欲達成政治目標而準備採取行動的傾

向（林嘉誠，1989：164）。 

 

政治態度是一種概念，難以直接觀察，只能從個人對政治的看法或行為中間

接觀察，政治學者最常用來檢驗個人的政治態度大致可以分成四種：公民責任感、

政治信任感、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無力感，本研究的假設，便是探究臺灣民眾對

政府依法而治的政治信任感。政治信任感是指成員對政治系統中威權和輸出的態

度，涵括對政府官員、政府政策、政治系統與政治結構的信任態度。影響政治信

任感的因素有五項：政黨偏好或意識型態（Ambler,1975：31-46；Aberbach,1970：

1199-1219）、與政府官員接觸的經驗（Miller,1974：952-968）、對政府政策的評估

（Miller,1974：952-969；Critin,1974：973-988）、不信任他人的個人特質（Ambler,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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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和個人的疏離感（Ambler,1975：31-46；Lipset,1983；Miller,1980）（以上轉

引自林嘉誠，1989：189）。 

三、 政治社會化 

從影響政治信任感的因素有政黨偏好、意識型態、與官員接觸的經驗、政策

評估、不信任他人和疏離感等因素來看，系統成員的政治行為會受心理因素的影

響。從心理學研究中發現，行為是個人心理與外在環境相互影響之後的結果，因

此若要了解政治行為，其心理掌握就非常重要。政治心理包含了包括政治人格、

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等，這些心理特質的形成，都是個人社會化的結果（林嘉

誠，1989：1, 12）。 

 

從 1920 年代開始，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就開始研究社會化問題，並分別從個

人和社會整體層次進行探討。從個人層次而言，社會化是個人學習社會角色、規

範和制度的過程。每個人出生之後經由各種社會化機構正式或非正式的教導10、自

我的理解與探索，進而學習到對各種社會角色、規範和制度的認知，並產生情感

與評價，形成個人人格、態度等心理特質。從總體層次而言，社會化是社會體系

將社會角色的期待、互動的模式、社會規範和制度，透過各種途徑，計畫與非計

畫的傳遞給社會成員，尤其是可塑性較高的兒童、青少年和青年。透過社會化過

程，社會體系與社會結構才能持續不變，或有計畫、有秩序的變遷

（Ridley,1982:35-41，轉引自林嘉誠，1989：1-2）。由此得知，社會化是一個連續

交錯，不會停止的互動過程，相較於社會整體，個人是社會化的客體，而社會中

的親戚朋友、學校、同儕團體、政治團體、政黨和大眾傳播媒體等各種社會化機

構則是社會化的主體。 

 

                                                      
10

 F. I. Greenste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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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是社會化的一種，1959 年由社會心理

學家 H. Hyman 提出，他認為：「人類的政治行為是在生命早期學習而來的，並且

持續存在，否則不會有任何規律，並會產生混亂。這也是政治系統穩定的重要關

鍵。」11政治社會化強調系統成員和政治系統之間的互動與學習，像是學習政治價

值觀、政治知識、政治規範、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政治角色，並培養政治人格

與政治心態。這種學習經驗一樣特別強調，成員在其政治人格尚未完全定型前的

各種學習，因此各種社會化機構，或是偶發的政治事件，都可能在過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林嘉誠，1989：3）。 

 

David Easton 和 Jack Dennis 定義政治社會化是個人獲取政治行為取向與行為

模式的發展過程。12
 政治行為取向是指對政治系統、政治系統中輸入、轉化、輸

出的認知、情感與評價，稱為政治心態，這是政治社會化的直接結果；政治行為

模式則包括各種政治參與行為的能力與方式，稱為政治行為，是政治社會化的間

接結果。其中政治心態是政治社會化的主要研究內容，將政治系統的政治共同體、

典範和威權三種，和心理取向的認知、情感與評價三種交叉組合後，可以得出：

對政治共同體的認知、情感與評價、對典範的認知、情感與評價、對威權的認知、

情感與評價等九種政治心態，也可稱為對政治系統的心理取向（如圖 2）。 

 

政治共同體 

典範 

威權 

圖 2 David Easton 和 Jack Dennis 的政治社會化─個人對政治系統的九種心理取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11

 Herbert H. Hyman,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Glencoe: The Free Press) , P17. 
12

 David Easton & Jack Dennis, 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P7. 

認知 

情感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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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成員對政治系統的心理取向，便有助於瞭解政治系統是否能持續與穩定，

換言之，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系統穩定之間有強烈的關聯。研究政治社會化的結構

功能理論和系統理論，都提出政治社會化與政治系統兩者之間的關係，這種對政

治系統和政治結構的心理取向，也稱為權力價值取向（林嘉誠，1989：11-19、袁

頌西，2004：14-15）。 

四、 研究假設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政治信任感是成員對政治系統和輸出政策的信任態度，

信任態度又受到個人的政治價值觀影響，政治價值觀包含個人對政治系統的認知、

情感與評價。對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除了個人親身的經驗外，「對法治的信任感

低落」和「法治觀念產生落差」是另外兩個可能的原因。因此本研究設計對於「法

治的信任感低落」和「法治觀念產生落差」兩個部份，作進一步的探討。 

 

「政治信任感」涉及對整個政治系統的法治信任和滿意程度；「認知落差」則

在檢驗，作為法治評價價值判斷基準的概念，和民主的法治概念是否相符，但這

兩種原因屬於心理層面，不易觀察，因此需要進一步從「政治系統」、「政治結構」、

「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這四項政治信任感的指標中進行檢驗。「政治系統」

和「政治結構」是制度與規範，屬於政治系統和其內涵中的典範，從認知來看，

屬於法治核心概念中的「法秩序」；政府官員屬於政治系統中的威權，是角色扮演

者，像是法官、政府官員等；政府政策則是政治系統中的輸出，較像是法治核心

概念中的「公民權利的保障」是否落實。 

 

除了整個政治系統的四個指標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法治評價？個人

的政治功效意識和政黨偏好是否會影響對政治系統的評價？政治社會化機構對政

治系統的信任和認知是否造成影響？本研究假設廣泛的社會化過程，會對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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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態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據此，另外設定政治社會化的三組調節變項：政

治效能感、政黨偏好和資訊來源。 

 

在政治態度面向之中，「政治功效感」被認為是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

其意指「個人主觀認為自己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或是政府依法應該回應人民需

求。」（Campbell, Gurin & Miller,1954：187）。政治功效感高的人，個人功效意識

也會高；但個人功效意識高，未必政治功效感高，因為政治功效還必須取有能配

合的政治環境與政治系統，若是環境或系統無法配合，則個人的政治功效感有可

能會降低（林嘉誠，1989：208）。相反的，認為自己無法影響政府的任何決策，

稱之為「政治無力感」。一般說來，政治功效意識愈高，政治參與行為愈積極；而

政治無力感則恰成反向關係（Schwartz,1973）。本研究將政治效能感分為政治功效

感和政治無力感兩種：進一步假設，個人的政治效能感高低，對於法治評價會有

所不同。 

 

政黨偏好也是研究民眾政治態度與行為的重要關鍵變數（Campbell et al.,1960； 

Conway,1991；Milbrath & Goel,1977；Rosenstone & Hansen,1993），在選舉民主國

家中，強烈的政黨偏好會使選舉結果自然的將選民區分為選舉贏家和選舉輸家，

選舉贏家通常比較不會對民主產生質疑，但選舉輸家則對民主抱持懷疑與批判的

態度（Anderson et al.,2005；Nadeau&Blais,1993：553）。許多國內實證研究也指出，

政黨偏好亦是左右個人政治態度與其他議題的關鍵因素（吳重禮、李世宏，2003；

陳陸輝，2000；陳義彥、蔡孟熹，1997；黃秀端，1995；Wu & Huang，2007；張

佑宗，2011）。因此本研究假設，相對於獨立選民，有政黨立場的人，對於法治（含

貪腐控制）的評價，會因個人政黨的偏好與當時執政政黨是否相同，而有所差異。 

 

資訊來源主要為探究影響民眾法治認知與影響評價的管道為何？本研究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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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傳統媒體、親戚朋友和社群網路四種管道。一般人獲取政治訊息，除

親身經歷之外，不外乎與親友討論和由大眾傳播媒體獲得。大眾傳播在現代化社

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藉由資訊的傳播形塑個人

的認知，促成心理結構的變化，而認知是促進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最主要人格特

徵之一（Lerner,1958：11-24）。人民要能有足夠的政治知識，才能與他人討論政治，

對 於 政 治 事 務 表 達 自 身 觀 點 ， 對 政 治 議 題 進 行 判 斷 並 且 行 動 （ Delli 

Carpini&Keeter,1996：10-11）。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指出，美國公民政治訊息來源

有約 90%是藉由電視新聞，有 80%是閱讀報紙（Miller,1980），國內研究顯示臺灣

民眾政治知識的主要來源一樣是電視新聞與報紙（翁秀琪、孫秀蕙，1994；黃秀

端，1996；彭芸，2000）。但近年來因為網際網路與行動載具的發展，人們越來越

多訊息是來自網路或是社群網路，像是 Facebook、Line 等，因此，也將社群網路

納入訊息來源之一。本研究假設，除了親身經歷，任何資訊來源都有可能對法治

（含貪腐控制）的信任感和認知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法治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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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分為三節，第一節就臺灣法治現況進行描述；

第二節說明研究動機和研究問題，研究動機來自國際客觀評比和國內民眾主觀評

價出現落差；第三節回顧國內外法治研究文獻，並提出本研究相關概念與研究假

設。第二章文獻分析，對於本研究之重要概念，如民主與品質、法治與民主、貪

腐的定義、形式和成因等，進行理論的論述與演繹。第三章研究設計闡明研究架

構、變項設定、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第四章研究發現，對問題的研究發現分別

闡述，並對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進行描述性分析和因果檢驗。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除簡述研究發現與建議外，也提出法治相關議題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臺灣法治現況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第三節 相關文獻檢閱 

壹、法治研究文獻檢閱 

貳、研究概念與研究假設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民主與品質 

壹、民主的核心內涵與原則 

貳、民主的程序性原則和實質性原則 

參、衡量民主品質的架構 

第二節 法治與民主 

壹、什麼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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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治如何確保民主 

第三節 貪腐 

壹、貪腐對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貳、定義、形式和成因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變項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問題與資料來源 

貳、研究方法 

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臺灣民眾的法治評價 

壹、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的法治表現（含貪腐控制）並不滿意 

貳、2008 年到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政府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評價變化 

參、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描述 

第二節 檢驗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 

壹、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和政治社會化對法治評價低落的影響因素 

貳、政治社會化對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的影響因素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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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民主與品質 

隨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進展，政治學者紛紛從民主轉型的研究轉向民主鞏

固，也就是從民主如何發生到如何維持穩定的運作。1970 年到 1990 年的 20 年間，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有些走向民主鞏固，有些則面臨停滯，甚至倒退。政治學者

們面對這種情況，認為民主國家若運作良好，民主應有更好的發展，因此開展民

主品質研究，為新生的民主國家和持續深化的民主國家提供一個衡量的標準，並

為民主如何改善和強化提供了一種思考模式（Plattner, 2004）。 

 

什麼是民主品質？民主品質涵蓋了兩個概念：民主和品質。要衡量品質高低

或好壞，必須先賦予品質標準，像是高品質的民主就是具有民主良好特徵的民主。

但什麼是具有良好特徵的民主？首先我們應該對民主有基本的理解。民主在日常

生活中是每個人耳熟能詳的名詞，甚至當今世界上每個國家都聲稱自己擁有民主，

但每個人理解的民主是否指向相同意涵，恐怕並不盡然。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對於

「民主」的核心內涵、原則有基本的認識，再分別說明民主的程序性和實質性原

則，然後界定好的民主應該具備哪些衡量指標和品質的衡量架構，最後將民主指

標放進品質架構中，成為一套可供評估、改善任何政權品質的方法。 

壹、 民主的核心內涵與原則 

一、 民主的核心內涵 

民主（Democracy）歷經不同年代和地區的演變，其本身具有複雜和多元的內

涵，難以統一定義。在西元前 461-322 年的希臘雅典，民主是指人民的統治，人民

相較於一人的君主統治，或是少數人的貴族或是寡頭統治，代表多數人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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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當時的民主是直接民主，符合資格的公民都能平等的參與政治。「隨著十三世

紀個人自由權保障與國會權力的興起，逐漸形成以代議制度為主的自由民主政治。」

（劉書彬，2007:165）此時民主的內涵從人民直接參政轉變為人民透過選舉制度，

選出代表來組織政府並處理公共事務，政治運作依據自由主義與憲政思想原則：

透過憲法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權利免受政府侵害，這成為現今自由民主國家

對民主最普遍的認知。 

 

雖然民主不斷演變，但「人民的統治」（rule by the people）：人民是擁有國家

主權的人，幾乎被政治學者們接受為民主的核心概念並且發展出各種概念原則。

像是 Beetham 認為歷史中民主概念裡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民的統治（1993：6），包

含「公眾治理」（popular control）和「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Hadenius

採取了類似的方法，並提出了一個「政治民主」（political democracy）的概念，認

為公共政策受到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的支配，所有人都應被視為平等（1992：7-9）。

Lively（1975：49-51）則界定廣泛的公民權和政治平等的規範，而 Holden（1988：

6）將民主歸納為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 

二、 民主的原則 

毫無疑問，這些核心概念每一個都直接說明了人民的統治。但是，不同的學

者總是提出不同的原則，是否所有提出的要素，如平等、主權/治理和包容都應被

視為核心原則？或者只是其中的一個或兩個？如 Sartori 表明的，民主有許多特徵

或屬性可以選擇，不僅是多數人的統治和參與，還有平等、自由、共識、強制、

競爭、多元化和憲政等（1987：184）。 

 

美國政治學者 Austin Ranney 將政治定義為：「一個依據主權在民、政治平等、

人民諮商與多數決等原則組成的政府形式。」（2001：95）而主權在民（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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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ty）、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人民諮商（popular consultation）與多

數決（majority rule）即構成民主最基本的原則。要實現主權在民，必須要有對人

民負責的政府，人民可以透過具有競爭性的選舉讓權力更替，並有表達異議與不

服從的權利。政治平等是指每位公民都應有平等參與政治和參選公職的機會。而

人民諮商是指政府在進行決策時必須考量人民的需求，要有探求民意的管道，不

論是主動的或是被動的，在瞭解人民的期望後，也應視狀況參酌採納。但不同的

個人和團體會有不同的需求和期待，致使政府的決策往往難以獲得人民一致的共

識，為了解決民主政治上產生的歧見，多數決往往是最常採用的原則。但為了避

免多數暴力的產生，就必須以符合憲政主義精神的制度來加以限制，避免政府挾

多數民意權力濫用，並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但是這些民主原則在不同國家實際運作時，往往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落差，若

要檢視各個國家的民主程度，需要一套將民主原則具體化的標準，這也是許多研

究第三波民主化學者面臨的問題。民主化研究將標準分成程序性（procedural）和

實質性（substantive）兩個部分，而程序性標準可以視為民主的制度要件。 

貳、 民主的程序性原則和實質性原則 

一、 程序性原則 

以民主的程序性原則（procedural principle）來說，多數政治學者傾向以「選

舉和競爭」這種偏重形式和最小條件的定義。例如 Schumpeter 認為民主是一種在

競爭程序中選舉出政府官員的制度安排（1942）。Lipset 認為民主具有兩種意涵，

一是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提供人民定期憲政機會以改變政府官員，決定政

治權力之歸屬；二是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允許最多數之人民透過候選人

之選擇以影響主要決策，從而匯集集體偏好（1960：45）。R. Dahl 認為民主必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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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參與（participation）和公開競爭（public contestation），在政治體系中每位公

民都應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和自由平等的競爭機會。要確保參與和公開競爭的條件

被滿足，就應該有八項制度性安排：集會結社的自由、意見表達的自由、擁有選

舉與被選舉權、擔任公職的權利、政治領導人皆有爭取選票支持的權利、有選擇

不同資訊來源的權利、自由與公平的選舉和尊重民意偏好的制度設計（1971：3）。 

 

Dahl 提出的這些概念，若以政治系統來看屬於輸入面，沒有涉及民主實質性

的意涵，而是一種形式上程序性的民主定義。但這種最小條件的概念因為易於轉

化成指標，本身又具有操作內涵，因此許多第三波民主化的學者經常採用此方法

進行研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從 1972 年開始，以「政治權利」和「公民

自由」兩大指標來測量世界各國的民主程度，其內容也大致符合 Dahl 的概念範圍。 

 

但民主只有程序性原則是否足夠？具備完善的民主程序不代表擁有好的民主

品質，若我們認為一個符合 Dahl 這些程序性概念的國家，可以被認定為民主國家，

那麼為何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在民主的發展上遭遇困難？甚至是西方老牌的民主

國家，也面臨民主衰退的危機？從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一到四波的調查一致顯示，

在亞洲地區三個自由民主國家：日本、臺灣和韓國，對民主表現的滿意度是該地

區最低，這表示公民對民主的期望與政府的實際表現之間存在落差。在臺灣，認

為民主總是可取的民眾比例在任何時候都不超過 50％。這些實際現象，表明了民

主即使已達鞏固，若政府總是無法回應人民的需求，那麼民主還是有可能停滯或

是走向崩潰。 

二、 實質性原則 

因此有些學者認為除了民主的程序性原則之外，也要在結果上符合民主的精

神（Bollen,1980）。Michael Saward（1994：6-24）對民主的定義加入了實質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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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 principle），他設定民主的兩個假設：「平等假設」（equal assumption）

和「回應規則」（responsive rule）。 

 

「平等假設」是假定所有公民在決定其社群適當政治路線的權利方面是平等

的。因為在政治的領域裡，沒有某個人或某個群體能夠聲稱自己在這個領域的洞

察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好。如果有，那只僅限於被民主選舉選出來的代理人，在

任職期間提出的意見。因此從平等假設中唯一可以推論出合理遵循的一般規則是：

在實質性政策下進行的政策、政治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大多數公民的明確偏好。

Saward 藉由 May（1978）的相似定義略微改寫這個規則：對於政府行為與公民對

這些行為的意願表達之間應該要有必要的對應關係，他稱之為「回應規則」。回應

規則並不容易達成，唯有政治系統在程度上是民主的，才有可能實現回應規則；

因此在實現回應規則前，有些條件必須先被滿足。 

 

這些條件分成基本自由、公民權和參與、行政規範、公開與社會權利五項。

每項都從平等假設和回應規則定義中演繹出來。基本自由體現了平等假設的要求，

每位公民都有言論和表達的自由、行動自由、結社自由、依法享有平等待遇、享

有自由的權利。公民權和參與條件反映了對最大限度的權利和對回應規則最大化

至關重要的特定機制的需求。13公開與社會權利是實現回應規則並幫助公民發展知

                                                      
13

 (B) Citizenship and participation: 6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must have a common and standardized 
form of legal membership 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freedoms. 7 Citizens have an equal right to run for 
elective office. 8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be equally eligible to serve, and, where appropriate, granted 
an equal probability of being selected for service, in non-elective representative and decisional bodies.9 
Citizens have the equal right to vote in all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10 Citizens' votes must be decisive 
under all decision mechanisms. 11 Mechanisms must be available for citizens to vote directly on 
substantive outcomes. If elected officials deem a decision inappropriate for direct decision, the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the grounds of such inappropriateness lies with those officials. 12 There must be a 
voting system (such as two-stage contests) which allows for the expression of a majority preference in 
multi-sided contests. 13 Where votes for representatives are conducted, these votes must be renewed at 
regular and specified intervals. 14 Regular opinion polls must be conducted by an appropriate agency on 
all issues of substantive importance, whether or not these issues are to be decided by representative 
decision. The burden of demonstrat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not following citizen preferences on a 
given issue lies with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15 There must be a presumption that all issues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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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權益的關鍵背景條件，公開必須有一個持續並正式的決策、選擇、論據、問題

和結果的公開通知過程；社會權利是每位公民都有權獲得適當的醫療和教育。根

據這五項基本條件，再細分出 24 個指標，這是 Saward 建構民主化的指標。 

 

Saward 在民主的指標建構上，呼應了 Dahl 在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1989）

書中提及的「內在平等的觀念」是不言自明，還有定義回應規則中的政府行為時，

強調程序中同時具有實質內涵。他在 Dahl 的程序性原則上演繹出實質性民主應該

具有的回應能力，將民主的程序和其產出的結果，用概念連結起來：假設每個人

都有自我判斷、理性或制定人生計劃的平等能力，一旦制定出可以接受的政治平

等原則，就可以用它來界定和證明民主的合法性，因此所有人都應該在某些具體

的政治層面得到平等的對待。正因為眾人的理性賦予了民主的合法性，所以政府

的各項作為也應該要能夠回應民眾的需求。一個沒有回應能力的政府，很難讓人

民願意長期將民主作為唯一的制度選擇。 

參、 衡量民主品質的架構 

如本節一開始闡明的，要衡量民主品質高低或好壞，必須先賦予民主可衡量

的標準，本研究採用 Larry Diamond 和 Leonardo Morlino，2003 年在史丹佛大學舉

辦的民主品質會議中提出的方法，作為衡量民主品質的架構。對民主品質的分析

首先要知道什麼是好的民主，然後建立品質概念，最後定義民主品質的衡量指標。 

一、 什麼是「好」的民主？ 

Morlino（2004）以 Dahl 的民主最小條件概念，說明民主至少要包含普遍的成

人選舉權、常態且自由、競爭和公平的選舉、一個以上的政黨和多元的信息來源。

                                                                                                                                                            
decided by referendums, and clear guidelines as to when a referendum may be forgone. 16 All issues not 
specifically prohibited from majority decision must be open to majority decision via one of the 
appropriat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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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民主機構，現有權利和決策過程不應受非選舉精英或外部力量的干預。一個

國家的選舉如果是自由和公平的，表示這個國家有一定程度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公民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利益。一旦符合這些基本標準，便可以進一

步分析實現理想民主的三個主要目標：政治和公民自由、人民主權與政治平等、

以及更廣泛的善治標準，如透明度、合法性和負責任的規則等（Beetham 2004：

1-17）。 

二、 品質概念 

除了民主，必須明確界定「品質」。Morlino 使用了工業和市場銷售的商品品

質概念：一項商品是根據精確的、經常性的方法和時間進行的標準控制過程產生

的結果，商品必須符合設計的功能和材質，商品的品質和功能涉及顧客對其是否

滿意和滿意程度為何？ Morlino 根據上述分別定義品質為程序、內容和結果三種

不同概念： 

( 一 )、 程序：有品質的產品是根據精確的、經常性的方法和時間進行的精

確控制過程的結果。 

( 二 )、 內容：品質符合產品的結構特徵，例如其設計，材料或功能。 

( 三 )、 結果：產品或服務的品質間接指示顧客滿意它的程度，不論它是如

何產生或它的實際內容為何。 

三、 民主品質的衡量指標 

上述定義意味著好的民主能經由穩定制度、機構合法運作賦予公民充分的自

由、政治平等以及能控制公共政策和統治者的權利。因此，一個好的民主國家首

先是一個完全符合廣泛公民支持的合法政權，若制度能獲得公民社會全力支持，

代表制度滿足公民對治理的期望，才有可能追求民主價值（結果品質）。其次，好

的民主是允許公民、社團和社區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政治平等（內容品質）。最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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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民主制度下，公民可以透過選舉等機制來評估政府的表現，例如政府是否

遵循法治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目標？監測現行法律適用的效率，政府決策的有效性

以及當選官員回應公民社會訴求的政治責任和課責（程序品質）。 

 

Morlino依據三種品質概念，提出了民主品質的八項指標：在程序方面有法治、

參與、競爭、垂直和水平課責五項。在內容方面有二，是屬於實質性的，尊重公

民和政治自由，逐步擴大政治、社會和經濟平等。最後一項結果指標：回應性。

通過提供衡量公共政策（包括法律，機構和支出）與公民需求和偏好一致的基礎，

並通過政治過程加以整合，從而為程序和實質之間架起一座橋樑，並且每項指標

之間都有緊密的關聯，不論是正向強化或是反向的緊張關係。 

 

Morlino 衡量民主品質的架構，並不是給予民主一個絕對標準，而是提供一個

具有多種民主內涵的框架，讓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這個框架來評估其民主

品質。這些面向中的每一個指標都可能因不同國家的制度表現和發展程度而產生

差異，要解釋這種變化，需要瞭解不同國家（以及不同的好民主模式）每項指標

是如何運作和運作的程度，因此產生的數據還可以追踪各國民主品質隨時間推移

的趨勢，包括制度改革是否有效。這也是據以觀察一個國家整體民主品質或是單

一品質指標，動態變化最合適的架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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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治與民主 

2012 年聯合國大會在國內和國際法治高級會議上通過的宣言重申，「人權、法

治和民主是相互關聯和相輔相成的，而且它們屬於聯合國普遍和不可分割的核心

價值觀和原則」。14事實上，政府對大多數公民的利益和需求的回應，與民主機構

和程序對權利、平等和問責等面向的支持能力有強力的關聯。 

壹、 什麼是法治？  

什麼是法治（rule of law）？一如民主一詞，法治的定義也是多如天上繁星。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裡，定義法治為：「法

是一組將社群結合在一起的抽象正義規則」（黃中憲、林錦慧譯，2014）。史丹佛

大學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也有類似定義，「法治是

包含一系列正式和程序性原則，處理社群管理的方式。」正式原則涉及管理社會

的規範的普遍性、清晰性、公開性、穩定性和前瞻性。程序原則涉及管理這些準

則的程序以及其管理所要求的類似機構的法院和獨立的司法機構。在某些說法中，

法治還包括某些實質性理想，例如，推定自由和尊重私人財產權，但是這些更具

爭議性。事實上，關於法治的要求存在許多爭議（2016）。15
 

 

福山認為唯有清楚法（law）與創制律令（legislation）的差別，才能確實理解 

法治的內涵。在西方傳統社會中，法被認為是超越人世間任何一個立法者所能訂

定的，是由某種更高的權威，像是自然、習慣或是神所訂定的；創制律令則由政

治權力訂定，像是國王、貴族、議會等，和現今的實訂法（positive law）較為接近。

法與創制律令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唯有創制律令的政治權力者認知到法高於律

                                                      
14

 See para. 5 in "Declaration of the High-leve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67/L.1), 19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unrol.org/files/Official%20Draft%20Resolution.pdf. 
15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ule-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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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在創立新法時依據先存在的法來訂定律令而非自己的意志；並且知道自己雖

是制定律令者，但依然受到法的約束，只有同時存在這兩種認知時，才能認定法

治存在。 

 

西方的法治觀念，源自於 11 世紀晚期神聖羅馬帝國天主教會和國王爭奪主教

敘任權產生的影響，因為教會創造出一個有別於世俗統治、高度建制化的精神權

威領域，並且與世俗統治者抗衡，認為統治者並非最高權威，法律才是。在當時

政治秩序外最公正的法律來源便是宗教，教會聲稱統治者只有從法律賦予其權力

時，才具有正當性，這成了日後西方國家法治的核心概念。而這種宗教權威和世

俗權力分割的概念，並非在歐洲才有，在印度的婆羅門教、中東的伊斯蘭教都有

發展出類似的概念。福山認為世界文明中唯一沒有發展出法治，而且從來都沒有

的就是中國；中國的法律皆屬實訂法，法律就只是皇帝頒布的命令，沒有凌駕於

皇帝之上的一套法律。另外一個因敘任權產生的影響是法律體系，起因是教會為

了賦予自己正當性來源，而擬出了一套系統性的法規。法治和法律體系對後來歐

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法與創制律令的觀念演變，成為了憲法

與一般法律的分別，憲法延續了自然法成為最高位階的法律，一般法律皆不能與

之牴觸。 

 

在現代國家的政治運作中，法治是政治秩序的一個獨立因素，對國家權力施

以限制，也因此造成法治和國家權力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法治之所以相較於其

他國家組成要件更困難的原因有二，法律建制必須普及並且運行不輟，維持運行

需要法律機構和執法人員，這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另外，法律建制的權威性是

遍及所有人的，政治菁英也不例外。這種普遍性即是「公平適用」（fairly applied）

的原則，指在相同案件中，法律規則（legal rules）的行政申請或司法裁決是一致

的；是沒有考慮階級、地位或相對權力的情況下作出的；並適用預先確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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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並允許公正的機會讓每個案件的意見和利益得到適當的表達（O’Donnell 

2004）。但往往法治薄弱的原因就是公平適用難以落實，許多政治菁英、執行國家

權力者，甚至是一般公民往往企圖藉由政治權力影響或操控法律。 

 

O’Donnell 提出一個法治最小但重要的標準：如果 A 被賦予與更有權力的 B

在作物分配、工作合約或婚姻有相同的普遍權利（至少隱含相同的法人地位和法

律機構），那麼有理由認為，A 有權期望獲得對這些行為具有或可能獲得管轄權的

國家機構的平等待遇。這個例子，說明法治隱含著形式上平等的主張。首先，它

是根據法律規則制定的，這些法律規則必須遵循預先和符合憲法規範的程序下被

制定。其次，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是普遍的，因為它強調每位被視為法人的個人，

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都應被視為相同。這些權利支持在上述例子的行為背後可能

產生的法律定義情況下的平等待遇主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便是在這種平等的

基礎上提出的期望（2004）。聯合國的法治定義也明確指出，法治應包含：法律至

上（沒有任何人、機關可以凌駕法律之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對法律負責、平

等的適用法律、法律明確、避免專斷獨行、程序與法律透明（2004）。除此之外，

還加上了權力分立和決策參與，賦予法治在政府各種權力之間的制衡和參與公共

政策制定的意涵。 

 

法治觀念歷經演變，不斷擴充更豐富的內涵，歸結上述，可以將法治分成形

式上和實質上兩種意義。形式上的法治是以法律為中心，一個國家的法律必須依

其法秩序和合法程序制定，沒有人可以任意改變，即使是制定法律的人也一樣，

更沒有人可以聲稱凌駕於法律之上。政府和人民都在一個明確的、公開的、穩定

的、可預測的法秩序下運作（O’Donnell, 2004；Raz, 1979）。實質上的法治則是以

形式上的法律為要件，實現正義的目的。就像福山說的「法是一組…...抽象的正義

規則」，康德也將法律普遍性視為是正義的保障。正義的目的就在於防止國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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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保障人民權利，追求公平合理的生活。 

貳、 法治如何確保民主 

在法治的意義下，法治和民主的關係為何？以及法治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如何

運作？才能確保民主，甚至實現好的品質？ 

一、 法治與民主 

成功的現代自由民主要有國家、法治和課責的政府三種建制，而且三者之間

必須保持穩定的平衡關係（Fukuyama, 2014）。2012 年聯合國在國內和國際法治高

級會議上通過的宣言也重申，「人權、法治和民主是相互關聯和相輔相成的，而且

它們屬於聯合國普遍和不可分割的核心價值觀和原則」。在 Morlino 的民主品質架

構中，法治雖然被歸在程序指標，但是沒有法治作為基礎，其他指標都難以實現，

換言之，法治是民主品質其他指標所依據的基礎。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

法治獨立於國家、政府，作為政治秩序中一個獨立的因素，並且它與人權的保障

和民主的發展息息相關。法治並非只是一項工具或是某個指標，而是一個國家、

政府和社會運行的規範與準則，是一種架構也是一種價值，更是民主的基礎。 

 

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具有某些民主的特徵，像是有選舉制度或是鼓勵民眾

的參與，但是因為缺乏以法治作為制度的基礎，致使國家權力濫用，進而危害民

主。缺乏法治有可能造成不公平的政治競爭，政府腐敗和權力濫用，個人權利受

到侵害，人民無法藉由選舉換掉不適任的統治者，各種社群難以組織和倡導，窮

人和弱勢族群無法獲得公平參與的機會，政府無法回應人民需求，國家民主衰弱

（O’Donne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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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主國家中的法治 

那麼法治作為民主的基礎，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如何運作？才能確保民主，甚

至實現好的品質？本研究歸納民主的內涵原則和法治核心概念，提出一個簡單架

構，說明法治在民主國家如何運作。第一個部分是法秩序，包含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關；第二部分是公民權利，包含政治權利和基本權利；第三部分是政府機關，

包含權力分立與制衡和依法行政。 

( 一 )、 法秩序 

法治為民主基礎，法律制度是國家運作的依循，因此將法秩序列為第一個說

明的部分。法秩序分成法律制度和執行機構。 

1. 法律制度： 

(1) 憲法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法源基礎，所有法律都在其規範之下，不

能逾越其精神、不能牴觸，並依合法的程序制定。 

(2) 確保法律制度在整個國家領土上均勻延伸法，法律不應有令狀不行

的地方。（O’Donnell, 2004）。 

(3) 所有法律都應該是可預期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若有涉及

特殊法律也必須以上述原則為指導，兼顧一般性原則。換言之，法

律必須要可以被所有人理解和遵循，不應提出不合理的認知或行為

要求（Raz, 1979）。 

2. 執行機構： 

(1) 必須要有獨立自主，不受任何行政、立法和私人利益干預的司法機

構和法官。依法授予法院獨立自主的審查權，確保能不受任何政治

權力干擾；法官獨立又可稱為司法獨立。法官在審判案件時，應只

依據法律作為審判標準，不受任何壓迫和干涉，要確保法官獨立，

則應給予法官身分上的保障。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定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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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制度化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該組織的「自主性」。檢驗一個組織是否

具有自主性，可以從「該組織是否擁有自己的價值和利益，並且可

以和其他組織和社會勢力區隔開來。」因此司法機構若具有自主性，

便可以依法審判，不受外力的干擾。16
 

(2) 必須遵守自然公正的原則（即公開、公正的聽證和去除偏見）。 

(3) 警察和其他犯罪預防機構必須尊重所有人的權利，不應將個人關押

在監獄中或遭受其他違反程序公正基本規則的弊端。最後，監獄的

條件應該足以滿足囚犯的人格尊嚴。（O’Donnell, 2004） 

( 二 )、 公民權利 

法治在公民權利上的表現，分成政治權利、基本權利兩個方面。政治權利較

接近民主的程序性原則，就是確保在政治體系中每位公民都應有參與政治的

權利和自由平等的競爭機會；基本權利是指自由權和平等權的保障。人民自

由權和平等權保障，是從「人是理性自立的，人是自己的主人，每個人都應

該被平等對待」的概念發展出來的。Saward 也是從這個概念中推衍出民主實

質性原則中的平等假設，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人永遠都是目的本身」，將康

德的概念放置於國家中，人先於國家，所以人應為國家之目的（Der Mensch als 

Zweck des Staats）（法治斌、董保城，2010）。簡言之，國家是因為人民的意

願而存在，而非人民因國家的意願而存在，這和民主的核心內涵一樣：人民

才是擁有國家主權的人。因此，尊重和保障個人的生存、自由和平等即變得

非常重要。Morlino 在民主品質中實質性內容提到的自由和平等，除涵蓋政治

權利和基本權利的實踐外，也希望達到經濟上的平等。 

1. 政治權利： 

(1) 公民應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Morlino 認為在一個好的民主國家裡，如果選舉機制能夠讓選民獲得

                                                      
16

 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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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選舉政府的可能性或權利，那麼政治權利也就是選舉權可以得

到加強和延伸。當公民可以在黨內或初選中影響或選擇選舉候選人

時，會讓這種權利更加豐富。 

(2) 選舉程序、過程和結果都符合自由、公正、公平與有效，才能實現

民主原則。 

法治對政治權利的保障，才能實現主權在民和政治參與的民主原則，讓人民

可以透過具有競爭性的選舉讓權力更替，讓政府對人民負責，實現垂直課責，

並讓政府積極回應人民需求。人民也能有平等參與政治和參選公職的機會，

實現政治平等。 

2. 基本權利：自由權、平等權、經濟權和權利救濟。 

(1) 自由權：保障人身、居住、遷徙、意見表達、講學、著作與出版、

新聞、宗教、集會、結社自由，資訊公開與資訊隱私。 

(2) 平等權：一般平等原則，男女、政黨、宗教平等。 

(3) 經濟權：工作權、財產權、考試服公職的權利保障。經濟權被 Morlino

認為是更廣泛的公民權利，他歸納為社會權利，他引用Giddens論述，

說明這些不僅只是私人財產和創業的權利，因為它們處於法律規定

的社會範圍之內，所以還延伸出就業以及工作方式等相關的權利，

如公平報酬、休假和集體談判等。 

(4) 權利救濟：司法、行政上受益權。人民若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有

要求獨立機關審查之權利。17
 

基本權利涵蓋範圍非常廣泛與多元，除了自由和平等權之外，還有經濟權保

障和權利救濟，這些除了在法治形式上制定規則和程序予以保障之外，更重

要是藉由形式上的保障，展現法治在公民權利上更積極的意義：有效的選舉

制度，對各種自由、平等的承諾，工作財產的保障，保護少數族群和弱勢團

                                                      
17

 中華民國憲法第 16 條：「人民有請願、訴願、訴訟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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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獨立自主的法律機構，確保所有人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和人身安

全都不存在風險，有助於實現強大的公民社會。防止國家權力濫用，保障人

民權利，追求公平合理的生活，才能實現正義；強大的公民社會，才能體現

民主的價值。 

( 三 )、 政府機關 

法治在政府機關的表現，可以分成權力分立與制衡、依法行政二個方面分別

說明。 

1. 權力分立與制衡（機關間水平課責） 

孟德斯鳩在 1748 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提出國家權力應分為立法、

行政、司法，各由不同機關行使，使三種權力相互制衡，限制政府權力，保

障人民權利。孟德斯鳩主張權力分散，是有鑒於歷史上過度集中的權力，常

常侵害人民的權利。權力分立並非權力分割，國家權力還是屬於一個整體，

只是將國家不同功能的權力交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是一種功能性和組織上

的區分而已（法治斌、董保城，2010）。 

 

但在國家實際運作上，機關間的權責並非都可以劃分得非常清楚，實際情況

反而是彼此「權力重疊」（Gewaltenverschränkung），而引發權限爭議。各機關

間的權限爭議後來多採用德國學者 Fritz Ossenbühl 的「功能最適之機關結構理

論」來解決，使得權力分立的概念發展出兩種意義：透過適當的權限分配決

定國家功能的歸屬和透過權力分立保障個人自由（法治斌、董保城，2010）。

O'Donnell 指出，法治捍衛民主的程序和政治權力，透過法制程序加強機關間

橫向的課責，確保政府權力是經由正式的、合法的法律授權，賦予其正當性，

而產生的實質意涵則是確保人民權利的保障（2004）。 

 

2. 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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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是指國家所有機關的行為都必須接受以憲法為主的法秩序規範。

以立法機關而言，所制定的法律，應受憲法規範，若有與之牴觸，則屬無效。

18
 行政機關所有的行政行為或活動都應依憲法或法律行使，並在某些領域中，

必須先由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或有法律作為授權依據，否則不能認為合法，像

是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身體自由等行為，必須制定詳細法律才能行使；限制

人民其他自由權利，則應以法律規定或法律授權，若違法律授權則應符合「授

權明確性原則」。19司法機關則應依法審判。要確保人民的基本權利能確實受

到保障，政府的公權力行為也要受到司法獨立機關審查。  

 

法治不僅是法律規範的執行。相反的，它代表著法秩序至高無上的原則。法

治與民主的每個面向都密切相關，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法治作為基礎，並由獨立

自主的司法機關捍衛，人民的權利就有可能處於危險之中。相反的，只有在民主

法治之下，公民權利保障、選舉課責、機關間課責才有可能實現，並讓政府對公

民利益和需求做出回應。這顯示法治和民主的一個關鍵性連結，在廣義的法治概

念中，可以發現法治的建制和民主的建構幾乎是一個趨同的概念（Massimo 

Tommasoli, 2012）。 

  

                                                      
18

 中華民國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 
19

 中華民國大法官釋字第 3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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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貪腐 

貪腐會腐蝕民主，因此無論是聯合國、世界銀行（World Bank，簡稱 WB）、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

稱OECD）、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

都認為貪腐控制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的重要指標，也是廉能政府的重要倫理

守則（莊文忠、余致力，2017）。 

壹、 貪腐對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一、 貪腐對經濟的影響 

貪腐（Corruption）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存在的問題，不但是低度開發或開發

中國家常見的現象，即使是已開發國家，亦無法利用法律或制度徹底消除貪腐。

一個高度貪腐的國家會造成經濟發展上的阻礙，也會對政治制度形成傷害。福山

指出，貪腐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有三：第一、它扭曲了經濟誘因，讓大眾把資源投

注在擁有政治權力的官員身上，而不是投資生產。第二、貪腐代表一種高額的累

退稅制。許多政府基層的低薪公務員會利用職務之便，從大眾的相關事務中搾取

財務，藉以獲取大筆金錢，形成擁有高收入，國家卻課低稅率或課不到稅的情形。

第三、產生「尋租」（rent seeking）行為。在沒有從事生產的情況下，為壟斷社會

資源、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亦即經濟租）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

性的尋利活動。尋租市場愈大，表示一個經濟環境中能被不公正壟斷的事物愈多，

而整體的經濟效益也會因而降低。20讓社會中最聰明與具有野心的人，誤將精力花

在玩弄政治制度，以獲取私人利益，而不是真正投入企業經營創造財富，行為若

持續下去會使國家經濟發展停滯甚至倒退（林麗雪譯，2015）。 

                                                      
20
尋租，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B%E7%A7%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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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和 Bonnett（2004: 999-1017）在研究中發現，貪腐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

經濟層面，引發了不良的影響，但是在東亞地區某些國家中，卻出現了高經濟成

長和嚴重貪腐並行的弔詭現象，這種現象並不是只存在於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

家如日本、南韓也存在恩庇─侍從主義（patron-clientelism）形式的貪腐。在東亞

國家中，企業長期以金錢獲取政府執照、特別營業許可等特殊與獨占的經營權，

與握有國家資源的政治精英、政府官員維持穩定的關係，獲取保護，降低制度帶

來的不確定性；而政治權力者也會因為個人利益、經濟發展等因素，積極協助企

業。這種保護者（patron）和當事人（client）兩者互利的結構，是形成「東亞弔詭」

（East-Asian paradox）的主要原因。 

二、 貪腐對政治的影響 

貪腐對於政治制度的傷害，來自於人民對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的不信任，若

長期對政府不信任，政府的正當性必然會遭受質疑。在民主國家或是選舉民主國

家中，彼此競爭的政治菁英，甚至利用人民厭惡貪腐和產生的不信任感，做為政

治武器，輕則抹黑，嚴重甚至影響選舉結果。2000 年臺灣總統選舉，候選人宋楚

瑜被國民黨指控侵占國民黨黨產購買中興票券 1 億 6 百多萬，雖然臺北地檢署 2001

年偵察結束，查無不法不予起訴，卻讓原本有高度民意支持的他在選舉中落敗。21

興票案成為臺灣選舉中打擊對手的最佳樣板，後來陸續有人用富邦合併北市銀案

指控總統馬英九、用宇昌案打擊當時身為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以 MG149 案緊咬

臺北市長柯文哲。22
 

 

                                                      
21

 中興票券事件，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8%88%E7%A5%A8%E5%88%B8%E4%BA%8B%E4%BB
%B6 
22

 何明國，2014，莫忘來時路／12 月 9 日－興票案改變歷史，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209000455-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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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貪腐的指控，不是民主國家獨有，在各種政體中也很常見，必須辨識的

是，這種指控究竟是政治改革還是政治抹黑？2012 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

代表大會後，總書記習近平展開一連串的反腐敗工作（英文媒體常用 X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新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表達懲治政治腐敗的決心，許

多違紀違法官員相繼被查辦。但許多外國學者、觀察家和中國異議人士懷疑習近

平的反腐運動，是將打擊貪腐作為政治工具，實現「鞏固自己權力和紅色江山」

才是主要目的。鞏固自己權力是對政治競爭者進行政治報復；鞏固紅色江山是強

化中共權力，防止社會要求改革政治貪腐的力量壯大，因為唯有鞏固紅色江山的

運轉，才能繼續占有絕對的經濟和政治特權。23
 這種懷疑建立在，習近平的反腐

工作並不是建立在法治上的反貪腐，「是一種人治、超越法律的方式，而且和以前

的政治運動一樣都是為了清除政治對手。所以，反腐並不是依照法治的邏輯，而

是依照政治鬥爭的邏輯。」24
 

 

福山認為在一個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是貪腐分子的社會中，找出某人來懲罰，

通常不是改革，而是權力陷阱（林麗雪譯，2015）。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試圖進行

組織改造時，貪腐也都是組織最脆弱的一環。要瞭解什麼是貪腐，就必須從貪腐

的定義、形式和形成原因逐一說明。 

貳、 定義、形式和成因 

一、 貪腐定義和形式 

貪腐（corruption）的定義，多指向政治菁英或是政府公務人員利用職權將公

                                                      
23
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工作，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5%B1%E5%8D%81%E5%85%AB%E5%A4%A7%E4%BB
%A5%E6%9D%A5%E7%9A%84%E5%8F%8D%E8%85%90%E8%B4%A5%E5%B7%A5%E4%BD%9C#cite_not
e-jz-01022015111525.html-443 
24

 美國教授孔傑榮：習近平“反腐”背後暗藏危機，2015，自由亞洲電台，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z-010220151115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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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資源轉為私人利益（Fukuyama, 2015；林向愷, 2008），簡言之，就是國際透明組

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定義的「濫用公權力謀取私利（misuse public power 

for private benefit）」。從定義中，明確的指出貪腐的主體是政治菁英或公務人員，

涉及的範圍也在公領域而非私領域。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ary Becker 在

Business Week 文章中說的：「如果我們取消國家，那我們也就取消了貪腐（if we 

abolish the state, we abolish corruption）」（Becker, 1968，轉引自 Tanzi, 1998: 566）。

根據範圍和不同主體，貪腐的形式以兩種方式呈現：政治腐敗和行政腐敗。 

二、 行政腐敗及成因 

行政腐敗有許多基於職權濫用的形式，像是各機關公務人員收賄後簡化流程、

包庇違法、徒具形式的檢查等等，但使用權力創造出人為稀少性，是腐敗最容易

出現的原因。使用權力創造出人為稀少性，就是指國家對於某些資源進行分配，

或者對某類事件進行管制，像是證照、特別營業許可、課稅、採購、福利分配、

公共支出、土地利用、裁決、處罰等，當國家介入分配或管制時，壟斷就會產生。 

 

然而資源的分配、管制的執行，國家都必須透過代理人（公務人員）來執行，

代理人因而享有國家賦予的權力，在法規的解釋和執行中，公務人員因此享有「裁

量權」。對於希望從這些管制事項中獲取鉅額收益或是避免重大罰則的個人或組織，

便會向這些代理人提供賄賂，或利用和代理人特有的「人際關係」以獲得有利於

自己的裁量決定（Tanzi, 1998: 566-570）。對代理人來說，則會故意限制別人進入

經濟活動，並阻止具有活力又鼓勵競爭的現代經濟出現，以便於持續創造收益，

增加自己的收入。（North, Wallis & Weingast, 2009）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各種

管制、壟斷是扭曲市場機制，這種方式製造了貪腐的空間，讓人可以不須努力就

輕易地賺到大筆財富。 



42 
 

三、 政治腐敗及成因 

政治腐敗多與政治菁英相關，又區分為酬庸和恩庇─侍從主義兩種形式，政治

腐敗通常被認定是貪腐的現象。 

 

酬庸關係通常是保護者和當事人面對面，一對一的交換關係，較少涉及公共

利益或政策。保護者給予當事人個人有用的利益，交換當事人的忠誠與政治支持，

這種腐敗存在於各種政權中。恩庇─侍從主義則是涉及大規模的利益交換，所以必

須有中介組織。大規模的利益交換對象通常是選民、支持者，所以主要存在於民

主國家。臺灣的黑金政治、派系政治，美國的利益團體對國會的法案遊說，就是

屬於恩庇─侍從主義的形式。 

 

恩庇─侍從主義會使民主機制的目的產生偏差，雖然民主機制容許每個人、各

種利益匯聚入體系競逐，但是就廣義的公平或普遍利益來看，政府的每項計畫都

必須是合理的、其欲追求的目標應該是要能公平適用在廣泛的人民身上，若對象

是特定的個人或群體，那麼也應該是以實現公平正義為目的，而不是換取對於個

人支持的利益交換。一個國家若長期存在恩庇─侍從主義，對其政治經濟都帶來負

面的影響，例如造成政府財政赤字、施政品質低落、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妨礙民

主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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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變項 

依據研究假設，設定研究架構和研究變項，依序檢驗（如圖 3、表 1）： 

一、找出法治評價低落的群體（依變項）。 

二、假設該群體是對政治系統缺乏信任和對法治觀念產生認知上的落差（中介變

項）。 

三、檢驗政治系統的四個標的：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政

治信任缺乏原因和法治概念是否正確（自變項）。 

四、檢驗政治社會化對法治評價低落的直接影響因素（調節變項）。 

五、檢驗該群體的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是否受政治效能感影響，進而影響法治

評價（調節變項）。 

六、檢驗該群體的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是否受政黨偏好影響（調節變項）。 

七、檢驗該群體的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是否受資訊來源影響（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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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研究架構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理論 

政治 

態度 

政治 

價值觀 
政治社會化主、客體因素 

政治 

信任感 

認知 

落差 

政治 

效能感 

政黨 

偏好 

資訊來源 

與官員

接觸的

經驗 

親友 
大眾傳

播媒體 

輸入 
需求 

-- 

檢驗 檢驗 檢驗 檢驗 檢驗 

支持 

政治

系統 

 檢驗政治系統 

政治 

共同體 
-- 

典範 檢驗政治結構 

威權 檢驗政府官員 

輸出 政策 檢驗政府政策 

政治信任感

低落 *政黨偏好 

*資訊來源 

親身經歷 

親友告知 

大眾傳播媒

體 

*政治效能感 

法治評價 

低落 

認知落差 

*政治信任 

政治系統 

政治結構 

政府官員 

政府政策 

*法治認知 

政治系統 

政治結構 

政府官員 

政府政策 

圖 3 本研究研究架構與變項關係 

依變項 中介變項 自變項 調節變項 依變項 中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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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壹、 研究問題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依研究問題，採用文獻資料、次級資料和既有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計

分析與檢驗。 

一、 分析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法治（含貪腐控制）控制的滿意程度？ 

( 一 )、 採用次級資料、文獻分析。 

( 二 )、 資料來源：第四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 

( 三 )、 假設 2014 年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評價並不滿意。 

二、 觀察 2008-2014 年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控制的評價變化？ 

( 一 )、 採用次級資料、文獻分析。 

( 二 )、 資料來源：第二到第四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 

( 三 )、 假設 2008 年到 2014 年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評

價低落，並且沒有太大變化。 

三、 探究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低落的原因？ 

( 一 )、 採用次級資料、文獻分析和既有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計檢驗。 

( 二 )、 資料來源：相關文獻、第四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及問卷數

據。 

( 三 )、 假設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不滿意，其原因是

對法治信任感不足和認知落差，並有可能受政治社會化的影響。 

貳、 研究方法 

根據本研究「法治評價何以低落」研究架構（如表 1），篩選第四波亞洲民主

動態調查問卷題目和數據進行統計檢驗。篩選標準以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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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輔以 2017 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法治、政府運作指標25和本研究文

獻的法治核心概念，對照政治信任感中的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

政策四個指標進行篩選（如表 2）。 

表 2 本研究架構與檢驗問題篩選標準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理論 

法治指標與核心概念 
政治態

度 

政治價

值觀 

自由之家法治、政府

運作指標 
法治核心概念 

政治信

任感 

認知 

落差 

輸入 
需求 

-- -- -- -- 
支持 

政治

系統 

 -- 
「法秩序」 

確保法律制度運行 
政治系統 

政治共

同體 
-- -- -- -- 

典範 

F1 有獨立的司法機

構嗎？ 

「法秩序」 

確認「法律執行機構

的獨立自主」 
政治結構 

F2 在民事和刑事執

法中是否依正當程

序行使職權？ 

-- 

威權 
C2 能否有效遏止官

員的腐敗？ 
-- 政府官員 

輸出 政策 

F3 無論是支持還是

反對該制度的團

體，是否都有免於政

治恐怖，不合理監

禁，流亡或酷刑的保

護？ 

「公民權利的保障」

自由權 

政府政策 

F4 法律，政策和做法

是否保證各階層人

口的平等待遇？ 

「公民權利的保障」

平等權 

 

                                                      
25

 採用自由之家法治和貪腐的指標作為檢驗題目篩選，是因為其最知名的各國民主自由程度的年

度評估，不只有貪腐控制指標，而是有較為廣泛的各類指標；另外該報告也常被用於政治科學的研

究。Freedom in the World 2017，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7/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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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找出法治評價低落的群體： 

1. 112 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  

2. 118 請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汙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 二 )、 確認該群體評價低落原因是否為「政治信任感」低落？ 

1. 政治系統：個別檢驗 112 比例。 

2. 政治結構：檢驗 8、9、12、14、15、104、110 比例。 

(1) 8、9、12、14、15 機構（機關）信賴度→低（結構問題_信任不足） 

(2) 104 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是（結構問題） 

(3) 110.您認為犯罪的官員會不會消遙法外？→是（結構問題） 

3. 政府官員：個別檢驗 118 比例。 

4. 政府政策：檢驗對「公民權利的保障」輸出政策評價，檢驗 108、109、

105、106 的比例。 

(1) 對自由權利保障： 

108 人們可以自由表達他們的想法不用擔心害怕。→不是（對輸出政

策不滿意） 

109 人們可以參加任何自己喜歡的組織不用擔心害怕。→不是（對輸

出政策不滿意） 

(2) 對平等權利保障： 

105 在臺灣，不同族群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不是（對輸出政策

不滿意） 

106 窮人與富人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不是（對輸出政策不滿意） 

( 三 )、 確認該群體評價低落原因是否為「認知落差」？ 

1. 政治系統： 確認「確保法律制度運行」認知，檢驗 90、149 的認知。 

(1) 確認認知是否重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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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能確保法律的執行和秩序的維護（確認該選項）→高（認為

重要，檢驗認知落差） 

□2. 媒體可以自由批評政府的所作所為 

□3. 政府能確保所有人的就業機會 

□4. 有多個政黨參與選舉公平競爭 

(2) 檢驗認知是否落差？ 

149 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是

（認知落差） 

2. 政治結構：確認「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認知，檢驗 139、145 比例。 

(1) 139 政府在解釋法律時應該徵詢宗教領袖的意見。→是（認知落差） 

(2) 145 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是（認知

落差） 

3. 政府官員：確認「能否有效遏止官員的腐敗？」，檢驗 119 的認知。 

119.請問您認為政府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沒有（政府不

具回應性） 

4. 政府政策：檢驗對「公民權利的保障」認知是否重要？檢驗 91、143、148、

140、141 比例。 

(1) 確認認知是否重要： 

91. 

□1.人民有參與抗議和示威活動的自由（確認該選項）→高→（自由

權保障） 

□2.政治清廉而沒有貪污（確認該選項）→高→（批判性公民） 

□3.法院可以保護一般人民，免於政府權力的濫用（確認該選項）  

→高（公民權利保障是重要的）  

□4.失業者可以獲得政府的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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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驗認知是否落差？ 

a. 對自由權利保障： 

143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是（認知落差） 

148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是（認知落差） 

b. 對平等權利保障： 

140 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與政治。→是（認知落差） 

141 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應該和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

有同等的發言權。→不是（認知落差） 

( 四 )、 確認該群體評價低落原因是否受「認知來源」影響？ 

1. 是否為親身或親友經驗？檢驗 120 及 120-1、120-2、120-3 比例。 

(1) 120.您自己或熟識的人當中，過去這一年是否親身經歷或親眼看見過

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的腐敗或貪汙行為？→是（政府官員問題，繼

續確認 120-1） 

(2) 120-1.請問您是自己親身經歷，還是您的親友告知他們曾親身經歷或

親眼看見過？→是（親身經歷、親戚經歷、朋友經歷） 

2. 接觸大眾傳播媒體頻率？檢驗 45、46、50、51、52 比例。 

(1) 關心政治（電視、報紙、廣播、家人朋友） 

45.請問您經不經常閱讀、收聽或收看有關政治或政府方面的新聞？  

46.請問您常不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政治？ 

(2) 網路與社群網路（網路、社群網路） 

50.請問您有使用社群網路嗎？ 

51.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訊息？ 

52.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 

→是（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群網路） 

( 五 )、 確認該群體評價低落原因是否受「政黨偏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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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驗政黨偏好（確認和當時執政黨是否不同）？檢驗 53、54-1 的比例。 

(1) 53.在卡片上所列出的這些政黨裡面，您覺得自己最接近哪一個政黨？ 

(2) 54-1.請問您認為自己是「泛綠」的，還是「泛藍」的？ 

→不同（選舉輸家效應） 

( 六 )、 確認該群體評價低落原因是否受「政治效能感」影響？ 

1. 檢驗政治效能感，檢驗 44.、134、135、136 的比例。 

(1) 關心政治 

44.請問您對政治上的事情有多大的興趣去瞭解？ 

(2) 一般政治態度 

134 我覺得自己也有過問政治的能力。 

135 有時候政治和政府的事很複雜，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瞭解。 

136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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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研究架構與檢驗項目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理論 

政治 

態度 

政治 

價值觀 
政治社會化主、客體因素 

政治 

信任感 

認知 

落差 

政治 

效能感 

政黨 

偏好 

資訊來源 

與官員

接觸的

經驗 

親友 
大眾傳

播媒體 

輸入 
需求 

-- -- 

44. 

134 

135 

136 

53 

54-1 

120 

120-1 

46 

120 

120-1 

45 

50 

51 

52 

支持 

政治 

系統 

 112 
90 

149 

政治 

共同體 
-- -- 

典範 

8、9、

12、14、

15 

104 

110 

139 

145 

威權 118 119 

輸出 政策 

108 

109 

105 

106 

91 

143 

148 

140 

141 

 

( 七 )、 運用迴歸分析來探討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 

最後，用迴歸分析來探討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設計 2 個中介變項：政治信

任感低落和認知落差，來衡量依變項：臺灣法治評價何以低落。設計 4 個自

變項：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與政治社會化的 3 個調

節變項來衡量對政治信任感與認知有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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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臺灣民眾的法治評價 

壹、 2014年臺灣民眾對於政府的法治表現（含貪腐控制）

並不滿意 

對於法治表現，以守法的政府和貪腐程度作為評估基礎。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第四波問卷調查結果分析，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

用權力的情形如何？」有 60.35%的民眾認為是「非常普遍」、「經常這樣」。對於「請

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有高達 71.15%的民眾認為

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是「相當普遍」、「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可見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在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表現上是不滿意的，這和研究假設

結果相符。 

表 4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法治（含貪腐控制）的滿意程度 

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 

非常普遍 經常這樣 有時候這樣 很少這樣 DK/NA  

26.37% 33.98% 29.33% 5.31% 5.01% 100% 

請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幾乎沒有 沒有多少人 相當普遍 
幾乎人人都

貪污腐化 
DK/NA 

 

1.03% 23.05% 58.72% 12.43% 4.77% 100% 

N=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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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2008年到 2014年臺灣民眾對政府法治（含貪腐控制）

的評價變化 

一、 超過半數民眾認為臺灣政府並不守法 

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到第四波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觀察 2008 年到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法治（含貪腐控制）的評價變化。在守法的政府方面，2008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您認為中央政府官員通常都能遵守法律嗎？」有

56.86%的民眾認為「有時候這樣」「很少這樣」。2011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三波

「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有 57.03%的民眾認為是「非

常普遍」、「經常這樣」；2014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有更多的民眾，達 60.35%

的人這樣認為，從 2008 年到 2014 年有更多的臺灣民眾對於政府遵守法治的評價

低落（如表 5、圖 4）。 

 

表 5 2008-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守法的滿意程度 

2008_ABS2 您認為中央政府官員通常都能遵守法律嗎？               N= 1407 

都是這樣 大部分這樣 有時候這樣 很少這樣 DK/NA  

2.42% 33.62% 33.05% 23.81% 7.11% 100% 

2011_ABS3 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         N= 1592 

非常普遍 經常這樣 有時候這樣 很少這樣 DK/NA  

24.81% 32.22% 31.03% 7.10% 4.84% 100% 

2014_ABS4 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         N= 1657 

非常普遍 經常這樣 有時候這樣 很少這樣 DK/NA  

26.37% 33.98% 29.33% 5.31% 5.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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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8-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守法的不滿意程度 

 

二、 超過半數民眾認為臺灣中央或是地方政府普遍貪腐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第二波和第三波分別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貪腐進行調查，

第二波「請問您認為在地方政府裡，貪污腐化的情況普不普遍？」有 58.14%的民

眾認為地方政府貪腐「相當普遍」「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第三波有 59.67%。在

中央政府方面，「請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第二波

有 57.36%的民眾認為貪腐「相當普遍」「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第三波有減少一

點 56.03%，但還是超過半數；第四波卻大幅上升，有高達 71.15%的民眾認為在中

央政府的貪腐情況是相當普遍的（如表 6、圖 5）。 

 

這和研究假設結果部分相符。假設 2008 年到 2014 年臺灣民眾對其貪腐控制

的評價低落，並且沒有太大變化。2008 年到 2010 年，臺灣民眾對於中央或地方政

府的貪腐評價確實都在超過半數不滿意的區間微幅波動，但是 2014 年臺灣民眾對

中央政府不滿意程度飆高到 71.15%，其中一個可能影響因素為當年 3 月 18 日至 4

56.86% 57.03% 

60.35% 

55.00%

56.00%

57.00%

58.00%

59.00%

60.00%

61.00%

2008_ABS2 2011_ABS3 2014_ABS4

不守法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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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間發生的太陽花學運。26
 

 

表 6 2008-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貪腐的滿意程度 

請問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年份_調查 幾乎沒有 
沒有多少

人 
相當普遍 

幾乎人人

都貪污腐

化 

DK/NA 

 

2008_ABS2 2.63% 26.01% 47.76% 9.59% 14.00% 100% 

2011_ABS3 3.02% 29.71% 48.68% 7.35% 11.24% 100% 

2014_ABS4 1.03% 23.05% 58.72% 12.43% 4.77% 100% 

請問您認為在地方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年份_調查 幾乎沒有 
沒有多少

人 
相當普遍 

幾乎人人

都貪污腐

化 

DK/NA 

 

2008_ABS2 3.70% 27.08% 50.75% 7.39% 11.09% 100% 

2011_ABS3 3.58% 28.08% 53.45% 6.22% 8.67% 100% 

 

 

圖 5 2008-2014 年臺灣民眾對於政府貪腐的不滿意程度 

                                                      
26

 太陽花學運，參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81%8B。 

57.35% 56.03% 

71.15% 

58.14% 59.6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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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80.00%

2008_ABS2 2011_ABS3 2014_ABS4

中央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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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描述 

一、 認為政府違法濫權又普遍貪腐的群體 

從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問卷調查結果，篩選出 883 筆（53%）認為「政府

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嚴重」且「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遍」

的群體（以下稱，該群體）。針對該群體進行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描述，研究假設

這些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不滿意，是因為對法治信任感不足和認知上產

生落差，並有可能受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以下針對結果與發現分別說明。 

 

表 7 認為政府違法濫權又普遍貪腐的群體 

 守法政府 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貪腐程度  相當普遍 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 總計 

您認為政府

高層官員違

法或濫用權

力的情形如

何？ 

非常普遍 293 108 401 

經常這樣 418 64 482 

總計 711 172 883 

 

二、 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政治

信任感」低落 

( 一 )、 政治系統：  

法治為民主基礎，法律制度是國家運作的依循，國家與政府領導人必須在法

秩序下運作，因此將「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如何？」

作為檢驗民眾對於政治系統是否信任的標的。檢驗結果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第四波所有樣本中（以下稱，所有群體），有 60.35%的民眾認為政府高層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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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非常普遍」、「經常這樣」，超過半數臺灣民眾對於政

治系統中法秩序的遵守信任感低落。 

 

表 8 對「政治系統」的政治信任感 

您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

如何？ 
非常普遍 經常這樣 總計 

個數 437 563 1000 

百分比 26.37% 33.98% 60.35% 

N= 1657 

 

( 二 )、 政治結構：  

根據自由之家的法治指標，法治必需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並且在民事和刑事

事務中，必須依法行使正當程序。自由之家的法治指標，和本研究文獻中法

秩序的「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確保法律制度運行」是相同的，法律

執行機構則屬於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中的典範，因此在政治結構的檢驗，選

擇「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您認為犯罪的官員會不

會消遙法外？」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在該群體中有 61.49%「同意」「非常同意」

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另外有 79.39%的人認為犯罪的

官員會消遙法外，表示對於政治結構有較高的不信任。尤其是犯罪官員的逍

遙法外接近八成，代表對執法單位高度沒有信心。 

 

表 9 對「政治結構」的政治信任感 

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個數 431 112 543 

百分比 48.81% 12.68% 61.49% 

您認為犯罪的官員會不會消遙法外？ 大部分會 都會 總計 

個數 485 216 701 

百分比 54.93% 24.46% 79.39% 

N=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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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檢驗了對機構（機關）的信賴度，若是信賴度低就更能強化對政治結構

信任不足，因此針對法院、警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進行信賴

度檢測，對於「不太信任」和「非常不信任」的結果為法院78.14%、警察50.96%、

中央政府 82.45%、地方政府 58.21%、公務人員 64.89%（如表 10）。最不信任

的機構為中央政府，其次是法院，公務人員居中，較為信任的是警察和地方

政府，但也僅有半數信任（如圖 6）。 

表 10 對機構（機關）的信賴程度 

政府機構（機關）  不太信任 非常不信任 總計 

法院 
個數 508 182 690 

百分比 57.53% 20.61% 78.14% 

警察 
個數 365 85 450 

百分比 41.34% 9.63% 50.96% 

中央政府 
個數 567 161 728 

百分比 64.21% 18.23% 82.45% 

地方政府 
個數 435 79 514 

百分比 49.26% 8.95% 58.21% 

公務人員 
個數 477 96 573 

百分比 54.02% 10.87% 64.89% 

N= 883 

 

 

圖 6 對機構（機關）的信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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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政府官員： 

依據自由之家的政府運作指標「是否能有效遏止官員的腐敗？」篩選「您認

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檢驗對政府官員的信任。結

果在所有群體中，有高達 71.15%的民眾認為在中央政府裡，政府官員貪污腐

化的情況是「相當普遍」、「幾乎人人都貪污腐化」，民眾對於政府官員有較高

的不信任態度。 

表 11 對「政治官員」的政治信任感 

您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

況普不普遍？ 
相當普遍 

幾乎人人都

貪污腐化 
總計 

個數 973 206 1179 

百分比 58.72% 12.43% 71.15% 

N= 1657 

 

( 四 )、 政府政策： 

自由之家「能否保障人民的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該制度的團體，是否都有免

於政治恐怖，不合理監禁，流亡或酷刑的保護？」和「法律，政策和做法是

否保證各階層人口的平等待遇？」兩項法治指標代表對「公民權利的保障」，

分別是對人民基本權利中自由權和平等權的保障。自由權包含人身、居住、

遷徙、意見表達、講學、著作與出版、新聞、宗教、集會、結社自由，資訊

公開與資訊隱私；平等權則必須符合一般平等原則，保護男女、政黨和宗教

平等。 

 

法治對於基本權利的保障，除了形式上的法律規範和執行程序外，更重要是

藉由形式上的保障，實現公民權利更積極的意義，因此將自由權和平等權設

定為法治在政府政策輸出的實質表現。因此，對自由權利保障，選擇「人們

可以自由表達他們的想法不用擔心害怕」、「人們可以參加任何自己喜歡的組

織不用擔心害怕」兩個題目；對平等權利保障，也選擇「在臺灣，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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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窮人與富人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兩個題目進

行對政府政策輸出的滿意程度進行檢驗。 

 

檢驗結果「人們可以自由表達他們的想法不用擔心害怕」、「人們可以參加任

何自己喜歡的組織不用擔心害怕」不認同的只有 30.35%和 25.82%；「在臺灣，

不同族群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窮人與富人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不

認同的占 63.65%和 82.79%。在自由權保障上，該群體表現較為滿意；而在平

等權上，則出現了相反的結果，尤其在窮人與富人之間受政府平等對待的政

策滿意度上，最為不滿。 

 

表 12 對「政府政策」的政治信任感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總計 

人們可以自由表達他們的想法不用擔心害怕？ 

個數 233 35 268 

百分比 26.39% 3.96% 30.35% 

人們可以參加任何自己喜歡的組織不用擔心害怕？ 

個數 204 24 228 

百分比 23.10% 2.72% 25.82% 

在臺灣，不同族群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個數 460 102 562 

百分比 52.10% 11.55% 63.65% 

窮人與富人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個數 487 244 731 

百分比 55.15% 27.63% 82.79% 

N= 883 

 

( 五 )、 小結： 

綜合上述，該群體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政治

信任感」幾乎都是低落的，檢驗 13 個題目，有 11 個題目都超過半數以上不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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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政治系統部分，所有群體中有 60.35%的民眾，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

或濫用權力的情形非常普遍，對於政治系統中法秩序的遵守信任感低

落。 

2. 在政治結構部分，該群體中有 61.49%認為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

關也無能為力；另外有 79.39%的人認為犯罪的官員會消遙法外，表示對

於政治結構有較高的不信任。尤其是犯罪官員的逍遙法外接近八成，代

表對執法單位高度沒有信心。另外檢驗了對機構（機關）的信賴度，最

不信任的機構為中央政府 82.45%，其次是法院 78.14%，公務人員居中

64.89%，較為信任的是警察 50.96%和地方政府 58.21%，但也僅有半數信

任。 

3. 在政府官員部分，所有群體中有高達 71.15%的民眾認為在中央政府裡，

政府官員貪污腐化的情況是非常普遍，民眾對於政府官員有較高的不信

任態度。 

4. 在政府政策部分，該群體只有在意見表達和集會、結社自由的自由權保

障有 69.65%和 74.18%的滿意度。而在平等權上，則出現了相反的結果，

對於不同族群的平等權保障，有 63.65%的人不滿意；在窮人與富人之間

受政府平等對待的政策滿意度上，出現了政治信任感檢驗中最為不滿的

82.79%。 

在政治信任感的部分，該群體民眾對於法治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

員和政府政策四個部分的表現都不滿意。換言之，對於系統中法秩序的運作；

典範中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確保法律制度運行；權威中的角色扮演者，

像是法官、政府官員守法與廉潔的表現；輸出的政策是否能保障法治實質意

涵的實現等，都是缺乏信任感的。這和研究假設結果大部分相符，研究假設

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不滿意，其原因之一是對法治信任感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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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法治認知，產生部分落差和混淆 

本研究對於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不滿意的另外一個假設，

是法治認知上產生落差。換言之，就是民眾對於作為法治評價價值判斷基準的概

念，和民主的法治概念不一定相符，以下針對檢驗結果分別敘述。 

( 一 )、 政治系統：  

確認「確保法律制度運行」的認知。首先檢驗該群體對於「政府能確保法律

的執行和秩序的維護」認知的重要性，檢驗結果該群體只有 32.96%的人認為

該選項是民主中最必要的特徵，但政府能確保法律的執行和秩序的維護卻是

一個國家法治核心的基礎，因此判斷民眾對於民主法治的觀念並不是非常清

楚。 

 

表 13 「確保法律制度運行」認知重要性的比例 

 政府能確保

法律的執行

和秩序的維

護 

媒體可以自

由批評政府

的所作所為 

政府能確保

所有人的就

業機會 

有多個政黨

參與選舉公

平競爭 

DK/NA 總計 

個數 291 64 374 130 24 883 

百分比 32.96% 7.25% 42.36% 14.72% 2.72% 100% 

N= 883 

 

認知落差檢驗以「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

該群體只有 19.03%的人「同意」、「非常同意」，顯示認知沒有太大落差。 

 

表 14 對「政治系統」的法治認知 

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

律的規定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個數 151 17 168 

百分比 17.10% 1.93% 19.03% 

N=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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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政治結構： 

以「政府在解釋法律時應該徵詢宗教領袖的意見」、「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

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兩個問題來檢驗「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認

知是否有落差。檢驗結果顯示，該群體表示「同意」、「非常同意」的人只有

18.69%和 36.81%。但是在法官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還是有超過 1/3 的人認為應該，這顯示在判斷法律執行機構獨立自主性時，人

們還是存在某些認知觀念上的混淆，特別是在政府的水平課責上。 

 

表 15 對「政治結構」的法治認知 

政府在解釋法律時應該徵詢宗教領袖的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個數 159 6 165 

百分比 18.01% 0.68% 18.69% 

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

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個數 305 20 325 

百分比 34.54% 2.27% 36.81% 

N= 883 

 

( 三 )、 政府官員： 

確認「能否有效遏止官員的腐敗？」，檢驗該群體「政府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

污與杜絕賄賂？」的認知。認為政府有努力打擊貪腐的有 50.62%，認為沒有

的 48.58%，幾乎各占一半。 

表 16 對「政府官員」的法治認知 

您認政府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 

 盡最大努

力在做 
有作一些 沒做什麼 根本沒做 DK/NA 總計 

個數 23 424 275 154 7 883 

百分比 2.60% 48.02% 31.14% 17.44% 0.79% 100% 

N=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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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政府政策： 

首先檢驗該群體對「公民權利的保障」認知是否重要？從檢驗結果顯示，對

於「法院可以保護一般人民，免於政府權力的濫用」是四個選項中，比例最

高的，有 39.30%的人認為是最重要的，而「人民有參與抗議和示威活動的自

由」占 17.33%，排序第三，兩者合計 56.63%超過半數。從結果來看，在「公

民權利的保障」認知上該群體覺得是較為重要的。 

 

表 17 「公民權利的保障」認知重要性的比例 

 

人民有參與

抗議和示威

活動的自由 

政治清廉而

沒有貪污 

法院可以保

護一般人

民，免於政

府權力的濫

用 

失業者可以

獲得政府的

救濟 

DK/NA 總計 

個數 153 222 347 136 25 883 

百分比 17.33% 25.14% 39.30% 15.40% 2.83% 100% 

N= 883 

 

再分別對自由權和平等權保障的認知進行檢驗。自由權對於「一種意見能否

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只有 14.61%的人同意；「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

社會就會混亂」卻有 62.29%的人同意，這兩個題目檢驗自由權中的意見表達，

卻出現了相反的結果，顯示對於自由權的認知有混淆的狀態。 

 

平等權以男女平等和政治權利平等來進行檢驗，「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與

政治」只有極低比例 4.64%的人同意；「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應該和教育程

度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發言權」有 91.39%的人同意，顯示在平

等權的觀念上，是有一致性的，也無認知混淆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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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對「政府政策」的法治認知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個數 126 3 129 

百分比 14.27% 0.34% 14.61%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個數 485 65 550 

百分比 54.93% 7.36% 62.29% 

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與政治 

個數 33 8 41 

百分比 3.74% 0.91% 4.64% 

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應該和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發言權 

個數 594 213 807 

百分比 67.27% 24.12% 91.39% 

N= 883 

 

( 五 )、 小結： 

綜合上述，對於該群體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法

治認知落差」上，檢驗 10 個題目。 

1. 在政治系統部分，該群體只有 32.96%的人認為政府能確保法律的執行和

秩序的維護是法治最重要的特徵。但檢驗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

上是否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卻只有 19.03%的人同意，顯示在確保

法律制度運行上認知沒有太大混淆，但是對民主法治的觀念並不是非常

清楚。 

2. 在政治結構部分，確保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政府在解釋法律時是

否應該徵詢宗教領袖的意見，該群體同意的只有 18.69%；法官在審判重

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有 36.81%。這顯示在判斷法律執

行機構的獨立自主時，人們還是存在某些認知觀念上的混淆，特別是在

政府的水平課責上。 

3. 在政府官員部分，對該群體認為政府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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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認知檢驗，認為有的 50.62%，認為沒有的 48.58%，幾乎各占一半。 

4. 在政府政策部分，該群體對於法院可以保護一般人民，免於政府權力的

濫用，有 39.30%的人認為是最重要的，而人民有參與抗議和示威活動的

自由占 17.33%，兩者合計 56.63%超過半數。公民權利的保障在認知上該

群體覺得是較為重要的。 

再分別對自由權和平等權保障的認知進行檢驗。自由權的兩個題目，檢

驗自由權中的意見表達，出現了 14.61%和 62.29%的相反結果，顯示對於

自由權的認知有混淆的狀態。平等權在男女平等和政治權利平等兩題反

向題的檢驗裡，呈現 4.64%和 91.39%的一致性，顯示在平等權的觀念上，

無認知混淆的狀態。 

 

在法治認知的部分，檢驗結果呈現了該群體對於法治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

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四個部分的認知產生了部分的落差和混淆。換言之，對

於系統中法秩序的運作，在確保法律制度運行上認知沒有太大混淆，但是對

民主法治的觀念並不是非常清楚。典範中在判斷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時，

人們還是存在某些認知觀念上的混淆，特別是在政府的水平課責上。權威中

的角色扮演者，像是政府官員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認知有與

沒有的幾乎各占一半。輸出的政策是否能實現法治實質意涵等，在認知上公

民權利的保障是較為重要的；但對於自由權的認知有混淆的狀態，平等權則

無。這和研究假設結果部分相符，研究假設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

評價不滿，其原因之一是對法治認知產生落差或混淆。 

四、 該群體政治社會化主、客觀因素分析 

以下針對政治社會化的三組調節變項：政治效能感、政黨偏好和資訊來源，

進行檢驗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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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政治效能感：  

以政治興趣「請問您對政治上的事情有多大的興趣去瞭解？」，政治功效感「我

覺得自己也有過問政治的能力」，政治無力感「有時候政治和政府的事很複雜，

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瞭解」、「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檢驗政治效能感。檢驗結果顯示，該群體對於政治興趣表示「有些興趣」、「很

有興趣」的人只有 32.16%；覺得自己也有問政治的能力的人 42.36%；覺得政

治和政府的事很複雜也很難瞭解，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的人分別為

71.12%和 64.89%，顯示該群體政治興趣和政治功效感都偏低，但政治無力感

偏高，政治無力感高，表示個人認為自己對於政府的決策過程是不具影響力

的。 

 

表 19 該群體的政治效能感檢驗 

請問您對政治上的事情有多大的興趣去瞭解？ 

 有些興趣 很有興趣 總計 

個數 237 47 284 

百分比 26.84% 5.32% 32.16% 

我覺得自己也有過問政治的能力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個數 339 35 374 

百分比 38.39% 3.96% 42.36% 

有時候政治和政府的事很複雜，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瞭解 

個數 562 66 628 

百分比 63.65% 7.47% 71.12%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個數 479 94 573 

百分比 54.25% 10.65% 64.89% 

N= 883 

 

( 二 )、 政黨偏好：  

檢驗政黨偏好「您覺得自己最接近哪一個政黨？」，結果為：台聯 0.91%、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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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黨 27.63%、國民黨 16.76%、親民黨 1.25%、新黨 0.23%、綠黨 0.79%、公

民黨 0.11%、不接近任何政黨 50.06%，有政黨偏好和無政黨偏好的約各佔一

半的比例。 

表 20 該群體的政黨歸屬 

 
台聯 

民進

黨 

國民

黨 

親民

黨 
新黨 綠黨 

公民

黨 

不接

近任

何政

黨 

DK/

NA 
總計 

個數 8 244 148 11 2 7 1 442 20 883 

百分

比 

0.91

% 

27.63

% 

16.76

% 

1.25

% 

0.23

% 

0.79

% 

0.11

% 

50.06

% 

2.27

% 
100% 

N= 883 

 

若以藍綠兩大陣營進行檢驗該群體，「您認為自己是「泛綠」的，還是「泛藍」

的？」認為自己屬於泛綠陣營的有 21.63%，泛藍陣營的有 11.21%，中立不偏

的有 64.89%。從兩個題目的檢驗結果來看，該群體的多數人認為自己沒有政

黨偏好。 

 

表 21 該群體的政黨陣營偏好 

 
泛綠 泛藍 中立不偏 DK/NA 總計 

個數 191 99 573 20 883 

百分比 21.63% 11.21% 64.89% 2.27% 100% 

N= 883 

 

( 三 )、 資訊來源：  

首先檢驗是否為親身經歷或是親友經驗？檢驗「您自己或熟識的人當中，過

去這一年是否親身經歷或親眼看見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的腐敗或貪污行

為？」有的人只有 29.56%，沒有的人占多數 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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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資訊來源：有無「親身經歷」貪污行為 

您自己或熟識的人當中，過去這一年是否

親身經歷或親眼看見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

員的腐敗或貪污行為？ 

有 無 DK/NA 總計 

個數 261 612 10 883 

百分比 29.56% 69.31% 1.13% 100% 

N= 883 

 

續問認知來源「請問您是自己親身經歷，還是您的親友告知他們曾親身經歷

或親眼看見過？」因為是可複選題，所以結果會比上述回答有的個數更多，

檢驗結果親身經歷 28.62%、親戚經歷 27.96%、朋友經歷 43.42%，占法治評

價低落該群體的 34.43%，各自比例為 9.85%、9.63%、14.95%。從結果中發現，

有親身經歷或親友告知的比例不高。 

 

表 23 資訊來源：與官員接觸經驗中貪污行為的比例 

 
親身經歷 親戚經歷 朋友經歷 總計 

個數 87 85 132 304 

占親眼見過百分比 28.62% 27.96% 43.42% 100% 

占該群體百分比 9.85% 9.63% 14.95% 34.43% 

N= 883 

資料說明：可複選 

 

那麼其他人的資訊來源管道會是什麼？檢驗其他資訊來源：傳統媒體、家人

朋友和社群網路。傳統媒體以「請問您經不經常閱讀、收聽或收看有關政治

或政府方面的新聞？」進行檢驗，每天都有 34.20%、每週好幾次 12.34%、每

週一兩次 22.99%、每個月一兩次 9.63%、幾乎沒有 20.72%，每週都會接觸的

比例計有 69.54%，超過該群體的半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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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資訊來源：「傳統媒體」接觸頻率 

請問您經不經常閱讀、收聽或收看有關政治或政府方面的新聞？ 

 
每天都有 

每週 

好幾次 

每週 

一兩次 

每個月 

一兩次 

幾乎 

沒有 
DK/NA 總計 

個數 302 109 203 85 183 1 883 

百分比 34.20% 12.34% 22.99% 9.63% 20.72% 0.11% 100% 

N= 883 

 

家人朋友以「請問您常不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政治？」進行檢驗。經常討論

6.23%、偶爾 58.10%、從來沒有 35.67%，會和家人朋友討論政治的人，占該

群體的 64.33%。 

 

表 25 資訊來源：「家人朋友」討論頻率 

請問您常不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政治？ 

 經常 偶爾 從來沒有 總計 

個數 55 513 315 883 

百分比 6.23% 58.10% 35.67% 100% 

N= 883 

 

網路與社群網路以「請問您有使用社群網路嗎？」「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

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訊息？」「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

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三個題目進行檢驗。該群體有使用社群網路的人

66.14%，沒有的人 14.16%。 

 

表 26 資訊來源：是否使用「社群網路」比例 

請問您有使用社群網路嗎？ 

 有 沒有 DK/NA 總計 

個數 584 125 174 883 

百分比 66.14% 14.16% 19.71% 100% 

N= 883 

 



71 
 

「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訊息？」檢驗結果

幾乎每天 11.89%、一週幾次 9.74%、每週一兩次 7.93%、一個月偶爾幾次 8.72%、

一年偶爾幾次 4.53%、幾乎沒有 37.49%。每週都有的只占 29.56%，表示該群

體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訊息的習慣不高，和傳統媒

體相比，每週都會接觸的比例有 69.54%，超過該群體的半數以上。說明了該

群體的政治訊息管道來源最主要的可能是傳統媒體（69.54%），其次才是社群

網路（29.56%），親友因為選項沒有以周、月、年作為區間填答，因此比較難

以判斷每週討論的頻率。 

 

表 27 資訊來源：「社群網路」瀏覽頻率 

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訊息？ 

 
幾乎 

每天 

一週 

幾次 

每週一

兩次 

一個月

偶爾幾

次 

一年偶

爾幾次 

幾乎 

沒有 

DK/ 

NA 
總計 

個數 105 86 70 77 40 331 174 883 

百分比 11.89% 9.74% 7.93% 8.72% 4.53% 37.49% 19.71% 100% 

N= 883 

 

「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檢驗結果幾

乎每天 1.36%、一週幾次 2.83%、每週一兩次 2.83%、一個月偶爾幾次 5.32%、

一年偶爾幾次 5.44%、幾乎沒有 62.40%。以每週都有的來看，只占 7.02%，

擴大到以年來計算，也只有 17.78%的人會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對政治和

政府的意見；幾乎沒有的占了該群體的 62.40%，超過半數以上。以此推論對

法治評價低落的群體，最常接觸政治的資訊管道還是傳統媒體，其次是親友

討論、社群網路，最後才是親身經歷或是親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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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資訊來源：「社群網路」政治意見表達頻率 

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 

 
幾乎 

每天 

一週 

幾次 

每週 

一兩次 

一個月

偶爾幾

次 

一年偶

爾幾次 

幾乎 

沒有 

DK/ 

NA 
總計 

個數 12 25 25 47 48 551 175 883 

百分比 1.36% 2.83% 2.83% 5.32% 5.44% 62.40% 19.82% 100% 

N= 883 

 

( 四 )、 小結： 

綜合上述，對於該群體在政治社會化的三組調節變項：政治效能感、政黨偏好和

資訊來源，進行 15 個題目檢驗。 

1. 在政治效能感部分，該群體對於政治興趣表示興趣的只有 32.16%；覺得

自己也有問政治的能力的人 42.36%；覺得政治和政府的事很複雜也很難

瞭解，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的人分別為 71.12%和 64.89%，顯示

該群體政治興趣和政治功效感都偏低，但政治無力感偏高。 

2. 在政黨偏好部分，覺得自己有政黨偏好和無政黨偏好的約各佔一半的比

例。若以藍綠兩大陣營進行檢驗，認為自己屬於泛綠陣營的有 21.63%，

泛藍陣營的有 11.21%，中立不偏的有 64.89%。從兩個題目的檢驗結果來

看，該群體的多數人認為自己沒有政黨偏好。 

3. 在資訊來源部分，首先檢驗是否為親身經歷或是親友經驗，有過經驗的

只有 29.56%，沒有的人占多數 69.31%。其中親身經歷 28.62%、親戚經

歷 27.96%、朋友經歷 43.42%，占法治評價低落該群體的 34.43%。從結

果中發現，有親身經歷或親友告知的比例並不高。 

4. 在資訊來源部分，傳統媒體以經不經常閱讀、收聽或收看有關政治或政

府方面的新聞進行檢驗，每週都會接觸的比例計有 69.54%，超過該群體

的半數以上。 

5. 在資訊來源部分，和家人朋友經常討論 6.23%、偶爾 58.10%、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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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7%，會和家人朋友討論政治的人，占該群體的 64.33%。 

6. 在資訊來源部分，該群體有使用社群網路的人66.14%，沒有的人14.16%。

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訊息，每週都有的

只占 29.56%，表示該群體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的

訊息的習慣不高。和傳統媒體每週都會接觸的比例 69.54%相比，推論該

群體的政治訊息管道來源最主要的可能是傳統媒體（69.54%），其次才是

社群網路（29.56%），親友因為選項沒有以周、月、年作為區間填答，因

此難以判斷每週討論的頻率。 

7. 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以每週都有的

頻率來看，只占 7.02%，擴大到以年來計算，也只有 17.78%的人會用網

路或社群網路來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幾乎沒有的占了該群體的

62.40%，超過半數以上。 

8. 推論對法治評價低落的群體，最常接觸政治的資訊管道還是傳統媒體，

其次是親友討論、社群網路，最後才是親身經歷或是親友經歷。 

 

從政治社會化主客觀因素分析中，描繪出對法治評價低落群體的樣貌：在政

治效能上，多數為政治無力感高，政治興趣和政治功效感皆低的人；在政黨

偏好上，多數人認為自己沒有政黨偏好。在資訊來源上，有親身經歷或親友

見過官員貪腐的比例並不高；有使用社群網路的人達半數以上，但極少用來

關心政治和政府訊息，更少藉此管道來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該群體的

政治訊息管道主要來源是傳統媒體。換言之，該群體最常接觸的資訊管道是

傳統媒體，其次是親友討論、社群網路，最後才是親身經歷或是親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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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驗法治評價低落的影響因素 

在瞭解臺灣民眾對於法治的滿意程度後，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找出可能影響法

治評價低落的因素，為了避免自變數的共線性問題，根據描述性分析篩選檢驗題

目。先檢驗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和政治社會化是否會影響法治評價？影響評價

低落的因素為何？再檢驗政治社會化是否會影響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進而影

響評價？ 

 

表 29 多元迴歸檢驗題目 

David Easton 

政治系統理論 

政治 

態度 

政治 

價值觀 
政治社會化主、客體因素 

政治 

信任感 

認知 

落差 

政治 

效能感 

政黨 

偏好 

資訊來源 

親身 

經歷 
親友 

大眾傳

播媒體 

輸入 
需求 

-- -- 

134 

136 

53 

54-1 

120 

120-1 

46 

120 

120-1 

45 

51 

支持 

政治 

系統 

 112 149 

政治 

共同體 
-- -- 

典範 

8、9、14 

104  

110 

145 

威權 118 119 

輸出 政策 

109 

105 

106 

148 

141 

 

壹、 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和政治社會化對法治評價低落的

影響因素 

分別檢驗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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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並找出影響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另外也針對政治社會化的政治效能感、政

黨偏好、與官員接觸的經驗、傳統媒體、親友討論和社群網路四種資訊來源等主

客觀因素，檢驗對法治評價低落的影響。 

一、 政治信任感影響因素 

政治信任感方面，在政治結構和政府政策上出現關聯。該群體對政治結構中

的法院（P=0.008***）、中央政府（P=0.075*）、警察（P=0.049**）等機關，還有

犯罪的官員是否會消遙法外（P=0.000***）都呈現顯著關聯。另外在政府政策的貧

富之間平等對待也是呈現顯著關聯（P=0.087*）。其中認為官員是否會逍遙法外是

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Coef.=.2328），其次是對法院的信任（Coef.=.0930）。這

表示對法院、中央政府、警察等政府機構信任感愈高，認為犯罪官員不會逍遙法

外和對貧富政策愈滿意，法治評價愈高；反之愈低。 

 

表 30 「政治信任感」影響因素 

112 違法濫權&118 貪腐（Y） Coef. P>|t| 

政治系統   

112 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 -- -- 

政治結構（X1-X5）   

8 對法院的信任 .0930 0.008*** 

9 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0683 0.075* 

14 對警察的信任 .0569 0.049** 

104 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 -.0032 0.910 

110 您認為犯罪的官員會不會消遙法外？ .2328 0.000*** 

政府官員   

118 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 -- 

政府政策（X6-X8）   

109 人們可以參加任何自己喜歡的組織不用擔心害怕 .0401 0.200 

105 在臺灣，不同族群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0465 0.173 

106 窮人與富人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0606 0.087* 

95% Conf., *P<0.1,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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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治認知影響因素 

法治認知上，在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上出現關聯。政府官員有沒有認真地打

擊貪污與杜絕賄賂（P=0.000***），和政府政策中的意見表達自由（P=0.001***），

出現顯著關聯：政府是否認真打擊貪腐，是最重要因素（Coef.=.2796），其次是意

見表達自由（Coef.=.1054），這兩項因素都會影響該群體對法治的評價。但是愈同

意「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的人，對法治評價愈低，這是在法治

認知上出現了混淆。 

 

表 31 「法治認知」影響因素 

112 違法濫權&118 貪腐（Y） Coef. P>|t| 

政治系統（X1）   

149 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

規定 
-.0172 0.553 

政治結構（X2）   

145 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0066 0.815 

政府官員（X3）   

119 請問您認為政府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

賂？ 
.2796 0.000*** 

政府政策（X4-X5）   

148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1054 0.001*** 

141 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應該和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樣，

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發言權 
-.0554 0.122 

95% Conf., *P<0.1, **P<0.05, ***P<0.01 

 

三、 政治社會化影響因素 

在政治社會化主、客觀因素上，政治效能感、與官員接觸的經驗出現關聯。

政治效能以政治功效感和政治無力感進行對法治評價低落的檢驗，結果顯示政治

無力感呈現非常顯著的影響（P=0.002***）。親身經歷（Coef.=-.1313, P=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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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親戚經歷（Coef.= -.1780, P=0.027**）過政治人物貪腐行為，對於法治評價呈

現負向顯著影響，表示親眼見過愈多，但對法治評價愈低落。 

 

表 32 「政治社會化」影響因素 

112 違法濫權&118 貪腐（Y） Coef. P>|t| 

政治效能感（X1-X2）   

134 我覺得自己也有過問政治的能力 -.0058 0.849 

136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0988 0.002*** 

政黨偏好（X3-X5）   

54-1_1 您認為自己是「泛綠」 -.0360 0.826 

54-1_2 您認為自己是「泛藍」 .0894 0.598 

54-1_3 您認為自己是「中立不偏」 .0601 0.703 

和官員接觸的經驗（X6-X8）   

120_1 親身經歷或親眼看見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的腐

敗或貪污行為 
-.1313 0.094* 

120_2 親戚經歷或看見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的腐敗或

貪污行為 
-.1780 0.027** 

120_3 朋友經歷或看見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的腐敗或

貪污行為 
-.0226 0.731 

資訊來源（X9-X11）   

45 請問您經不經常閱讀、收聽或收看有關政治或政府方

面的新聞？ 
.0116 0.488 

46 請問您常不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政治？ .0106 0.814 

51 您常不常使用網路或社群網路來瀏覽有關政治和政府

的訊息？ 
.0162 0.185 

95% Conf., *P<0.1, **P<0.05, ***P<0.01 

四、 小結 

在政治信任感中，該群體對政治結構中的法院、中央政府、警察的信任程度，

認為犯罪的官員是否會消遙法外和政府政策中的貧富政策，對法治評價都呈現顯

著關聯。換言之，該群體對政治結構和政府政策中貧富政策的信任程度和法治評

價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性。在法治認知中，該群體對政府官員有無認真地打擊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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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與杜絕賄賂，和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出現顯著關聯，但是在意見表達的認

知上是混淆的。在政治社會化因素中，政治無力感呈現非常顯著的關聯，親身經

歷或親戚見過官員貪腐行為，對法治評價存在顯著負向關聯。 

 

歸納上述，影響該群體對於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最主要的還是來自於對整

個政治系統裡政府機關、政府官員的政治信任感和政府是否展現打擊貪腐的決心。

其次在於政府政策，對貧富問題處理的滿意程度和對社會多元意見表達的認知混

淆。最後政治無力感和親身經歷等官員貪腐的經驗也是影響法治評價的因素。 

貳、 政治社會化對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的影響因素 

政治社會化對於法治評價低落的直接影響因素，只有在政治無力感和是否為

親身經歷或親戚經驗兩個部分呈現顯著關聯。我們進一步探究政治社會化是否會

對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造成影響？進而影響法治評價？首先檢驗政治效能感、

政黨偏好、和官員接觸的經驗、傳統媒體、親友討論、社群網路對政治信任感的

影響，再檢驗所有項目對法治認知的影響。以下針對檢驗結果分別敘述。 

一、 政治社會化影響政治信任感因素 

( 一 )、 政治效能感 

將政治效能分成政治功效感和政治無力感，重新編碼後，檢驗其對政治系統

的影響，並進一步觀察是否影響法治評價。 

 

政治效能感在政治結構和政府政策上出現關聯。其中政治功效感在對法院的

信任上呈現顯著（P=0.014**），而政治無力感呈現負向關聯的顯著（Coef.= 

-.1480, P=0.022**），表示政治功效感愈高對法院愈信任，政治無力感愈高對

法院愈不信任。政治無力感的人另外對中央政府，和能否將犯罪官員繩之以



79 
 

法也會影響其對政府法治的評價。在政府政策上，只有政治功效感對結社自

由權和貧富間平等權呈現顯著正向關聯，表示對這群人而言，這兩項政策的

滿意程度，將會影響其對法治的評價。換言之，若是結社自由的保障低落，

或是政府的貧富政策，不能讓政治功效感高的群體感到滿意，那麼就會讓這

群人給予政府較差的法治評價。 

 

表 33 「政治效能感」影響政治信任感因素 

政治效能感（X1-X2） 
134 我覺得自己也有過問政

治的能力 

136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

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 

112 違法濫權&118 貪腐

（Y）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 

112 政府高層官員違法

或濫用權力 
-- -- -- -- 

政治結構（Y1-Y5） 

8 對法院的信任 .1585 0.014** -.1480 0.022** 

9 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1008 0.137 .1802 0.008** 

14 對警察的信任 .0281 0.544 .0557 0.228 

104 當政府領導人違法

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

力 

-.0421 0.384 .0600 0.237 

110 您認為犯罪的官員

會不會消遙法外？ 
-.0862 0.110 .2301 0.000*** 

政府官員 

118 在中央政府裡，貪

汙腐化的情況普不普遍 
-- -- -- -- 

政府政策（Y6-Y8） 

109 人們可以參加任何

自己喜歡的組織不用擔

心害怕 

.1375 0.002* .0089 0.844 

105 在臺灣，不同族群

都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0157 0.778 .0510 0.362 

106 窮人與富人都受到

政府平等的對待 
.1462 0.015** -.0989 0.113 



80 
 

 

( 二 )、 政黨偏好 

政黨偏好對於政治系統的信任沒有呈現顯著影響。在政治結構上，泛藍陣營

的人，對法院、中央政府、警察等機關和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

無能為力等信任感是呈現顯著相關的；中立不偏的人對警察和當政府領導人

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等呈現顯著相關。中央政府官員貪腐則是與泛

藍和中立不偏者呈現相關，在政府政策上，泛綠、泛藍和中立不偏全部都非

常顯著。換言之，泛綠陣營的人，政黨偏好只有對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有顯

著影響；泛藍陣營的人，除政治系統外，各個層面都呈現較強烈的顯著關聯；

中立不偏的人，除了對法院和中央政府沒有顯著關聯外，影響其信任的因素

和泛藍陣營較為類似。 

 

政黨偏好在泛綠和泛藍之間呈現對政治系統信任感完全相反的狀態，有可能

是因為兩大陣營的政黨屬性和執政時間長短的影響，泛綠陣營因為從在野崛

起，執政時間相較於泛藍陣營也不長，因此對政治結構、政府官員等廣泛政

治系統的信任感連結比較不強。但是政府政策就不論任何黨派、有無黨派影

響都呈現顯著，換言之，政府政策確實是影響民眾對政府信任、滿意與否的

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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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政黨偏好」影響政治信任感因素 

政黨偏好（X1-X3） 54-1_1 泛綠 54-1_2 泛藍 54-1_2 中立不偏 

（Y） Coef. P>|t|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12 政府高層官員

違法或濫用權力 
-.1316 0.261 -.1146 0.349 -.0967 0.394 

政治結構（Y2- Y6） 

8 對法院的信任 .1196 0.506 .4005 0.033** .2679 0.124 

9對中央政府的信

任 
-.0460 0.774 .3919 0.019** .1022 0.510 

14 對警察的信任 .2984 0.116 .5353 0.007*** .3542 0.054* 

104當政府領導人

違法時，司法機關

也無能為力 

.1599 0.402 .4237 0.033** .3414 0.065* 

110 您認為犯罪的

官員會不會消遙

法外？ 

-.0204 0.908 .2717 0.142 .0755 0.660 

政府官員（Y7） 

118 在中央政府

裡，貪污腐化的情

況普不普遍 

.1301 0.162 .2085 0.032** .1597 0.076* 

政府政策（Y8- Y10） 

109人們可以參加

任何自己喜歡的

組織不用擔心害

怕 

.3458 0.040** .5095 0.004*** .2742 0.092* 

105 在臺灣，不同

族群都受到政府

平等的對待 

.4151 0.016** .7848 0.000*** .5495 0.001*** 

106窮人與富人都

受到政府平等的

對待 

.3615 0.031** .55 0.002*** .480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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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資訊來源 

1. 與官員接觸的經驗 

用是否親身經歷、親戚經歷或朋友經歷，檢驗是否會對政治系統、政治結構

和政府官員的政治信任感產生影響。親身經歷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貪腐行為

的人，對政治結構中的法院（Coef.= -.1850,P=0.032**）、中央政府（Coef.= 

-.1529,P=0.051*）和警察（Coef.= -.3832,P=0.000***）的信任產生顯著的負向

關聯。親戚經歷的則是對警察（Coef.= -.1618,P=0.085*）和政府官員貪腐

（Coef.= -.0911,P=0.050**）的信任感產生負向關聯。說明若是親眼見過的次

數愈多，對政府機關信任程度就會愈低。在政府機構中，親身經歷或親戚經

歷，兩者皆呈現負向顯著關聯的交集是警察，在親身經歷中，警察有非常強

烈的負向關聯，而且是重要指標（Coef.=-.3832）。朋友經歷和政治信任感全部

都沒有顯著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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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與官員接觸的經驗影響政治信任感因素 

資訊來源

（X1-X3） 

120_1 親身經歷或親

眼看見過政治人物

或政府官員的腐敗

或貪污行為 

120_2 親戚經歷或看

見過政治人物或政

府官員的腐敗或貪

污行為 

120_3 朋友經歷或看

見過政治人物或政

府官員的腐敗或貪

污行為 

（Y） Coef. P>|t|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12政府高層官

員違法或濫用

權力 

-.0605 0.288 -.0728 0.214 -.0426 0.372 

政治結構（Y2-Y6） 

8對法院的信任 -.1850 0.032** .0766 0.386 .0292 0.686 

9對中央政府的

信任 
-.1529 0.051* -.0710 0.379 -.0107 0.870 

14 對警察的信

任 
-.3832 0.000*** -.1618 0.085* .0340 0.657 

104當政府領導

人違法時，司法

機關也無能為

力 

-.0620 0.504 -.1242 0.193 -.0815 0.295 

110您認為犯罪

的官員會不會

消遙法外？ 

-.0823 0.341 .0578 0.516 .0244 0.736 

政府官員（Y7） 

118在中央政府

裡，貪污腐化的

情況普不普遍 

-.0675 0.134 -.0911 0.050** .0121 0.748 

 

2. 傳統媒體、家人朋友和社群網路 

從傳統媒體、家人朋友和社群網路三種資訊來源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傳統媒

體在政治結構中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Coef.= 

-.0429,P=0.029**）和政府政策中貧富之間的平等（Coef.=-.0362,P=0.035**）

信任上產生負向顯著關聯，換言之，接觸傳統媒體愈頻繁，愈不認為司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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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政府領導人違法時會無能為力，但是在政府政策上認為窮人與富人沒有

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和家人朋友，則是對於政治結構中犯罪的官員會不會消遙法外和政府政策中

的結社自由產生顯著關聯。使用社群網路的人，對於三個政府機構信任程度、

中央政府官員貪腐有很強的正向關聯；對於政策中不同族群和貧富之間的平

等信任上則呈現顯著負向關聯，和傳統媒體一樣，接觸社群網路愈頻繁，對

政府的平等政策愈不信任，尤其是族群（Coef.=-.0226,P=0.083*）或是貧富政

策（Coef.=-.0241,P=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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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群網路」影響政治信任感因素 

資訊來源

（X1-X3） 

45 常不常閱讀、收

聽或收看有關政治

或政府方面的新

聞？ 

46 常不常與家人或

朋友討論政治？ 

51 常不常使用網路

或社群網路來瀏覽

有關政治和政府的

訊息？ 

（Y） Coef. P>|t|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12政府高層官

員違法或濫用

權力 

.0012 0.917 .0012 0.968 .0017 0.843 

政治結構（Y2-Y6） 

8對法院的信任 -.0251 0.168 -.0269 0.585 .0800 0.000*** 

9對中央政府的

信任 
.0083 0.616 -.0327 0.467 .0428 0.000*** 

14 對警察的信

任 
.0108 0.577 -.0586 0.263 .0428 0.003*** 

104當政府領導

人違法時，司法

機關也無能為

力 

-.0429 0.029** -.0732 0.169 .0232 0.107 

110您認為犯罪

的官員會不會

消遙法外？ 

-.0197 0.282 .1107 0.026** .0043 0.744 

政府官員（Y7） 

118在中央政府

裡，貪污腐化的

情況普不普遍 

.0085 0.370 .0120 0.640 .0152 0.030** 

政府政策（Y8- Y10） 

109人們可以參

加任何自己喜

歡的組織不用

擔心害怕 

-.0115 0.505 .0959 0.042** .0139 0.276 

105 在臺灣，不

同族群都受到

政府平等的對

待 

-.0279 0.117 -.0526 0.274 -.0226 0.083* 

106窮人與富人 -.0362 0.035** -.0598 0.197 -.0241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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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政府平

等的對待 

 

二、 政治社會化影響法治認知因素 

政治社會化對於法治認知是否會產生影響？對於法治觀念是否會造成混淆或

偏差？以下進行檢驗結果說明。 

( 一 )、 政治效能感 

檢驗政治效能感透過對法治認知的影響，是否影響法治評價。 

政治功效感對法治認知的影響，除了政策上意見表達自由沒有顯著外，在政

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幾乎都呈現顯著關聯；政治無力感

則在政治系統和政府官員呈現顯著。 

 

在政治系統上，政治無力感愈高（P=0.001***），認為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

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律規定愈高，表示政治無力感對政治系統中，法秩

序的維持出現認知混淆；但是政治功效感，也在政治結構中法官獨立審判認

知上出現了混淆，認為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P=0.028**），這兩種認知的

混淆，對於法治評價亦會產生影響。 

 

對於政府官員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腐，兩者呈現顯著，表示政府越努力打擊

貪腐，這兩種人都會給予法治正向的評價。政府政策上，政治功效感對政治

權利平等認知出現關聯性，代表政治權利平等的保障，會對政治功效感的人

給予法治正面評價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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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政治效能感」影響法治認知因素 

政治效能感（X1-X2） 
134 我覺得自己也有過問政

治的能力（政治功效感） 

136 像我這樣的人，對政府

的決定沒有任何影響力（政

治無力感） 

112 違法濫權&118 貪

腐（Y）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49 國家面臨困難

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

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 

-.0916 0.033** .1377 0.001*** 

政治結構（Y2） 

145 法官在審判重大

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

機關的意見 

.0958 0.028** -.0747 0.105 

政府官員（Y3） 

119 政府有沒有努力

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

賂？ 

.0709 0.072* .1508 0.000*** 

政府政策（Y4-Y5） 

148 大家的想法若不

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0229 0.621 .0434 0.391 

141 沒受過多少教育

的人，應該和教育程度

高的人一樣，在政治上

享有同等的發言權 

.1176 0.012** .0324 0.491 

 

( 二 )、 政黨偏好 

政黨偏好對法治認知的影響，在政治系統、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上都產生影

響。泛綠陣營的人，對於政治系統的法秩序維持和政策意見表達自由的認知

呈現顯著關聯，政黨認同愈強認知愈混淆；泛藍陣營的人對於政府是否有努

力打擊貪腐產生關聯；中立不偏的人只有在政策意見表達自由上有顯著關聯，

但和泛綠的人一樣認知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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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政黨偏好」影響法治認知因素 

政黨偏好（X1-X3） 54-1_1 泛綠 54-1_2 泛藍 54-1_2 中立不偏 

（Y） Coef. P>|t|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49 國家面臨困難時，政

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

會法律的規定 

.3738 0.046** .1777 0.362 .2900 0.109 

政治結構（Y2） 

145 法官在審判重大案

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

的意見 

.1277 0.511 .1070 0.598 .0073 0.969 

政府官員（Y3） 

119 政府有沒有努力在

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 
.1175 0.536 .6570 0.001*** .2972 0.106 

政府政策（Y4-Y5） 

148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

致，社會就會混亂 
.5107 0.003*** .2823 0.116 .3571 0.032** 

141 沒受過多少教育的

人，應該和教育程度高的

人一樣，在政治上享有同

等的發言權 

.513 0.726 -.1797 0.239 -.0900 0.525 

 

( 三 )、 資訊來源 

1. 與官員接觸的經驗 

對法治認知的影響，該群體是否親身經歷、親戚經歷或朋友經歷官員貪腐行

為只有在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有顯著影響，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都不顯

著。對於政府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腐，親身經歷（Coef.=-.2031,P=0.029**）

和親戚經歷（Coef.=-.2133,P=0.026**）都呈現負向關聯性，表示只要看過或

聽過愈多，認為政府努力打擊貪腐的程度就會愈低。 

 

有親身經歷的人在政府政策上的兩個法治認知都呈現顯著，意見表達自由正

向關聯（P=0.053*），保障政治權利平等呈現負向關聯（Co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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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P=0.024**），但兩者都是認知混淆。親眼看過愈多官員貪腐的人，愈不

認為教育程度高和低的人應該享有相同的政治發言權；意見表達自由一樣是

混淆的。 

 

表 39 與官員接觸的經驗影響法治認知因素 

資訊來源

（X1-X3） 

120_1 親身經歷或

親眼看見過政治人

物或政府官員的腐

敗或貪污行為 

120_2 親戚經歷或

看見過政治人物或

政府官員的腐敗或

貪污行為 

120_3 朋友經歷或

看見過政治人物或

政府官員的腐敗或

貪污行為 

（Y） Coef. P>|t|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49 國家面臨困

難時，政府在因

應上可以不必理

會法律的規定 

-.012 0.892 .0623 0.499 .1057 0.160 

政治結構（Y2） 

145 法官在審判

重大案件時，應

該接受行政機關

的意見 

-.0044 0.962 -.1372 0.154 .0043 0.956 

政府官員（Y3） 

119 政府有沒有

努力在打擊貪污

與杜絕賄賂？ 

-.2031 0.029** -.2133 0.026** -.0152 0.845 

政府政策（Y4-Y5） 

148 大家的想法

若不一致，社會

就會混亂 

.1591 0.053* .0573 0.498 -.0313 0.651 

141 沒受過多少

教育的人，應該

和教育程度高的

人一樣，在政治

上享有同等的發

言權 

-.1569 0.024** .0392 0.583 .1347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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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統媒體、家人朋友和社群網路 

從傳統媒體、家人朋友和社群網路三種資訊來源進行認知影響檢驗，結果顯

示傳統媒體對法治認知影響全部不顯著。相反的，社群網路對於政治系統

（P=0.001***）、政治結構（P=0.096*）、政府官員（P=0.007***）和政府政策

（P=0.000***、P=0.000***）的法治認知影響全部都顯著。家人朋友對於政治

系統（P=0.006***）、政治結構（Coef.= -.1983, P=0.000***）和政府政策的意

見表達自由（P=0.003***）產生顯著關連。 

 

和家人朋友討論，只有在政治結構的負向關聯上是認知正確的，表示和家人

朋友討論的頻率愈高，愈不認為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

的意見，但在政治系統的法秩序維持和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上，都是呈

現認知混淆的。在社群網路上，雖然全部呈現關聯性，但是在政治系統、政

治結構、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上都呈現認知混淆，只有在政府官員是否

有努力打擊貪腐，和政策中的政治權利平等才呈現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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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群網路」影響法治認知因素 

資訊來源

（X1-X3） 

45 常不常閱讀、收

聽或收看有關政治

或政府方面的新

聞？ 

46 常不常與家人或

朋友討論政治？ 

51 常不常使用網路

或社群網路來瀏覽

有關政治和政府的

訊息？ 

（Y） Coef. P>|t| Coef. P>|t| Coef. P>|t| 

政治系統（Y1） 

149 國家面臨困

難時，政府在因

應上可以不必理

會法律的規定 

-.0192 0.312 .1404 0.006*** .0480 0.001*** 

政治結構（Y2） 

145 法官在審判

重大案件時，應

該接受行政機關

的意見 

-.0081 0.682 -.1983 0.000*** .0242 0.096* 

政府官員（Y3） 

119 政府有沒有

努力在打擊貪污

與杜絕賄賂？ 

.0077 0.695 -.0704 0.188 .0391 0.007*** 

政府政策（Y4-Y5） 

148 大家的想法

若不一致，社會

就會混亂 

-.0046 0.791 .1403 0.003*** .0518 0.000*** 

141 沒受過多少

教育的人，應該

和教育程度高的

人一樣，在政治

上享有同等的發

言權 

-.0131 0.373 .0625 0.117 .0629 0.000*** 

 

三、 小結 

本研究假設，政治社會化會對一個人的政治信任感和認知產生影響，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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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連帶對法治評價高低有所牽動。根據這一部分的檢驗結果，簡要作成以下結

論。首先從政治效能感進行說明： 

( 一 )、 政治效能感：分成政治功效感和個人無力感。 

1. 政治功效感：  

(1) 政治信任感：在政治結構、政府政策呈現顯著。 

a. 對政治結構政府機關中法院的信任呈現顯著，政治功效感愈高

對法院愈信任。 

b. 在政府政策上，對結社自由權和貧富間平等呈現顯著正向關聯，

表示這兩個政策輸出是否能令其滿意，會影響對法治的評價。 

(2) 法治認知：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幾乎都呈

現顯著關聯。 

a. 在政治系統上，政治功效感愈高，認為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

在因應上愈應該遵守法律規定。 

b. 在政治結構中法官獨立審判認知上出現了混淆，認為應該接受

行政機關的意見，這種認知的混淆，對於法治評價亦會產生影

響。 

c. 對於政府官員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腐，呈現顯著，表示政府愈

努力打擊貪腐，愈會給予法治正面評價。 

d. 政府政策上，對政治權利平等認知出現關聯性，代表政治權利

平等的保障，會對政治功效感的人給予法治正面評價產生影

響。 

2. 政治無力感： 

(1) 政治信任感：在政治結構呈現顯著。 

a. 對法院的信任呈現負向關聯，政治無力感愈高對法院愈不信任，

對法院的信任會影響到對法治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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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和能否將犯罪官員繩之以法也會影響其

對政府的法治評價。 

(2) 法治認知：在政治系統和政府官員呈現顯著。 

a. 在政治系統上，政治無力感愈高，認為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

在因應上愈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這是政治系統中，對法

秩序的維持出現認知混淆，這種認知的混淆，亦會對於法治評

價產生影響。 

b. 政府官員愈努力打擊貪腐，愈會給予法治正面評價。 

( 二 )、 政黨偏好：分成泛綠、泛藍、中立不偏。 

在政治信任感方面，政治系統沒有顯著關聯，但在政府政策上，泛綠、泛藍

和中立不偏全部都有非常顯著的正向關聯。 

對法治認知的影響，在政治系統、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上都有顯著關聯。 

1. 泛綠陣營：  

(1) 政治信任感：只有對政府政策有顯著關聯。 

政黨認同愈強對政策愈滿意。 

(2) 法治認知：對政治系統、政府政策出現顯著關聯。 

對於政治系統的法秩序維持和政策意見表達自由的認知呈現顯著關

聯，政黨認同愈強認知愈混淆。 

2. 泛藍陣營： 

(1) 政治信任感：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都有較強烈的關聯。 

a. 在政治結構上信任法院、中央政府、警察等機關，但是認為當

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 

b. 並且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腐的情況普遍。 

c. 對政策滿意。 

(2) 法治認知：對政府官員產生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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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是否有努力打擊貪腐產生關聯，政黨認同越強烈，對於政

府有沒有努力打擊貪腐的認知越強烈。換言之，愈藍的人越認同政

府有努力在打擊貪腐。 

3. 中立不偏： 

(1) 政治信任感：在政治結構、政府官員、政府政策有顯著關聯。 

a. 對警察機關信任但認為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

為力。 

b. 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腐的情況普遍。 

c. 對政策滿意。 

(2) 法治認知：政府政策有顯著關聯。 

只有在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上有顯著關聯，但和泛綠的人一樣

是認知混淆的。 

( 三 )、 資訊來源：和官員接觸的經驗 

對政治信任感的影響，親身經歷和親戚經歷對政治結構和政府官員有顯著影

響，朋友經歷完全沒出現顯著關聯。對法治認知的影響，該群體是否親身經

歷、親戚經歷或朋友經歷只有在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有顯著影響，對於政治

系統、政治結構都不顯著。 

1. 親身經歷：  

(1) 政治信任感：政治結構有顯著關聯。 

對政治結構中的法院、中央政府和警察的信任產生顯著的負向關聯，

尤其是警察呈現非常強烈的負向關聯。 

(2) 法治認知：在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有顯著影響。 

a. 對於政府官員有沒有努力在打擊貪腐，呈現負向關聯，表示只

要看過或聽過愈多，認為政府努力打擊貪腐的程度就會愈低。 

b. 在政府政策上的兩個法治認知都呈現顯著關聯：意見表達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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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保障政治權利平等呈現負向，但兩種結果一樣都是認知

混淆的。 

2. 親戚經歷： 

(1) 政治信任感：政治結構、政府官員有顯著關聯。 

對警察和中央政府官員貪腐的信任感產生負向關聯。在政府機構中，

親身經歷或親戚看過，兩者皆呈現顯著負向關聯的交集是警察，負

向顯著關聯說明親眼見過的次數愈多，對政府機關信任程度就會愈

低，但認為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較不普遍。 

(2) 法治認知：在政府官員有顯著影響。 

對於政府官員有沒有努力打擊貪腐，呈現負向關聯，表示只要看過

或聽過愈多，認為政府努力打擊貪腐的程度就會愈低。 

3. 朋友經歷： 

(1) 政治信任感：全部都沒有顯著關聯。 

(2) 法治認知：政府政策政治權利平等的保障呈現正向顯著關聯。 

( 四 )、 資訊來源：傳統媒體、家人朋友和社群網路 

1. 傳統媒體 

(1) 政治信任感：政治結構、政府政策有顯著關聯。 

在政治結構中犯罪的官員會不會消遙法外和政府政策中貧富之間的

平等信任上產生負向顯著關聯。換言之，接觸傳統媒體愈頻繁，愈

不認為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但在政府政策

上覺得窮人與富人沒有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 

(2) 法治認知：傳統媒體對法治認知影響全部不顯著。 

2. 社群網路 

(1) 政治信任感：政府機構、政府政策有顯著關聯。 

a. 對於政府結構中三個政府機構信任程度、中央政府官員是否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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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有很強的正向關聯。 

b. 對於政策中不同族群和貧富之間的平等信任上則呈現顯著負向

關聯，和傳統媒體一樣，接觸社群網路愈頻繁，對政府的平等

政策愈不信任，尤其是族群或是貧富政策。 

(2) 法治認知：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法治

認知影響全部都顯著。 

雖然全部呈現關聯性，但是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政策的意

見表達自由上都呈現認知混淆；只有在政府官員是否有努力打擊貪

腐，和政策中的政治權利平等才呈現認知正確。 

3. 家人朋友 

(1) 政治信任感：政治結構、政府政策產生正向顯著關聯。 

和家人朋友討論愈多，愈認為政治結構中犯罪的官員會消遙法外，

但認同政府政策中的結社自由。 

(2) 法治認知：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和政府政策產生顯著關連。 

a. 但只有在政治結構的負向關聯上是認知正確的，表示和家人朋

友討論的頻率愈高，愈不認為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

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b. 在政治系統的法規範維持和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上，都是

呈現認知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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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臺灣的法治在國際評比名列前茅，但相對於國內民眾的主觀評價卻出現了落

差，本研究從三次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數據中發現，2008 年到 2014 年臺灣民眾對政

府的法治評價，認為政府不守法的比例，從 2008 年 56.86%、2011 年 57.03%到 2014

年 60.35%，創下新高；在貪腐部分，認為地方政府普遍貪腐 2008 年 58.14%、2011

年 59.67%；認為中央政府普遍貪腐，2008 年 57.36%，2011 年微幅下降至 56.03%，

2014 年卻大幅上升到 71.15%，顯示超過半數臺灣民眾認為臺灣政府不守法，並認

為中央或是地方政府普遍貪腐。 

 

2014 年的調查數據，有可能受到當年太陽花學運的影響，需要再持續觀察，

但是 2008 年到 2014 年 7 年間，臺灣民眾對政府法治評價不滿意一直都超過半數

以上。法治和民主概念的趨同性，讓我們足以相信若長期忽略民眾對法治的不滿，

有可能對民主支持產生不良後果，因此本研究嘗試以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

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的問卷結果，輔以相關文獻，進行次級資料分析，

探究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低落的原因。 

 

本研究以 David Easton 的政治系統模型作為分析的基礎，探討系統成員對於政

治系統中，法治的認知、情感及其評價低落的原因。因此從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

四波問卷調查結果中，篩選出 883 筆認為「政府高層官員違法或濫用權力的情形

嚴重」且「在中央政府裡，貪污腐化的情況普遍」的群體，假設該群體對其法治

（含貪腐控制）不滿，是因為對政府依法而治的信任感不足和法治認知上產生落

差，並有可能受到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政治信任感」涉及對整個政治系統的法治

信任和滿意程度；「認知落差」則在檢驗作為法治評價價值判斷基準的概念，和民

主的法治概念是否相符。但這兩種心理層面因素不易觀察，因此進一步從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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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n 政治系統模型中的「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

這四項指標進行檢驗。另外假設廣泛的社會化過程，對個人的政治心態會產生一

定程度的影響，據此，設定政治社會化的三組調節變項：政治效能感、政黨偏好

和資訊來源，分別檢驗對法治評價低落的影響、對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的影響。 

壹、 對確實執法和執法成效沒有信心，對貧富政策不滿意 

研究結果顯示，該群體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的「政

治信任感」幾乎都是低落的，檢驗 13 個題目，有 11 個題目都超過半數以上不滿

意。換言之，對於系統中法秩序的運作，典範中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確保

法律制度運行，權威中的角色扮演者，像是法官、政府官員守法與廉潔的表現，

輸出的政策是否能保障平等權的實現等，都缺乏信任。 

 

其中影響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是政治結構和政府貧富政策。政治結構中執

法單位與能否確實執法，和政府貧富政策的信任程度和法治評價之間存在較強的

關聯性。而信任感不足的最重要因素，是對政府執法單位能否確實執法和執法成

效沒有信心，像是中央政府、法院和警察，並且認為犯罪官員都會逍遙法外。另

外就是對於貧富政策的滿意程度，多數人認為窮人和富人並沒有受到政府平等的

對待。這和研究假設結果大部分相符，研究假設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

評價不滿意，其原因之一是對法治信任感不足。 

 

政府官員廉潔與遵守法紀是民眾信任的起點，其次才是執法單位能否確實執

法與執法成效，臺灣民眾對其法治的不滿因素非常直觀。官員遵守法紀可以透過

法遵訓練與宣導，讓其內化成為行為準則，但是貪腐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ary 

Becker 在 Business Week 中言明，只要有國家存在，就不可能消失，因此執法單位

是否確實執法與執法成效就非常重要，這也是影響民眾法治評價的關鍵因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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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來看，民眾對官員是否會逍遙法外和對法院、警察的信任都會影響法治

評價，證實上述論點。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 12 項決議，其中「推動人民參與司

法制度」、「強化公開透明的司法」、「有效打擊犯罪與檢討刑事政策」等重點議題，

27若能儘早落實，對降低民眾對法院的不信任和提升法治觀念應該有所幫助。 

 

至於民眾對貧富政策的不滿意，必須確認貧富不均在臺灣是否是一個問題。

2014 年臺灣吉尼係數 33.6，在世界 156 個國家中排名第 45 名，位居貧富差距小的

前 29%。28從客觀指標來看，臺灣貧富差距並不大，那麼民眾是切身的感受？還是

一種經由傳播媒介渲染之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從政治社會化的結果來看，傳

統媒體和社群網路對於政府的貧富政策都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表示接觸愈頻

繁，愈覺得窮人與富人沒有受到平等的對待。本研究認為，該群體對於貧富政策

的不滿意，有可能是受到傳統媒體和社群網路的影響，未必是政府對待窮人與富

人真有不平等的情況。建議政府可以利用傳統媒體和社群網路這兩種管道，進行

平衡式報導或是置入平衡性資訊釐清觀念。 

貳、 有無認真地打擊貪腐的感受，意見表達的認知混淆 

檢驗該群體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中「法治認知」的

10 個題目，確認是否產生認知落差或混淆。結果顯示，對於政治系統中法秩序的

運作、確保法律制度運行上認知沒有太大混淆，但是對民主法治的觀念並不是非

常清楚。典範中在判斷法律執行機構的獨立自主時，人們還是存在某些認知觀念

上的混淆，特別是在政府的水平課責上。權威中的角色扮演者，像是政府官員有

沒有努力在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認知有與沒有的幾乎各占一半。輸出的政策是

否能實現法治實質意涵等，在認知上公民權利的保障是較為重要的；但對於意見

                                                      
27

 請參閱註 1。 
28

 主要國家吉尼係數，請參閱美國中情局：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2ran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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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由權的認知有混淆的狀態。換言之，該群體對於在政治系統、政治結構、

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四個部分的法治認知產生了部分的落差和混淆。 

 

其中影響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是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該群體對政府官員

有無認真地打擊貪污與杜絕賄賂，和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的兩個部分出現顯

著關聯。政府政策中，愈同意「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的人，對

法治評價愈低，表示該群體認為，想法不一致社會就會亂，社會亂法治就不好，

這是法治認知的混淆。本研究發現，這種認知混淆會受到政黨偏好中「泛綠」「中

立不偏」，資訊來源中親身經歷、與家人朋友討論和網路社群的影響。這和研究假

設結果大致相符，研究假設臺灣民眾對其法治（含貪腐控制）評價不滿，其原因

之一是對法治認知產生落差或混淆。 

 

在法治認知方面，政府可以透過公開活動、宣導文宣、傳統媒體、政府網站、

社群網路等管道，揭示政府打擊貪腐的決心與成效，也可以進行法治觀念的宣導，

畢竟一個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意見表達是重要的個人權利，國家應當要予以保

障，才是法治實質意涵的實現。 

 

參、 個人政治無力感，與官員接觸的經驗影響法治評價 

對於該群體在政治社會化的三組調節變項：政治效能感、政黨偏好和資訊來

源，進行 15 個題目檢驗。從政治社會化主、客觀因素分析中，對多數法治評價低

落群體的樣貌為：政治無力感、沒有特定政黨偏好、親身經歷或親友見過官員貪

腐的經驗不多、使用網路、社群網路卻極少用來關心政治和政府訊息，更少藉其

表達對政治和政府的意見，政治訊息主要來源是傳統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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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群人而言，會直接影響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是政治無力感和與官員接

觸的經驗。本研究假設，個人的政治效能感高低，對於法治評價會有所不同，結

果顯示政治無力感愈高，法治評價愈低，符合假設。對於政黨偏好的假設，相對

於獨立選民，有政黨立場的人，對於法治的評價，會因個人政黨的偏好與當時執

政政黨是否相同，而有所差異，研究結果顯示，政黨偏好對法治評價沒有顯著關

聯，不符合假設。 

肆、 政治社會化對政治信任感、法治認知的廣泛影響 

相較於對法治評價的直接影響，政治社會化對個人的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

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符合本研究假設廣泛的社會化過程，會對個人的政治心

態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 政治功效感 

研究結果顯示，政治功效感和政治無力感對於信任感、法治認知都有顯著影

響：政治功效感高，對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會產生較全面性的正向關聯；反之，

政治無力感高，對政府的執法愈沒有信心，對於法治的認知也容易出現混淆。 

 

其中可能影響政治信任感，進而影響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政治無力感愈高，對

於法院愈沒有信心並且認為犯罪的官員都逍遙法外。其中可能影響法治認知，進

而影響法治評價低落的因素，政治功效感在政治結構中法官獨立審判上的認知出

現混淆，政治無力感認為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

定。 

二、 政黨偏好 

在政黨偏好部分，泛藍、中立不偏的人對於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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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感都有較強烈的關聯，泛綠除了政府政策外，全部都沒有關聯。三者都呈

現顯著影響的是政府政策，顯見政府政策不論任何黨派或有無黨派都是影響民眾

對政府信任、滿意與否的重要指標。在法治認知上，和政治信任感呈現相反結果，

泛藍政黨認同愈強烈，愈認同政府努力打擊貪腐；泛綠則是政黨認同愈強，對政

治系統法秩序維持、政府政策意見表達自由的認知愈混淆；中立不偏的人在意見

表達政策上，和泛綠一樣認知混淆。 

 

其中可能對政治信任感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政黨偏好對於政治信任感，泛

藍和中立不偏的人偏好愈強烈，愈認為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

力，並且在中央政府裡，官員貪污腐化的情況非常普遍。其中可能對法治認知造

成混淆的因素，泛綠的人偏好愈強烈，愈認為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

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並且和中立不偏的人一樣，認為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

社會就會混亂，但這都是認知混淆。 

三、 資訊來源 

另外，本研究假設，除了親身經歷外，任何資訊來源都有可能對法治（含貪

腐控制）的信任感和認知產生影響，進而影響法治評價。研究結果顯示，親身經

歷、親戚經歷、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群網路對政治信任感產生影響；親身經

歷、親戚經歷、朋友經歷、家人朋友、社群網路對法治認知產生影響，結果符合

假設。 

( 一 )、 與官員接觸的經驗 

親身經歷和親戚經歷對政治結構和政府官員的政治信任感全部出現負向顯著

影響。在政府機構中，親身經歷或親戚經歷，兩者皆呈現顯著負向關聯的交集是

警察，表示見過的次數愈多，對警察就愈不信任。警察位於執法的第一線，是民

眾最常接觸的執法者，結果顯示和官員接觸的經驗，對警察的信任出現負向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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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親身經歷和親戚經歷的人數比例並不高，但一旦有，民眾的感受就會非常強

烈。警察的角色若是民眾對國家法治評價最直接的指標，那麼就不能忽略遵守法

紀的重要性。 

 

對法治認知的影響，該群體是否親身經歷、親戚經歷或朋友經歷只有在政府

官員和政府政策有顯著影響。親身經歷和親戚經歷對於政府官員有沒有努力在打

擊貪腐，只要看過或聽過愈多，認為政府努力打擊貪腐的程度就會愈低，親身經

歷在政府政策上的兩個法治認知都呈現顯著關聯並且都是認知混淆的，朋友經歷

在政治權利平等上，正向顯著相關沒有混淆。 

 

其中可能對政治信任感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親身經歷愈多，對法院、中央

政府、警察愈不信任，親戚經歷愈多對警察愈不信任。其中可能對法治認知造成

混淆的因素，親身經歷和親戚經歷愈多，愈認為政府官員沒有在努力打擊貪腐，

親身經歷認為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政治權利也不應該平等。 

 

( 二 )、 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群網路 

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群網路對政治信任感中的政治結構、政府政策有顯

著關聯，但分別在不同層面上產生影響。傳統媒體在政治結構中犯罪的官員會不

會消遙法外和政府政策中貧富之間的平等信任上產生負向顯著關聯。換言之，接

觸傳統媒體愈頻繁，愈不覺得當政府領導人違法時，司法機關也無能為力；但愈

認為在政府政策上窮人與富人沒有受到平等對待。家人朋友對政治結構中犯罪的

官員會不會消遙法外和政府政策中的結社自由產生正向顯著關聯。社群網路則是

出現對政治結構信任，對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不信任的結果，尤其是對不同族群

和貧富之間平等的政策信任上，呈現顯著負向關聯，和傳統媒體一樣，接觸社群

網路愈頻繁，對政府的平等政策愈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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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認知上，傳統媒體全部沒有顯著影響，反而是社群網路對於政治系統、

政治結構、政府官員和政府政策全部都有顯著影響。雖然全部呈現關聯，但是在

政治系統、政治結構、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上都呈現認知混淆，只有在政府

官員是否有努力打擊貪腐，和政策中的政治權利平等才呈現認知正確。和家人朋

友討論，對於政治系統、政治結構和政府政策產生顯著關連，但只有在政治結構

的法官獨立審判上認知正確，在政治系統的法規範維持和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

由上，都是認知混淆的。 

 

其中可能對政治信任感產生負面影響的因素，接觸傳統媒體愈頻繁，愈覺得

在政府政策上窮人與富人也沒有受到政府平等的對待；和家人朋友討論愈頻繁，

愈覺得犯罪的官員會消遙法外；接觸社群網路愈頻繁，愈覺得中央政府官員貪污

腐化的情況普遍，並對政府的族群和貧富平等政策愈不信任。其中可能對法治認

知造成混淆的因素，和家人朋友討論、接觸社群網路愈頻繁，愈認為國家面臨困

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定，並且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

就會混亂。另外接觸社群網路愈頻繁，愈認為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

行政機關的意見。 

 

歸納政治社會化研究幾點綜合性發現： 

1. 研究結果發現，政治無力感對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產生了負面影響，

更是法治評價低落的直接因素之一。造成政治無力感的因素，若和其他

政治社會化因素合併分析，有可能是受到黨派影響力變小和接觸大眾傳

播媒體交互影響的結果。有研究指出民眾使用電視的時間愈長，其政治

參與程度愈低，疏離感愈高（Norris,1996；Hooghe, 2002；Moy, Scheufele 

& Holbert, 1999）；另外，接觸網路時間愈久人際交流會降低，還可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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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憂慮與疏離感（Kraut, Patterson, & Lundmark, 1998），或是降低政治參

與（Jennings & Zeitner, 2003）（以上轉引自張卿卿，2003：47-49）。 

2. 本研究法治評價低落的群體，政黨歸屬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政黨占

50.06%，政黨傾向覺得自己是中立不偏的占 64.89%，政黨偏好對法治評

價沒有直接顯著關聯，只有在政府政策才有明顯影響，顯示政黨的影響

力正在消退。而從媒體議題設定的研究中指出，認為自己沒有固定政黨

傾向或是無黨派的人，更有可能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Orum & 

Dale,2012：396），這個論點也在本研究中傳統媒體和社群網路對政治信

任感與政治認知的影響獲得證實。 

3. 親身經歷和親戚經歷官員貪腐行為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往往會造成強烈

的負面觀感，在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上都是一樣的，對政府結構不信

任，也否定政府打擊貪腐的行動與決心，甚至對於政府政策意見表達自

由和政治權利平等都不認同，對法治評價的負面影響是直接而且強烈的。

建議政府對於政府官員、公務人員、執法人員等法遵宣導與訓練應要不

於餘力，並加強打擊貪腐的決心，強化執法能力，強力宣傳執法結果，

方能重塑民眾信任與信心。 

4. 傳統媒體雖是民眾最常獲得政治訊息的管道，但已非形塑民眾法治認知

的有效載體，並對政府貧富政策的信任感產生負面影響。取而代之的社

群網路，雖然不是民眾選擇作為政治發聲的管道，卻是影響民眾政治信

任感和法治認知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傳統媒體對政治信任感的負面影響，有可能是一種「政治厭惡」（political 

malaise）的結果。Robinson 在 1976 年的研究指出，電視媒體常以膚淺、

負面、衝突性的方式報導政治訊息，這讓依賴電視為主要訊息來源的選

民，對政府的作為及政治人物產生不信任感，形成政治厭惡。政治厭惡

顯現出來的現象是公民對政治制度缺乏信任感，政治效能感低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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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候選人不滿意（王嵩音，2006：74）。 

6. 社群網路上的訊息很少能被有效審查，只能靠自我規範，因此充斥著許

多假新聞和假消息，若是使用者無法判斷，往往很容易造成事實的混淆，

造成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從社群網路對於政治系統、政治

結構、政府政策的意見表達自由上都呈現認知混淆的結果可以證實。 

 

政治社會化主、客觀因素對於法治評價低落的直接影響，在本研究中雖然只有政

治無力感和與官員接觸的經驗呈現顯著，但對於政治信任感和法治認知卻有廣泛

的影響。政治信任感，除了朋友經歷全部沒有顯著影響外，其餘如政治無力感、

政黨偏好（泛藍和中立不偏）和親身經歷、親戚經歷、傳統媒體、家人朋友、社

群網路等資訊來源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在法治認知上，除了傳統媒體沒有產生顯

著影響外，其餘如政治無力感、政黨偏好（泛綠和中立不偏）和親身經歷、親戚

經歷、朋友經歷、家人朋友、社群網路等資訊來源都造成了認知混淆。若忽略政

治社會化因素造成的廣泛影響，很難樂觀的認為長期下去，不會對法治評價造成

負面結果，甚至危害到民主，更不可能企求臺灣成為一個擁有好的民主品質的國

家。 

伍、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只是嘗試對臺灣法治評價低落的原因，做較全面性的初探研究，其研

究結果，應有許多可以再深入探討的議題，像是媒體和政黨偏好的政治影響力消

長對法治評價的影響、政治無力感和媒體因素對法治評價的影響等。另外本研究

是以 2014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四波的問卷結果進行分析，問卷結果有可能受當

年或前一年社會中發生的重大事件所影響，致使某些影響因素特別顯著，未來若

要持續觀察臺灣的法治評價變化，應持續研究方能掌握民意脈動，也才能真正瞭

解需改善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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