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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壹、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自由之家 2019 年以「撤退的民主」（ Democracy in Retreat）為題公佈「2018

世界自由度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1，提出全球自由已經連續 13 年

呈現衰退的民主警訊；即便民主退潮危機隱現，台灣仍以 93 分高分在此次所調

查的 195 個國家中續列「自由國家」，排名為亞洲第 2 名（第一為日本），世

界第 26 名，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類別皆獲得「 自由」的評比分數，

報告指出「台灣自 2000 年以來已經完成三次政黨和平輪替，並整體上堅定保護

公民自由權利」2，肯定台灣追求自由民主的貢獻。自 1996 年開放總統由人民

直接投票選舉，台灣被自由之家評定為「選舉的民主」國家與「自由的民主」

國家，台灣每年評比結果或有起伏，但從未離開自由國家之列3，可見，台灣從

迎向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後，便一路堅定朝向民主鞏

固及民主深化的方向前進。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起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其後民主潮流襲捲歐洲、

拉丁美洲、亞洲等地區，此股全球性民主浪潮在 20 世紀末大規模推動新興民主

國家成立，使得人類史第一次有超過半數的國家擁有民主政府的形式4，以自由、

公開和公平的民主選舉方式產生國家 高決策者。 

 

                                         
1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9/democracy-in-retrea 
2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19/taiwan 
3 https://freedomhouse.org。李酉潭（2011），〈我國政府人權指標建構模式之探討—從 Freedom 

House 人權指標評比分析〉，《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 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北：五南，

頁 63-102。 
4 《第三波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Huntington 原著，劉軍寧譯，頁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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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始於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及 1987 年蔣經國總

統宣佈解除戒嚴之際，歷經解除黨禁、報禁，開放人民集會結社、遊行請願自

由，到 1996 年總統開放直接民選，台灣在進入 21 世紀前成功完成民主轉型，

由非民主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至 2000 年總統選舉，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陳

水扁擊敗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及新黨候選人宋楚瑜，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並於

2008 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完成二次政黨輪替，台灣進入

Samuel P. Huntington 所提出的「二次政黨輪替考驗」5（two-turnover test）之民

主鞏固階段（democracy consolidation），台灣和平完成政黨二次輪替已成為世

界民主化的成功案例。 

 

台灣從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的經驗的意義何在？除了探究經濟發展是否是

民主化必要條件、政黨發展與競爭過程、有效的民主治理等，個人認為價值典

範的移轉也相當值得一探究竟。民主不應該、絕不會只是體制、制度、程序的

建立，民主也是一種生活、一種文化以及價值選擇，尤其是價值乃信念的一種

型式，係居於一個人整體信念系統的核心位置，價值又代表一個人關於理想的

行為模式（modes of conduct）及理想終極目標（terminal goals）的一些信念，

價值先於態度，並且是決定及指導態度與行為之重要變數(determinant) 6。當一

個政治共同體或人民選擇民主，揚棄威權或極權，他們選擇的絕不是只有行政

體制及選舉制度，人民選擇的是自由、平等、自主的價值與生活方式。 

 

因此，民主轉型及民主鞏固的討論中，人民對民主所抱持的價值與態度變

遷, 是不可或缺的議題。政治學者在民主轉型的相關研究中，常將民眾的民主價

值視為是一個社會能否順利完成民主轉型的前提。例如，公民是否具有一定程

度的民主價值是影響民主轉型的關鍵因素，也常以公民與政治菁英是否普遍地

接受與認同相關民主規範來做為評估一個社會之民主是否已達鞏固階段的指標 

（Dahl, 1971；Linz and Stepan, 1996；趙永茂，2002）。 

 

民主轉型及民主鞏固將建立民眾民主價值，那台灣推動民主後，民主價值

                                         
5 《第三波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Huntington 原著，劉軍寧譯，頁 324。 
6 Rokeach《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196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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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變化是什麼呢？又，價值是人的核心信念，那人民的民主價值會如何影

響社會其他系統價值取向呢？儒家思想及家族主義建構了東方華人社會包含台

灣的傳統價值及關係規範，若民主化改變價值取向，那儒家文化中 重要 基

本的家庭傳統權威價值是否也有所變遷呢？ 

 

台灣與其他東方社會深受家族主義及儒家思想影響，傳統價值中，家庭是

社會結構 基本且重要的單位，父子關係更是五倫的軸心（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環環相扣的禮教規範建構以父權為基礎的家庭社會。家庭內強

調家父長制，身居家長的父親擁有 大的權威，具有絕對的地位與權力優勢。

家父長權威的主從秩序，代表長輩優先、年長者優先以及男性優先，家父長有

權界定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及其與社會整體間的關係，而家屬則只能聽命服從。

父權為上所建立的家庭傳統倫理內容有「父慈子孝，父為子綱」、「夫義婦順、

夫為妻綱」。在父為子綱的觀念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父要子亡，

子不可以不亡。」；在夫為婦綱要求下，女子遵從三從（在家從父、及嫁從夫、

夫死從子）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以夫為貴、以父至上。由此看

出，東方傳統家庭價值的特色為家父權威及男性權威。7 

 

Huntington（1991）8認為儒家或受儒家影響的社會一直不適合民主的生長。

台灣出現民主化的壓力比歐洲和拉丁美洲慢，原因之一便是儒家文化傳統強調

層級結構、權威、社群忠誠，這延緩了社會族群對政權提出強烈的要求。傳統

儒家強調團體、團體高於個人。在傳統儒家禮教浸營的台灣推動自由化、民主

化三十多年來，或許民主因為高度經濟發展的沃土及政治菁英的理性選擇得以

在台灣落地發芽，但家庭乃傳統禮教 核心一角，家庭傳統權威價值有辦法朝

向反父長、反男性權威的方向發展？若有，影響家庭傳統價值變遷的因素是什

麼？民主價值取向與家庭傳統價值取向的變遷又是否存在關聯性？此些思考及

問題構成本論文的緣起。 

 

                                         
7 馮友蘭，2004，2011；劉東超，2008；吳新穎，2012。 
8 第三波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Huntington 原著，劉軍寧譯，頁 3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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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主要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為： 

1. 台灣民主化後台灣家庭傳統價值取向變遷情形，探究民主對家庭價值

的影響，從而驗證民主並非局限於政治場域，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態度

或價值選擇，影響層面深及家庭及個人，政治民主化將帶來家庭民主

化。 

2. 傳統家庭 重要的特色是父權，由父權發展對家長權威及男性權威，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及重男輕女乃為傳統家庭價值主要觀念，民主作為

一種去權威、追求個人自由及人人平等的過程，此等觀念延伸出的親

子權威、婆媳權威及重男輕女價值勢必面臨挑戰，藉由觀察上述變化，

來驗證家庭民主化的發展方向與軌跡。 

3. 政治作為一個交互影響，有輸入及輸出的系統，透過研究家庭傳統價

值與人口學變項、社會學變項及政治學變項間的關係，建立民主化、

民主發展與家庭傳統價值變遷的關聯性，補充台灣民主發展的家庭單

位一角。 

貳、主要研究問題  

  經由前述的探討，以及本論文將運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

中心」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研究計畫」於 2001 年、2006 年、2010

年與 2014 年的四波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因此本論文的研究題目為： 

1. 台灣民主化後於 2001 年到 2014 年間，台灣民眾對於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

變遷情形。 

2. 台灣民主化後於 2001 年到 2014 年間，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取向變遷情形。 

3. 此期間，台灣民眾對於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認同變化，與人口學變數（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社會學變數（族群屬性、宗教信仰

與自我認定的社會階層），政治學變數（政黨偏好與民主價值取向）是否有

關，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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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經由前述的探討，本論文所欲討論的是，台灣民眾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變遷

情形，以及何種變數之於台灣民眾對於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認同影響 鉅，亦即

何種因素造成台灣民眾對於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認同的變遷。 

  因此本節將說明本文之研究途徑、方法、架構、假設，並對概念、操作性

定義與測量進行界定與說明，再者說明本論文所使用之分析工具。 後則是對

於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進行說明。 

 

壹、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本文的研究途徑為 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system theory），具體內

容將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之第三節理論進行闡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運用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之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研究計畫」於 2001 年、2006 年、2010 年與

2014 年的四波調查資料，以量化的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進行

探討，並運用「二元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 model)進行分析。 

 

貳、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主要由獨立變項及依變項兩組變項所組成（詳見圖 1-1）。

依變項為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由（一）親子權威取向、（二）婆媳權威取

向、（三）重男輕女價值取向等三組變數所構成。獨立變項則由（一）人口學

變數、（二）社會學變數、（三）政治學變數等三類變數所組成，用以考驗其

等對依變項臺灣民眾對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的影響。其中人口學變數包括：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等四個變數，社會學變數則為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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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族群屬性、宗教信仰與自我認定的社會階層，政治學變數則為受訪者的政

黨偏好與民主價值取向。其中民主價值取向既是獨立變項也是自變項。 

 

 

 

圖 1-1 本論文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基於前述的研究架構，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假設如下： 

（一）台灣民主化後，受訪民眾的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有所變遷。 

（二）台灣民主化後，受訪民眾的民主價值取向有所變遷。 

（三）受訪民眾的人口學變數（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與家庭

傳統權威價值取向有顯著的關聯。具體而言，男性、年紀愈大者、教

育程度愈低者、家庭收入愈少者愈認同於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反之，

則愈傾向於不認同。 

（四） 受訪民眾的社會學變數（族群、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與家庭傳統權

威價值取向有顯著的關聯。具體而言，本省、宗教信仰為民間信仰、

道教佛教者、社會階層愈低者愈傾向於認同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反之，

則愈傾向於不認同。 

（五） 受訪民眾的政治學變數（政黨偏好與民主價值取向）與家庭傳統權威

獨立變項 

一、人口學變數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 

二、社會學變數 

族群 

宗教信仰 

社會階層 

三、政治學變數 

政黨偏好 

民主價值取向 

依變項 

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 

親子權威 

婆媳權威 

重男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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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取向有顯著的關聯。具體而言，政黨偏好泛綠者、取向於民主價

值者愈不取向於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反之，則愈取向於家庭傳統權威

價值。 

 

參、概念界定、操作性定義與測量  

在本文就研究中，主要探討的是自變項以及依變項的關係。依變項係指研

究者欲要進行解釋的變項，在本文中主要為臺灣民眾之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

而自變項亦為獨立變項，用來解釋依變項之原因變項，在本論文中分為人口學、

社會學、政治學三組變數。 

一、獨立變項  

根據上述的研究架構，本論文的獨立變項有人口學、社會學及政治學三組

變數，茲再說明如下：  

（一）人口學變數  

概念性定義：所謂「人口學變數」或「人口統計學變數」（demographic variables）

簡單來講指的是人口統計學所使用的變數。「人口統計學」主要是從人口特徵，

例如性別、數量、增長情況、密度、分佈和人口動態統計等，進行研究的學科，

是一項總體觀察的統計，長久以來人口學變數對個體與總體的影響，一直是社

會科學的探討主題，不管是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甚至跨學

門研究都常常加以運用，因此通常用「人口統計學變數」來加以概括。本論文

基本假設，有些「人口統計學變數」會影響臺灣民眾的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

或者說「人口統計學變數」與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存在顯著的差異，因此我

們選擇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等四個「人口統計學」上

常見的變數來加以探討。 

 

操作性定義：本論文透過下列四個題目，作為人口學變數之性別（題目 1-1） 、

年齡（題 1-2）、教育程度（題目 1-3）與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題目 1-4）變項詢

問受訪者。 

 
1-1．受訪者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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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性  □2.女性  
 

1-2．請問您出生於民國（前／後）那一年？（訪員換算後登錄下列年齡

層）  
□1.20～29 歲  □2.30～39 歲  □3.40～49 歲  □4.50～59 歲  □5.60～70 歲  
□6.71 歲及以上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1-3．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不識字  □2.識字但未入學  □3.小學  □4.國中（初中初職） □5.士校

警 校  □ 6.高 中 高 職  □ 7.師 範 學 校  □ 8.專 科  □ 9.軍 警 專 校  □ 10.軍 警 官

校   □ 11.大 學  □ 12.研 究 所  □ 13.其 他 【 請 註 明 】 □ 98.無 法 選 擇  □ 99.
不回答  

 

1-4．請問您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屬於哪一個等級？  
□1.35,000 元以下  □2.35,001～65,000 元  □3.65,001～90,000 元  
□4.90,001～120,000 元  □5.120,001 元以上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二）社會學變數  

概念性定義：所謂「社會學變數」簡單來講指的是社會學研究所使用的變

數。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現象的學科，一套關於人類社會結構及活動的知識

體系，在研究題材上相當廣泛，傳統研究對象包括了社會階層、社會階級、社

會流動、宗教、族群、脫序或反社會行為等等。本論文基本假設，有些「社會

學變數」會影響臺灣民眾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或者說「社會學變數」與臺

灣民眾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存在顯著的差異，因此我們選擇了族群、宗教信

仰與社會階層等三個社會學上常見的變數來加以探討。 

 

操作性定義：本論文透過下列三個題目，作為社會學變數的族群（題目2-1）、

宗教信仰（題目 2-2）與社會階層（題目 2-3）變項詢問受訪者。 

 

2-1．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  
□1.本省客家人  □2.本省閩南人  □3.大陸各省市人  □4.原住民  

□5.其他（請說明：  ）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2-2．請問您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1.民間信仰（祭祖拜神）  □2.道教  □3.佛教  □4.天道（一貫道）  □5.
回教  □6.天主教 □7.基督教  □8.無  □9.其他  □98.不知道  □99.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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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請問您覺得目前您家庭的社會地位是屬於社會的哪一層？  
□1.上層  □2.中上層  □3.中層  □4.中下層  □5.底層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三）政治學變數  

概念性定義：所謂「政治學變數」簡單來講指的是政治學研究所使用的變

數。政治的本質是權力運作與分配，因此政治學是分析和規範權力運作與分配

的學問，比較常見的研究題材有政府治理、國會、選舉、政黨等等。本論文基

本假設，有些「政治學變數」會影響臺灣民眾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或者說

「政治學變數」與臺灣民眾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存在顯著的差異，因此我們

選擇了政黨偏好及民主價值取向等兩個政治學上常見的變數來加以探討，其中

民主價值取向包括主權取向（主權）、言論自由（自由權）及集會結社自由（多

元權）等四個題目。 

 

操作性定義：本論文透過下列五個題目，作為政治學變數之政黨偏好（題

目 3-1），以及民主價值取向之主權取向（自主權）（題目 3-2、3-3）、言論自

由（自由權）（題目 3-4）、集會結社自由（多元權）（題目 3-5）詢問受訪者。 

 

3-1．請問您覺得自己 接近哪一個政黨？  
□ 1.國 民 黨  □ 2.民 進 黨  □ 3.新 黨  □ 4.親 民 黨  □ 5.建 國 黨 （ 台 聯 ）  □ 6.
其他政黨（請註明：  ）  □7.不接近任何政黨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3-2．請問您是否同意，只要政治領導者的品德高尚，任何事情我們都可

以由他做主？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3-3．請問您是否同意，政府首長等於一個家庭的大家長，一切大小國事，

都應該聽從他的決定？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3-4．請問您是否同意，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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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3-5．請問您是否同意，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

就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二、依變項  

根據前述的研究架構，本論文的依變項為臺灣民眾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

主要的測量面向為（一）親子傳統權威取向（二）婆媳傳統權威取向（三）重

男輕女價值取向。 

親子權威取向主要是東方社會儒家文化中「父為子綱」的傳統倫理概念，

父權至上，一切以父母為先為重，「父要子死，子不可不亡」的價值取巷及行

為規範。婆媳傳統權威為親子傳統權威及重男輕女概念的結合，血親關係改為

姻親關係，嫁入夫家的媳婦須稟持三從四德事公婆如親父母。重男輕女價值取

向為東方社會傳宗接代及男性權威的價值取向，認為唯有生兒子才能延續家族

血脈。 

操作性定義：本研究分別以三個題目（題目 4-1、4-2、4-3）作為依變項，

探究家庭傳統價值取向與自變項的關係及變遷情形。 

 

4-1．請問您是否同意，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4-2．請問您是否同意，婆媳間有爭執，即使婆婆不對，做丈夫的也應該

勸妻子聽婆婆的話？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4-3．請問您是否同意，如果只要一個孩子，生兒子比生女生好？  
□ 1.非 常 同 意  □ 2.還 算 同 意  □ 3.不 太 同 意  □ 4.非 常 不 同 意  □ 7.不 懂 題

意  □8.無法選擇  □9.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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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臺灣地區 20 歲成年民眾，資料來源取自臺灣大學

「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臺灣地區調查研究計畫」所進行

的四波調查，分別完成於 2001、2006、2010、2014（詳見表 1-1）。筆者在此

要特別感謝「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慷慨提供此一難得的調查資料，使本論文的

論證有所憑藉。 

 

表 1-1 歷次調查執行日期與樣本數 

波   別  調查日期  N 
95 %信心水準下

的抽樣誤差  

第一波  2001.06～2001.07 1415 ±2.61% 

第二波  2006.01～2006.02 1587 ±2.46% 

第三波  2010.01～2010.02 1595 ±2.45% 

第四波  2014.06～2014.11 1657 ±2.4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民調資料 

 

伍、分析工具  

本論文的分析工具主要借重「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SPSS)，在分析方法上，首先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描述臺灣

民眾對民主價值取向及家庭傳統權威取向的次數分配。其次，運用「二元勝算

對數迴歸分析」(binary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建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

庭每月平均收入、族群、宗教信仰、社會階層、政黨偏好及民主價值取向等獨

立變數，對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的解釋模型，以瞭解這些獨立變數對依變數

的解釋能力。 

 

陸、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說明  

雖然台灣已符合客觀民主鞏固之要件，然而家庭領域民主化情形如何呢？

家庭民主化與國家民主化變遷一致嗎？哪一些變項是影響家庭傳統價值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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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又影響關係為何？因此欲藉此論文以系統性統計分析方式進行了解，並

提出解釋，以期望能更窺民主化發展的全貌，以及國家民主化與家庭民主化間

的關係。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從研究之緣起及問題意識帶出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

及問題，並且說明欲要研究之設計。為了讓本篇論文的立論根基更為穩固，在

第二章對於相關概念及理論進行檢討，同時爬梳國內外研究資料。 

接著進入本文所欲探討之內容，分述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情形。

第三章討論臺灣民眾親子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第四章則探究臺灣民眾對婆媳

傳統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第五章則進行臺灣民眾對重男輕女價值取向的討論。

後結論為第六章，將會提出主要的發現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章節分配如下：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主要研究問題 

第三節  研究設計 

第二章  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民主化與民主價值 

第二節  家庭傳統權威價值 

第三節  相關理論檢討 

第三章  臺灣民眾民主價值取向的變遷 

第一節  臺灣民眾對民主價值取向的變遷情形 

第二節  臺灣民眾對民主價值取向的個體層次解釋 

第四章  臺灣民眾對親子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 

第一節  臺灣民眾對親子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情形 

第二節  臺灣民眾對親子權威價值取向的個體層次解釋 

第五章  臺灣民眾對婆媳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 

第一節  臺灣民眾對婆媳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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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民眾對婆媳權威價值取向的個體層次解釋 

第六章  臺灣民眾對重男輕女價值取向的變遷 

第一節  臺灣民眾對重男輕女價值取向的變遷情形 

第二節  臺灣民眾對重男輕女價值取向的個體層次解釋 

第七章  結  論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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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民主化與民主價值 	  

壹、台灣民主化與民主發展  

 
Huntington（1991）在《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提出，第三波

民主化浪潮開始於 1974 年葡萄牙里斯本，這一波民主潮流，變成一種全球性浪

潮，襲捲南歐，橫掃拉丁美洲，挺進亞洲，沖垮蘇聯集團的專制政權；大約有

三十個國家從集權政治（威權政府）轉向民主政治，其他國家的威權政權則發

生大規模自由化運動，另一些國家，推廣民主政治的運動獲得力量及合法性。

Huntington 界定民主的標準以「 有力量的集體決策者是否經由公平、公正和

定期的選舉產生」，並提出衡量民主鞏固的標準為「二次輪替考驗（two-turnover 

test）」。 

 

依據 Huntington 的定義，1986 年民主進步黨正式組黨、1987 年蔣經國總

統宣佈解除戒嚴令，一黨制政府開放部分權力給人民及社會團體開啟台灣自由

化。後續歷經解除黨禁、報禁，開放人民集會結社、遊行請願自由，到 1988 年

蔣經國總統過世，李登輝繼任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台灣籍總統後，陸續於 1991

年終止動員勘亂臨時條款，於 1991 年、1992 年進行國會全面改選，1992 年廢

除刑法第一百條歸還人民更完全的權力，1993 年釋放民間申請電台頻道，且陸

續成立有線電視及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媒體傳播自由逐漸完備；1994 年台北市、

高雄市直轄市市長人民直選，到 1996 年總統直接民選，並且被國際人權組織「自

由之家」評定為「選舉的民主」國家與「自由的民主」國家之列9，台灣在進入

21 世紀前成功進入民主化，啟動民主轉型工程。至 2000 年總統選舉，民主進

步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擊敗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及新黨候選人宋楚瑜，台灣和平

                                         
9李酉潭（2011），〈我國政府人權指標建構模式之探討—從 Freedom House 人權指標評比分析〉，

《自由人權與民主和平 台灣民主化的核心價值》，台北：五南，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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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並於 2008 年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完成第二

次政黨輪替，台灣完成Huntington二次輪替測試進入民主鞏固期（李酉潭，2002；

吳乃德，2014；林佳龍，2000；張佑宗，2011），台灣民主化歷程亦被認為是

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案例之一（李酉潭、張孝評，2002）。 

 

台灣在解除戒嚴前，除政治運動外，社會運動、民間團體業已逐步蓄積能

量。如婦女運動領袖呂秀蓮年想向政府登記成立組織，因仍在戒嚴時期尚未開

放結社自由，因而被拒絕，呂秀蓮轉以成立雜誌社持續集結同好及推動平權工

作10。1987 年蔣經國總統解除戒嚴令、台灣推動自由化前，亦陸續有群眾上街

頭遊行向政府提出訴求11。俟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集會、結社及遊行等自由後，

除原本已白熱化進行的政治運動外，各種社會團體更解開壓力天花板開始蓬勃

發展，如婦女運動12、教育改革運動13、勞工運動14、環保運動15等開始組織、集

結、運作、遊說、倡議，推動各項價值理念。 

 

承上所述，推動自由化、民主化，非但將台灣由一黨專制的威權政治政體

                                         
10 1971 年呂秀蓮從國外留學回國，開始在報紙發表一系列推動女性權益的文章，後因想以「現

代婦女會」登記成立組織，被政府以「其目的與既有組織『婦女會』（隸屬於國民黨）重覆，

申請者應加入婦女會為會員」(周碧娥、姜蘭虹，1989)，轉而成立拓荒者出版社，集結有志一

同的女性舉辦軟性活動如茶會、廚藝比賽、座談會等，推動「一手拿鍋鏟，一手拿筆桿」的

新女性運動。 
11 1985 年反對台中縣大里鄉設置三晃農藥廠抗議行動。1987 年 1 月 10 日華西街救援雛妓遊行，

第一次婦女團體集結進行街頭運動等。 
12 1987 年婦女新知雜誌社改組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民間婦女團體包含婦女救援基金會、

勵馨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以立法院遊

說立法、街頭運動、座談演講、撰文投稿等方式推動性別平權。 
13 1988 年 1 月 31 日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由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主婦聯盟等 32 個民間團

體共同召開，1994 年 4 月 10 日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組成教改聯盟，發起四一〇教育改革運動

及遊行，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 
14 1988 年是勞工運動相當重要的一年，該年陸續發生桃園客運罷工事件、台鐵司機員罷工事件、

石油工會七一五大遊行、苗栗客運罷工事件與二法一案大遊行、新光紡織士林廠關廠抗議、

自主工聯成立等。 
15 1985 年台中縣大里鄉設置三晃農藥廠，反對鄉民組成台灣第一個反公害團體進行抗議行動。

1987 年解嚴後，新環境基金會、主婦聯盟基金會、台灣環保聯盟基金會陸續成力，進行街頭

抗議、立法遊說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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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民主政體，亦解放個人自由及社會自由，過去威權控制的一言堂思想，轉

為可追求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本論文主要目的為研究民主化後台灣家庭傳統

權威價值變遷，影響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變遷的因素，以及與民主價值之關係，

因此，將以台灣推動民主化、進入民主轉型階段後作為主要研究時間，並以台

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調查

研究計畫」於 2001 年、2006 年、2010 年及 2014 年的四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貳、民主價值定義、內容與相關研究  

政治學界對於民主價值是影響民主重要因素之一已經有共識，只是因研究

主題不同對民主價值的定義、內容有不同解釋。 

 

Dahl（1971:128-62）在檢視政治活動者的態度，除了民主的正當合法性之

外，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價值，例如對權威的一致性態度、公民

間的相互信任、以及願意妥協的態度等。  

 

台灣大學教授胡佛161970 年代開始，以政治系統內成員與成員之間的權力

關係、成員與機構之間的權關係與權威機構相互之間的權力關係，建構民主價

值的分析架構，將民主價值取向分為五類，一為平等權取向，指的是政治系統

內成員與成員的關係是否平等。二為自主權取向，係指決策與執行機構的權力

來源是否是一般人民。三為自由權取向，係指個人權力的行使是否應具有某種

自主的範圍，不受決策或執行機構的干涉。四為多元權取向，各種社會團體行

使權力應否具有自主性，不受決策機關干涉。五為制衡權取向，指的是決策及

執行機構相互關係是否應採分權或制衡之原則。或可稱為平等權、參政權、自

由權（個人自由權）、多元權（社會自由權）、制衡權。胡佛多次用上述架構

進行調查，也廣為國內外研究所運用。 

 

袁頌西等人（1988）在多次研究中，將民主價值結構分為，一、基本價值

取向，包含自主取向、自由取向及參與取向；二、結構價值取向，包含制衡取

                                         
16胡佛（1988），《政治文化與生活》，頁 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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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權取向、多元取向；三、程序價值取向，包含理性取向、法治取向、規

則取向及多數決取向。 

 

陳義彥（1995）採用四個題目來測量選民的民主觀，分別是「有人說：政

治的事情太複雜，應該由較有知識的人來管」、「有人說：不管一個人在政治

上的意見如何，都可以公開發表，也有人認為有些政治上的意見應該不可以公

開發表」、「有人說：強有力的領袖比較重要；也有人說：有好的法律比較重

要」、「有人認為我們需要很強的反對黨來監督政府，也有人認為反對黨只會

增加政治的不安」。 

 

王靖興、孫天龍（2005）17定義民主價值為一個民主社會中民眾必須擁有

的政治態度與價值。周光輝（2007）提出民主的基本價值在於為實現人的權力

提供政治制度的保障18。 

 

台灣民主價值相關研究相當多。 

 

徐火炎（1992）〈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台灣地區居民的民主價值

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以胡佛 1998 年所發展的民主價值取向

指標，取其中自由權、多元權、制衡權等三項民主價值取向指標，來探討解嚴

前後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取向，以及影響價值取向的變項。結果發現戒嚴時期民

眾已具備民主價值取向，解嚴前夕民眾民主價值取向有大幅增加的趨勢，解嚴

後則比例小幅增加；解嚴前後男性、教育程度高及非國民黨員的受訪者有較強

的民主價值取向。 

 

黃秀端與趙湘瓊（1996）〈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的變遷—民國七十

二年到八十一年〉發現，不分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婚姻地位及是否參與社

團，台灣婦女在民主態度、政黨認同都有顯著的提升，其中教育程度的影響

                                         
17 王靖興、孫天龍，台灣民眾民主政治評價影響分析，2005，台灣民主季刊 2(2)，頁 57。 
18 周光輝，論公共權力的合法性，2007，長春：吉林出版，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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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顯著。 

 

趙永茂（2002）〈台灣地方菁英的民主價值取向—1993 年與 2001 年調查

結果之比較分析〉，以袁頌西民主價值取向分類，取參與取向、平等取向、中

央地方分權取向、多數決取向進行檢測，發現台灣縣級菁英參與取向與多數決

取向有明顯下降的現象，而平等取向與地方分權取向則有顯著的上升。此外，

亦發現 1993 年四個民主價值取向，在強度位置上略顯分散；而 2001 年第二波

的四個民主價值取向則較為集中。而各個基本背景變項與四種民主價值取向均

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但教育程度是 具有影響力的基本背景因素，尤其在

二○○一年的調查結果更為明顯。 

 

盛治仁（2003）〈 台灣民眾民主價值與政治信任感—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以胡佛發展的民主價值指標，從平等原則、參與原則、自由原則、多元原則、

均衡原則進行探討，研究結果發現，政黨輪替前後台灣民眾的民主價值及政治

信任感都都有進步空間，在民主價值方面民眾取向高低依序為平等原則、參政

原則、自由原則、制衡原則、多元原則。然也指出民眾在回答民主價值以及政

治信任感的問題，只是單純的對於政黨好惡的情緒反應。  

 

陳光輝（2010）〈民主經驗與民主價值一兩個世代台灣大學生之比較〉以

民主社會中公民的角色、政治權威的結構以及公民與政府闊的關係三面向進行

測量，具體的測量指標包括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政治平等、政治容忍、

政黨競爭、政府權力的分立與限制以及對於政治權威的態度等, 發現有較多民主

經驗的年輕世代大學生其民主價值程度反較年長世代大學生為低，分析發現此

差異是導因於年長世代的大學生處於民主化高峰期，受到學運當時社會中民主

訴求之影響，因而形塑出較高程度的民主價值。 

 

民主化或民主的探討，除民主的典章制度，探討民主化或實行民主制度過

程中民主價值取向的變遷也相當重要，一是民主價值即是民主，另一方面民主

價值將帶來民主轉型、民主鞏固與深化。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台灣民主化後整

體民主價值取向提昇，而民主價值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階級等有差異。



 20 

惟從上所整理亦可看出甚少文獻討論民主價值與家庭傳統價值變遷之關係。 

 

本論文將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之「亞洲民主動態

調查台灣地區調查研究計畫」2001 年、2004 年、2010 年、2014 年四波的問卷

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探討台灣民主化後的家庭傳統權威價值取向的變遷，一方

面會以民主價值取向做為獨立變項，探討其與依變項家庭傳統權威價值之關連

性，另一方面也會測量台灣這段時間民主價值變遷狀況，以與家庭傳統權威價

值進行交互觀察。該問卷乃是由胡佛教授及台大師生依政治系統之權力關係所

發展出的民主價值取向研究架構所建構，因為研究目的主要是進行家庭傳統權

威價值取向的分析，故而將取五項權力價值中與家庭傳統價值相關之自主權、

自由權、多元權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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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傳統權威價值 	  

 
東西方社會對家庭的認知及其所代表之價值有極大差異，東方華人家庭價

值主要奠基於以家庭為基礎、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強調團體高於個人、權威

高於自由、責任高於權利」的傳統儒教思想，運行千年的龐大嚴謹儒家思想進

而型塑東亞包含「中國及其在韓國、新加波、台灣的支脈」（Huntington，1991）
19等國家的社會文化價值系統。因此，本章將先從儒家文化談起，探究儒家思想

有關家庭及家庭傳威的內容，其次整理有關家庭傳統價值的內容定義，再者整

理台灣家庭價值變遷的研究文獻，了解家庭價值變遷情形及相關變項對家庭價

值變遷的影響。 

 

壹、儒家文化與家庭傳統權威價值  

馮友蘭（2004）20認為，農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無法挪動的，同一家

庭的後代，由於經濟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發展起中國的家族制度，

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是這種家族制度的理想化。中國的社會制度便是家族制度。

傳統中國把社會關係歸納成為五種，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在這

五種社會關係中，三種是家庭關係，另兩種雖不是家庭，卻也可以看作是家庭

關係的延伸。譬如君臣關係，被看成是父子關係，朋友則被看作是兄弟關係。 

馮友蘭提到中國的社會則或許可以稱之為家邦，因為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下，

是通過家族來理解國家的。在一個城邦裡，社會組織難以形成專制獨裁統治，

因為在同一等級的城鎮居民中，難以找出理由來論證張三比李四更重要，應當

享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在一個家邦裡，社會組織是按人生來的地位，等級

式地形成的，在一個家庭裡，父親的權威天然地高於兒子的權威。 

馮友蘭（2011）21整理西漢儒者董仲舒對於社會傳統有三綱五常之說：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

必有表，必有裡。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

                                         
19 《第三波二十世紀的民主化浪潮》（1991），Huntington 原著，劉軍寧譯，第 366 頁。 
20 馮友蘭（2004），《中國哲學簡史》，13-18 頁。 
21 馮友蘭（2011），《中國哲學史（下冊）》，第 28-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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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

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妻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

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仁義制度之數，盡

取之於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

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

可求於天（《基義》，《繁露》卷十二頁八至十） 

 

此于儒家所說之人倫之中，特別提出三倫為綱。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之說，在中國社會倫理上，尤有勢力。依向來之傳統見解，批評人

物，多注義於其「忠孝大節」；若大節有污，則其餘皆不足觀。至於批評婦人，

則只多注意於貞節問題，即其對於夫婦一倫之行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茍一失節，則一切皆不足論矣。「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於是臣、

子、妻即成為君、父、夫之附屬品。 

 

劉東超（2008）22表示在大陸學術界較為傳統的表述中，儒家的家庭倫理

被視為封建意識型態的一部分，其功能是確立封建家庭的內部規則、維護封建

家庭中的尊卑關係。從理論表述和功能表現來看，傳統儒學的家庭倫理有兩個

基本的展開維度：一是老少高低之別，二是男女內外之別。第一個維度展示的

是不同輩分、年齡之間的關係，其基本倫理規則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為

子綱等；第二個維度展示的是不同性別之間的關係，其基本倫理規則為男尊女

卑、男女有別、夫為婦綱等。就純粹的意義來說，家庭內部基本上就是這兩種

關係，所以傳統家庭倫理也就是這兩種基本規定。劉東超認為，儒家家庭倫理

主要理解為對老少、男女、尊卑三種家庭關係的規範。 

 

劉東超認為，站在今天自由個性的人的水準上，儒家家庭倫理表現出相當

的僵硬性與殘酷性，其典型體現便是大量存在的「父叫亡子不得不亡」、「餓

死事小、失節事大」、「郭巨埋兒」等二十四孝圖之類的觀念和史實，因此，

就其在人類文明演進史上的位置而言，它處於甚為樸素的狀態中和甚低的水平

                                         
2222 劉東超，《中國當代儒學批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9，第 138 到 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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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然而，就其做為一種倫理體系而言，它發育得較為成熟、細密。 

 

吳新穎 （2012）23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家國同構型政體，

家是國的濃縮，國是家的放大，家庭的基本結構與成員間的親情關係被推而廣

之地用作為國家的政治結構原則和社會的人際倫理範型。孔子提出了「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張，把君臣關係和父子關係相提並論。孔子以後

的中國封建社會，雖經歷朝代演變，但血緣關係一直是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的深

層結構。國君是天子，又是全國的嚴父，地方官則常稱為父母官，「天地君親

師」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倫理本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這五倫相提

並論，是必須遵守的人際關係準則。《孟子》一書提出：「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就是對家庭關係和政治關係之本質的高度概括。董

仲舒提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天子授命於天，諸

侯授命於天子，子授命於父、臣妾授命於君，妻授命於夫」，這樣就把父權、

夫權與君權打通，統一於至高無上的天。 

 

吳新穎認為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和政治運作有一個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

原則，就是綱常。綱常是三綱五常的簡稱，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妻綱，所謂的綱是主的意思，就是說在君臣、父子、夫妻這三種社會關係中，

君、父、夫是主的意思，就是說在君臣父子、夫妻關係中，君、父、夫三者是

主導的，臣、子、妻必須服從君、父、夫；五常指的是仁、義、禮、智、信五

種道德關觀念、道德原則。綱常論包含，一、綱常論突出了以個人德性為核心，

家庭為本位、以國家政治為宏闊指向的修養程式。從個人角度看是身修而家齊，

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從國家的角度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孝經禮選篇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

臣忠」的設計堪為經典表述，而其核心便是三綱五常。二為綱常論驗證了等級

制度的合理性。三為綱常論存在的基礎有二，一為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為使個

體家庭能有效的從事生產，再加上古代農業生產對體力勞動的需要，必要的權

威及男子權力的鞏固形成父家長的統治。二為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和落後的交

                                         
23 吳新穎，《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2：3，第 92 到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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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狀況使得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宗族聚族而居成為非常普遍的形式，中國古

代政治管理受制於各種客觀因素，無法做到對全社會的嚴格控制與管理，社會

基層和偏遠地區往往處於不自覺的自治狀態，國家政權往往要利用家族、宗族

的血緣組織來推行國家的政令，這樣的血緣村落就構成國家政體機構的延伸，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替國家基層政權，這大大加強了父家長的權力。 

 

胡佛（1973）24以親疏關係及倫理文化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實是一種

「家庭化」的擴大與投射。中國的傳統家庭是情與義的發源地。所謂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等倫理的觀念與規範，就是以 內 親的家庭為中心，然後一

波一波向外推延，而淡化在 疏 外的層次。家庭化被概化到政治上以後，權

威的文化關係出現。中國的傳統權威原是權威式的，在父權、男權的主軸上，

小輩應絕對服從長輩，否則是不孝。 

 

綜上所述，傳統儒家思想乃以家庭為核心，家庭又以父子關係為主軸，國

是家的放大，社會國家的所有關係是家庭關係的延伸，在三綱原則及人倫規範

下，家庭乃至於國家社會呈現父權權威，重視長尊幼卑、重男輕女價值。 

 

貳、家庭傳統價值內容  

台灣有關家庭價值之研究眾多，綜觀言之，各別研究或因主題對象不同，

但是家庭價值之定義、內涵十分相似。 

 

湯克遠（1980）以中國時報為例分析台灣社會價值觀念之演變時，將家庭

倫理價值以 1.孝道價值 2.親族關係 3.家庭組織 4.生育目的 5.兒女地位 6.婚姻態

度 7.夫妻關係 8.親子關係做為指標。 

 

楊懋春（1981）提出中國傳統家庭價值觀之六個內涵，包括： 

1.複式家庭：多子多孫數代同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24 胡佛，《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台北：三民，1988，第 276-2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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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系父權制度：父子關係為主幹，以男性為本位，強調父傳子之繼承制

度。 

3.重男輕女：女性無論是否已婚，都無法參與家中的主權。 

4.絕對服從的教養態度：父母誡訓，子女需要接受不得反抗。 

5.婚姻不自主：個人婚姻往往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無自主。 

6.財產共有：家人所賺的錢交給大家長來共同養育幼與殘弱者。 

 

林麗莉（1983）以家庭社會學的觀點，研究家庭變遷問題時，提出 1.夫妻

關係 2.婦女地位 3.親子關係 4.子女教育 5.家族主義 6.生育價值 7.理想子女數 8.

理想家庭型態，作為家庭價值觀的指標。 

 

周麗端（2001）所編製的家庭價值觀量表，將家庭價值分為五大量向： 

1.婚姻與家庭：結婚與家庭的住重要性、事業與家庭的取捨，與同一配偶

需過一輩子等。 

2.生養子女：生子的重要性，為了子女仍維持婚姻，生育為重男輕女的觀

念等。 

3.親子關係：父母為中心，子女的決定與婚姻的干涉，父母的權威。 

4.家庭內性別角色：家庭家計之負擔，夫唱婦隨，家中金錢之掌管，家務

分工，妻子應以家庭為重。 

5.家庭責任：照顧年長父母，尊敬祖父母，家人間的經濟支援。 

 

葉光輝、章英華與曹惟純（2012）以 TSCS 調查資料探討家庭價值觀的變

遷與可能心理機制時，認為各種家庭價值觀的核心目的皆為尋求關係和諧及凝

聚力，以鞏固、延續家庭，故以親密互助、道德規範兩面向歸類二期五次、三

期五次問卷的家庭價值分類表題目為： 

1.親密互助，包含對家人情感、家庭幫助個人成長、困難時有家人幫助、賺

錢養家等。 

2.道德規範，包含結婚成家、維持婚姻、為子女不應離婚、子女年幼母親不

應外出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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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慧（2015）綜合整理國內各學者所發展及次級資料庫的相關題組，將

婚姻家庭觀區分為婚姻認命觀、傳宗生育觀、子女養育觀、性別角色觀、儲蓄

理財觀與奉養團聚觀等六個面向： 

1.婚姻認命觀：結婚應要認命、不應離婚等。 

2.傳宗接代觀：生兒子以傳宗接代、至少要生孩子、 好有個女兒等。 

3.子女養育觀：母親應負子女教養全責、子女年幼母親不應外出工作等。 

4.性別角色觀：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應賺錢養家等。 

5.儲蓄理財觀：積極理財、買房買地、存老本以免麻煩子女等。 

6.奉養團聚觀：照顧父母衣食無缺逢年過節家人團聚等。 

 

林素秋（2017）研究成年早期家庭價值觀與婚姻態度對結婚影響，將家庭

價值觀分為： 

1.孝道價值觀：指以孝親概念為主軸的相關情感與規範，包含敬老重孝、

奉養義務、傳宗接代、感念親恩、善待父母、榮耀父母與父母同住 

2.一般家庭倫理價值觀：指家廷組成、目的與重要性，家人間相互間的情

感與義務規範，以及其他相關倫理規範等，包含家庭型態、家庭功能、

家庭重要性、家醜不可外揚、家庭合諧、家人支持與家庭責任、生育態

度、子女價值、教養觀念等 

3.性別角色：指夫與妻的家庭內外分工、地位、權利等規範，包括重男輕

女、父親是一家之主、妻子順從丈夫、男主外女主內、奉養公婆是媳婦

的責任等 

 

  綜上，家庭傳統價值內容仍是圍繞父權及男權。故此本論文將家庭傳統

權威價值取向界定為親子傳統權威取向、婆媳傳統權威取向以及重男輕女價值

取向。親子傳統權威也就是父子傳統權威、長尊幼卑觀念；婆媳傳統權威則包

含長尊幼卑及重男輕女的價值取向；重男輕女價值更是以父權為上的傳統社會

家庭價值的體現。並搭配台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

區調查研究計畫問卷的相關題目進行測量。 

 

參、家庭傳統價值變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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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家庭傳統價值變遷的探討，羅列如下： 

 

湯克遠（1980）以內容分析法分析中國時報家庭版研究台灣社會價值觀念

之變遷，發現 1.絕對順從父母權威的觀念正在修正中，2.親族份子間感情漸淡，

3.養兒防老已落伍，傳宗接代仍是生育 大目的，4.兒女在家中的地位改進，重

男輕女觀念日淡，5.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漸少，6.夫妻趨向平權，8.親子

關係轉為友誼或同事關係。 

 

林麗莉（1982）以問卷調查法研究台灣 25 歲到 69 歲已婚民眾家庭價值觀

變遷，發現大多數人的家庭價值觀已多為現代取向，包括 1.由男尊女卑轉向夫

妻平權及男女平等，2.多數人反對多子多孫多福氣，3.多數人贊同子女婚後應搬

出去自己住，4.僱用屬下不再以血緣關係為優先，5.反對努力賺錢是為兒孫著想，

6.不再堅持男孩傳嗣，7.不很同意養兒防老，8.多數人贊同小孩的自尊與成人同

等重要，9.反對父母為維護權威，不須贊同子女的好意見，10.父母不需要求子

女實現自己年輕時沒有達成的願望，11.不贊成棒下出孝子的體罰教育，12.贊同

父母應教導已懂事的兒子學習做家事，13.多數人贊同女孩不必接受高等教育。  

 

柯澍馨與廖翊合（2011）研究台北地區高中職單親與雙親家庭價值觀發現，

單親與雙親家庭高中職學生之「家庭價值觀」普遍傾向於現代化。 

 

黃柏銓（2012）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二次家庭題組之問卷資

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台灣已婚民眾的家庭傳統價值觀整體偏向傳統，

很重視倫理孝道，在婚姻觀念與生養子女部份有現代化趨勢。 

 

姚雅文（2015）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二次家庭題組之問卷資

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台灣民眾家庭價值消弱，其認為價值觀轉變主

要受到婚姻態度（如單身、離婚）、兩性平等、性別角色態度等因素影響，民

眾漸不受家庭價值所規範，家庭價值有逐漸淡化形態。 

 

林素秋（2017）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2004 年 377 個未婚單身追蹤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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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發現成年早期未婚單身成人的家庭價值觀傾向傳統，其中，對家庭

責人與功、家人關係的信賴與重視，並未隨著社會現代化改變，而父母優先、

男性傳承的傳統觀念則不必然是重要的。 

 

胡佛（1973）25曾提出流行在傳統社會的一些權威、子民、重情、距離、

空疏等文化，在今日還在不少基本人格存在，在這種文化基礎上，我們很難相

信有了憲法，就有了法治的文化；有了選舉就有民主文化。然，胡佛在十年後

（1988）26復認為，政治生活總是要朝向現代發展的，只要認識到：現代的政治

生活既會增加我們的權力，以追求物質與社會生活的需要，更會帶給我們自尊、

自重的感受，那是心理上必需追求的另一種基本需要。此間轉變可看出胡佛已

認為傳統文化會在現代化、民主化過程中有所改變。 

 

劉東超（2008）27在對儒家家庭倫理的重新闡釋中認為，在建構新型倫理

的過程中，儒家家庭倫理的重新闡釋和功能發揮至少包括以下三項工作。首先，

剃除儒家家庭倫理中的統治服從關係，在獨立自由個性的基礎上重建父子和夫

妻關係規則。在傳統家庭中，子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妻子無條件的服從丈夫，

在現當代家庭倫理中無條件服從在原則上還是現實中已經不存在了。代之而起

的是親子關係中的民主教育和夫妻關係上的平等協商，其中 關鍵的是尊重每

一個家庭成員的平等（不是絕對的）權力和獨立個性，同時，也不應忽視每個

成員和他（她）權力呼應的義務。其次，在合理程度上，盡量保持儒家家庭倫

理中的親緣溫情，劉東超認為，儒學中的父子情、夫妻恩對於解決西方社會及

中國社會中正在出現的感情問題不失為一條有價值的糾正思路。再次，在現當

代世界學術背景上，重新闡釋傳統儒家家庭倫理的觀念。如傳統儒學中，孝為

百行之先，然在新型孝道建構中，一方面應當去掉儒家孝道中過於愚昧內容，

不應將其宗教化或推向極端；另一方面，將孝建立在獨立性基礎之上，父母、

                                         
25 胡佛（1973），《論我國傳統文化與政治》，《大學學刊》，64，頁 22-25。本文引用胡佛（1998），

《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第 282 頁。 

26 胡佛（1988），《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文崇一、蕭新煌編，台北：

巨流，頁 89-112。本文引用胡佛（1998），《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第 307 頁。 

27 劉東超，《中國當代儒學批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9，第 138 到 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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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分別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民主的，但子女仍

有尊敬父母的義務。子女對父母的尊敬以及父母對子女的照顧，不是來自父母

的權力或宗法關係的畏懼。在傳統儒學中，「節」主要是對婦女的規範，即要

求婦女在兩性關係上對丈夫忠誠。這實質上是對男性的配偶權和生育權的維護。

在宗法家庭的統治服從關係中婦女處於被支配的地位。這部份劉東超認為改造

可有兩方面，一是降低「節」的強度和硬性，將其範圍在具有婚姻關係的男女

之間，避免以「節」殺人。二是將「節」的規範對象擴展到男女雙方，男子也

應該對女子盡節。 

 

綜上，台灣家庭價值雖仍未完全脫離傳統，然，仍有現代化趨向，家庭價

值內涵亦逐漸改變，傳統「父為子綱」父親長輩權威至上、要求子女絕對服從

價值正在調整，傳統「夫為婦綱」男性丈夫至上、要求妻子女性絕對服從的價

值也漸趨式微。從家庭傳統價值變遷研究的整理，亦可以看出，雖然研究文獻

頗眾，但探討家庭傳統價值與民主發展者仍十分缺乏。 

 

肆、相關變項與家庭傳統價值變遷  

整理研究中相關變項對家庭傳統價值的影響，即：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及社經地位。 

 

一、性別  

作為人口學變項重要變數，性別變項在政治學、社會學中常被作為測量變

項。眾多研究亦發現，家庭價值觀在性別間有差異，男性相較女性更為支持傳

統家庭價值（楊惠婷，2004；黃柏銓，2012；姚雅文，2015；林素秋，2017）。 

 

二、年齡  

年齡為人口學變數中基本變項，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普遍而言年齡愈輕者，

其家庭傳統價值觀比年長者較為現代、開放（林麗莉，1983；陳芳茹，1997；

楊惠婷，2004；黃柏銓，2012；姚雅文，2015；林素秋，2017）。但也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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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年齡愈輕者，家庭價值觀較為保守（傅麗雀，2003）。另外，蔡勇美

與伊慶春（1997）的研究則發現家庭和親屬面向的家庭價值觀並不因年齡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三、教育程度  

學者已普遍認為教育程度是對價值、行為的重要影響變數。相關研究顯示，

教育程度為影響家庭價值的變項，教育程度愈低者愈傾向支持傳統家庭價值（林

麗莉，1983；陳芳茹，1997；楊惠婷，2004；黃柏銓，2012；姚雅文，2015；

林素秋，2017）。 

 

四、宗教信仰  

陳芳茹（1997）針對台北市居民中國傳統家庭價值變遷研究則發現，青年

組與老年組在宗教信仰上具有顯著差異。柯澍馨與廖翊合（2011）研究台北地

區高中職單親與雙親家庭價值觀發現，不同「家庭結構」與「宗教信仰」在「家

庭價值觀」上達顯著交互作用。其中，在單親家庭學生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學

生，其家庭價值觀達顯著差異。再者，在雙親家庭學生中，信仰基督教與無宗

教信仰的學生，其家庭價值觀顯著較信仰佛教者現代；而無宗教信仰的學生，

其家庭價值觀顯著較信仰道教者現代。此外，在信仰道教的學生中，其單親家

庭學生之家庭價值觀較雙親家庭學生現代。 

 

五、社經地位（social-economic status, SES）  

社經地位是指個人在社會中，吸收不同階層的文化或價值，進而獲得的社

會及經濟地位28。許多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較低比家庭社經地位高者更擁有傳

統的家庭價值觀（周麗端 1996；黃柏銓，2012；林素秋，2017），但也有研究

顯示，家庭價值觀並不會因社經地位而有差異（傅麗雀，2003）。 

 

                                         
28 林生傳（2005）。教育社會學。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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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關研究中可以看出人口學變數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社會學變

數之宗教信仰、社經地位與家庭傳統價值取向變遷是有關聯性及影響方向。由

於本論文主要希能了解台灣推行民主化後家庭傳統價值取向變遷，因此除人口

學及社會學變數外，也會納入政治學變數，包含政黨偏好與民主價值取向，作

為測量面向，意圖了解台灣民主進程所帶來的政黨政治及民主價值變遷與家庭

傳統價值變遷之關係，以建立更為完整的論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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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理論檢討 	  

O. R. Young 認為 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適合於各組政治體系的分析，

突破一般體系的靜態模式，具有非常成功的動態分析能力。文崇一、葉啟政（1984）

也有同樣看法， 認為 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具有動力性的分析架構，使傳統

的政治制度之研究，落實在政治生活的互動研究上，將政治現象之研究，落實

在其環境的互動上，特別強調實質政治生活的分析。 

 

本論文研究主題為探究台灣實行民主化後，台灣民眾之家庭傳統權威價值

變遷情形，問題意識脈絡為，民主會帶來民主價值取向的改變，政治場域的民

主價值觀將會影響家庭場域的家庭價值觀，造成家庭傳統權威價值的變遷。 

 

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以體系為分析單位，探討體系與體系間、體系與環

境的互動模式，強調系統的持續，與本論文的問題意識、研究假設相符，因此

本論文將以 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做為理論基礎進行討論；惟 D. Easton 的系

統理論局限於特殊政治現象與政治體系的研究，本論文納入胡佛對其的修正意

見後再予討論。 

 

壹、D. Easton 的系統政治理論  

 
D. Easton 將政治視為一種社會性價值的分配，政治體系乃是在社會體系

中與社會性價值之權威分配有關的互動行為。政治體系為社會體系之一部份，

可做為獨立分析的單位，其餘相關體系被視為政治體系環境的一部份。環境包

括兩大層面：內在社會性環境（Intrasocietal）與外在社會性環境（Extrasocietal）。

內在社會性環境，乃指政治體系本身所屬社會的其他相關社會次體系，包括生

態體系、生物體系、人格體系、社會體系；生態體系包括自然資源、氣候、地

形等，生物體系包括人的身體和生理狀況，人格體系包括人的動機、性向、情

緒等，社會體系又分為文化體系、社會結構、經濟體係、人口體系等。外在社

會性環境指與政治體系屬不同社會的國際社會。包括國際生態體系、國際政治

體系、國際社會體系。政治體系隨時跟整個環境發生互動，政治體系雖有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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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開放非封閉的，而此二者間的互動關係，D. Easton 建構出「輸入」、「輸

出」、「回饋」過程。 

1.輸入：政治系統為作成權威性決策，除內部建立起制度化機構，還須依

賴其環境所提供的原料與資訊，此為輸出。輸入分兩部份：  

（1）需求：為意向的表達，有壓力的意味。其內容為：特定事物的權威

性分配是否應該由那些擔當此責的人們作出。D. Easton 提出政治體系具

有：需求的表達能力、需求的處理能力、需求的減少能力，使需求情報得

以順利傳送。 

（2）支持：對政治行為的支持包括外在可觀察的行為，如公然贊成政府

的目標與政策，或公開支持執政者的行動；行為的內在形式，或是行為的

內在心理取向，比如愛國心、或意識型態。支持的對象，包括：政治社群

或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典範（regime）、權威或當局

（authorities）。政治社群或政治共同體指是政治體系的一部份，其組成成

員是因政治分工而結合在一起的一羣人。典範是指所有的系統中對政治活

動的一系列制約，分為三部分：價值（目標與原則）、規範、權威結構；

典範不僅包含憲法，也包含政治生活中已經形成的那部分期望，這些期望，

包含正式或非正式，成文還是習慣的。權威或當局係指權威擁有人。 

 

2.輸出：分為決策與行動。若輸出僅與政治體系本身有關，而未傳達到其

外在環境者，稱為體系內部的輸出（intra system outputs）；體系外部的輸

出可分為積極性輸出與消極性輸出、權威性輸出（authoritative outputs）與

聯合性輸出（associated outputs）。積極性輸出，乃是指當局以各種獎勵方

式鼓勵成員多做有利於政治體系的支持，而少作對政治體系不利的要求。

相對的，消極性輸出，乃指當局透過各種控制與懲罰的方式，藉以達到限

制或制裁其成員對政治體系的反抗。權威性輸出，是指各種具有絕對性權

威的輸出，比如法律、命令、規章等。聯合性輸出，是指當局利用主義陳

述，去解釋和辯護上述權威性輸出。 

 

3.回饋（feedback），是指各種情報傳達到當局的過程，它是一種周而復始

的循環過程，當局依照輸入的情報回饋，制定再輸出的決冊或行動，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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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形成對成員的回饋刺激作用，政治體系內成員對回饋產生反應，重新提

出需求或支持對當局又形成一種情報回饋。上述模式簡化模型如下： 

 

 

 

 

 

 

圖 2-1 D. Easton 政治系統理論簡化模型 

    D. Easton 在進行體系分析，還使用社會學功能學派的兩個概念：持續與壓

力（stress）。政治體系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或干擾而產生威脅時，政治體系的

部分活動立即發生變化，以期對整個活動產生正功能的整合作用。D. Easton 並

不認為政治體系可以完全穩定，但政治體系在受到外界壓力或內在衝突時會自

動產生適應的能力，會有適度的變遷，持續存在。但，若外在壓力或衝突過於

強烈，政治體系的持續性發生問題，可能產生的狀況，其一為繼續生存，但可

能十分穩定或適度變化，二為消失或不持續。壓力有內部因素，如體系內部成

員對政治文化的共識失去信心。以及外部因素，來自政治體系所在的環境，如

工業化的產生，文化價值觀念的變化等。 

 

承如前述，本論文意旨主要探究政治系統與家庭系統間互動關係，且假設

民主推動將影響家庭傳統權威價值，產生家庭權力關係的變化，與 D. Easton 的

政治系統論以體系為分析單位，探討體系與體系間、體系與環境的互動模式，

強調系統的持續，也就是產生適度變遷以因應環境的輸入相符，，因此本論文

將以D. Easton的政治系統論做為理論基礎進行討論，惟D. Easton 的系統理論，

以政治系統為分析單位，視社會內外其他系統為外部環境，似可納入胡佛對系

回  饋 

政治系統  輸  需求             
 入  支持 

輸  出 

內在社

會環境 

外在社

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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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理論修正意見，讓討論更加完備。 

 

貳、胡佛對 D. Easton 的系統政治理論之看法  

胡佛對 D. Easton 政治系統理論提出幾點評論29： 

 

1.將政治體系僅限於國家社會，其他團體只能視為「類似的政治體系（parapolitical 

system）」不能同意，胡佛認為，任何社會體系皆具目的，對目的價值的追求，

乃形成組成份子或成員的行為交往或互動關係。這種關係必然是能力的影響作

用，也就是在性質上，必然是政治作用。因此胡佛認為，凡是社會體系無論目

的的性質（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或數量（單獨的或綜合的），皆為一政

治體系。 

2.從政治運作的過程看，任何政治體系的主要功能，的確如 Easton（1953）所說，

為系統成員作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所謂權威性的分配，無疑地是一種權力

的影響作用，此在國家即具絕對的強制力，但價值分配，無論在決定與執行皆

是一種生產的產出（output）過程，除掉這一過程具有明顯的權力關係外，整

個體系的任一運作過程，皆具權力的交接作用，不能化約在產出的環節。對政

治文化的觀察，實不應限於政府的決策與施政，而應擴展至權力交接的各個層

面及每一環節。 

3.政治系統所分配的社會性價值，只是權力作用的結果，也就是一種政治的產物。

此種產物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非政治性的。 

4.一個較為穩定的政治體系，所產出的產物多為非政治性的。這些產物無論為經

濟性的、社會性的或文化性的，從中所能反應的只是一種社會文化，而非政治

文化。換句話說，政府的一般性政策，不必為政治，更不必為政治文化。 

 

胡佛修正意見為，任何以價值追求為目的的社會體系皆屬於政治體系，除

政府的施政決策，只要涉及價值分配的作用皆可視為產出（outputs，即 D. Easton

的輸出），產出可以是政治性也可以非政治性。本論文的討論恰可放入此修正

模型中進行討論。 

                                         
29 胡佛（1988），《政治文化與生活》，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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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主化後台灣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變遷之修正後系統模型  

 
以 D. Easton 系統理論主要內容分析概念為基礎，納入胡佛所提：任何系

統皆為政治系統、體系運作擴展至權力交接、權力作用結果包含政治及非政治

的。發展為如下系統模型： 

 
 

 
 

 
 
 

 

圖 2-2 本論文研究簡化模型 

 
將整體視為一社會系統，社會系統內有各樣的系統，本論文主要系統包含

政治系統與家庭系統，認為，政治系統所做的價值分配如決策、行動以及價值

主張與選擇，將「輸入」家庭系統，家庭系統經過「轉換」過程後作出：決策、

行動以及價值主張與選擇等之「輸出」，此「輸出」亦將「回饋」至政治系統，

成為政治系統再價值分配之用，成為一動態過程。 

 

台灣民主化後，言論、集會、結社解禁，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言論思想從

一元邁向多元，民主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互為表裡，帶動眾聲喧嘩年代，繼而

完成民主轉型進入民主鞏固，自由意識、多元價值、自主權利的追求已然成為

台灣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內涵，前後三十年，台灣建立的不是只有選舉制度、民

主政體組織，包括個人及社會各次級體系的生活、行為以及價值亦隨民主化、

自由化等而有所變化，對家庭系統而言，因應自由、自主、多元價值的輸入而

產生權力結構的質變，造成家庭傳統權威價值變遷，進而輸出包括家庭內女權

 家庭系統 
輸 出 

回  饋 

政治系統 
輸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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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男女平權、反傳統權威、理性思考不盲目服從等結果，而此些結果，相

信將回饋到政治系統，持續深化民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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