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四節，以國內外學者相關理論和研究結果加以分析、歸納與整理，

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支持或驗證本研究之論點，並做為實證研究之依據。

本章第一節將探討公民參與的相關概念；第二節探討公民資質相關理論的公民參

與觀點；第三節探討公民參與態度的意涵；第四節則從晚近國內外有關公民參與(態

度)之研究中探討影響公民參與態度的因素。 

第一節 公民參與的相關概念 

「公民參與」的概念在民主社會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許多關於政治或政

策的研究也多從公民參與的情形來觀察、判斷一個社會民主化的程度(王芳筠，

2004：16)；「公民參與」是現代民主國家推動公共事務不可或缺的要素，而公民

參與公共事務的熱心程度及成熟度也是國家進步與否的重要指標(楊錦雀，2002：

19)。 

壹、公民的意義 

在探討公民參與的意義之前，研究者以為有必要先對「公民」的意義作一較

為深入的瞭解。 

有關公民的定義，研究者認為可從法律與社會二面向上來了解： 

一、法律面向上的意義 

法律面向上的公民意義，強調的是作為公民的身分、資格及權利與義務。

此面向上的公民意義，曾濟群(1996：49)認為是來自古希臘時代的「市民」概念：

在古希臘時代的「城邦國家」(city state)，凡城市的居民具有一定的資格者稱為

「市民」(citizens)，具有市民的身分者，即享有一定的權利，同時須負擔一定的

職務。及至中世紀各民族國家建立，近代民主政治逐漸普遍，「市民」的觀念

乃演變成為現代的「公民」觀念。 

羅馬帝國時期的公民觀點，基本上也屬於法律面向上的意義。根據

Pocock(1995:34-36)的分析，羅馬帝國時期由於人口眾多，公民之間的互動是以

「事物」(things)作為中介，人們為了擁有事物而採取行動，這才和他人接觸而

產生關係，這時候基於維持相處的和諧，必須訂立一些規約，所以個人成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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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透過對事物的佔有和法律體係的實踐。因此所謂「公民」是指某人可以依

法律自由行動、自由發問且受到法律的保障，換句話說，公民是指個人在一個

法律社群中所佔有的地位，所以公民是一種法律身分。 

法律面向上的公民仍有狹義與廣義的定義： 

(一)狹義 

劉湘川(1997：44)的狹義公民定義是指在政治上獲有法律規定的權利與義

務的人而言。Mouffe(1995:217)認為公民是一個民主的政治社群中完全而平等

的成員，法國政治社會學者Touraine(1997:65)認為社群中的成員身分是民主的

必要條件。因此，在民主政治社群中，一旦取得公民資格，具備了公民身分，

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享有相同的權利並負擔相同的義務。此等觀點，均強調

公民的身分、資格及政治上的權利與義務。以我國而言，狹義的公民應具備

之基本條件為：年滿二十歲，身心健全(至少不得為禁治產人)，且未被褫奪公

權4。 

(二)廣義 

Marshall(1963:78)曾就公民一辭下定義說：它是個人成為社會一員後所取

得的地位，隨之他擁有該地位所賦予的權利和義務。公民因其資格所擁有的

權利包括以下三方面：1.市民權(civic rights)：著重個人自由的權利，包括言論

與思想自由、私有財產與接受公平司法審判的權利等；2.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主要是參與政治決策過程的權利，包括選舉與被選舉的權利等；3.社

會權(social rights)：一整套的權利，從適當經濟安全的權利，到共享文明社會

的文化產業與生活水準的權利。 

劉湘川(1997：44)的廣義公民定義是指除政治關係外，在社會生活上，在

公共團體中，負有做人民的或做團員的義務，並擁有其權利的所有人而言。

Heater(張慧芝、郭進成譯，2006：115)認為法定的公民定義至少有三個要點，

其中二點分別是：1.法律的定義將公民身分與國籍混為一談；2.界定國籍∕公

民身分有兩種方式，亦即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與出生地主義(jus soli)。可見

法律面向上廣義的公民幾乎等同於國民。 

                                                 
4 我國刑法、選罷法均已修正，對於受褫奪公權之人並不剝奪其單純行使選舉(不含被選舉)、罷免、

創制、複決之權，蓋認為相對於應任公務員及候選公職人員而言，此四權並非直接參政權，應普遍

授予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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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Dictionaries Online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 網站的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給公民(citizen)所下的定義為：「屬於某

一國家一份子的個人，他(她)因為出生或被賦予而享有某些權利；或居住於某

一城鎮或城市的鎮民或市民5。」 

前述定義雖仍涉及作為公民的身分、資格及權利與義務，但身分與資格

的限制較為寬鬆，且從權利與義務的內容來看，顯然也超越狹義的政治層面

之範疇。 

二、社會面向上的意義 

社會面向上的公民定義，強調的是作為公民的資質與涵養。 

Spinner-Halev(1999:66-67)指出，自由公民身分有兩個層次。其第一個層次

是法律上的要求，亦即在公民社會的公共領域，所有的公民都必須以無歧視的

態度彼此對待，同時不能彼此傷害；在私人領域中歧視有可能存在，但人們必

須彼此包容。公民身分的第二個層次是道德上的要求，亦即從道德上要求(而非

透過法律強制)公民溝通、合作、妥協、關心公共利益。可見完全的公民身分必

須具備屬於道德上層次的公民參與—對公共利益的關心及對公共事物的參與(包

含溝通、合作與妥協)。  

江美慧(2003：17)認為：向來國人對「公民」的界定，大多侷限在法律層面

的認知，認為達到法定年齡和具備法律條件，就被視為「公民」；今日對於「公

民」內涵的認知則已由法律層面擴大到社會層面，認為公民必須是以「公」為

其價值觀主軸，具有「公共性」倫理，亦即具備「公共意識」涵養的人。李錫

津(2002：4)也認為「公民」是具有自由意志，能為自己的行為負責，能主導自

己的事業，決定自己的未來，也參與相當的公共事務或公益活動，是決定自己

前途，共議社會走向，形塑社會整體生活品質的主人翁。 

當代學者van Gunsteren(1998:17-22)也從類似的角度提出四種不同的公民概

念做比較：(一)自由與個人主義的傳統：公民作為一個權利與個人偏好的計算

者；(二)社群主義的傳統：公民作為以手足情感為取向，社會生活的一員；(三)

共和主義的公民傳統：強調公民角色的勇氣、貢獻、公德；(四)後共和主義的理

想：也就是van Gunsteren個人心目中的最佳型式，此種公民總合以上三種公民的

                                                 
5 其原文為：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and who has rights because of being born 
there or because of being given rights, or a person who lives in a particular town o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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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具理性、自立、自主、多元、平等與奉獻的特質。 

總之，社會面向意義的「公民」一詞應該是一組深入歷史、傳統、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活的複雜概念，隨著不同國家、不同時代與不同的著眼

點而有不同且豐富的意涵。 

 

本研究所稱之公民採法律面向上廣義之定義，係指作為國家、社會、社區或

團體的一份子，其基於屬於整體之一份子的身分而享一定權利並對整體公共利益

負有一定義務者而言。 

貳、公民參與的意義與目的 

一、公民參與的意義 

關於公民參與的意義，國內外學者皆有相當廣泛的討論與研究。雖然許多

人提出相似的概念，不過，也有學者們從不同著重面切入，有不同的見解。 

公民參與常用英文表示有”citizen participation”與”civic participation”兩種，

而”citizen participation”似較”civic participation”更普遍被使用6，惟從相關文章篇

名(title)比較，採”citizen participation”者似較偏向政治層面或以作為公民之身分

的參與為內容，而採”civic participation”者其參與內容則較為廣泛。另外也有極

少數採用”civil participation”7。本研究從廣義的公民定義及較廣泛的參與內容的

角度出發，故採”civic participation”。雖名詞使用不同，但其內涵與意義與「公

民參與」相近的名詞則包括「公眾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公眾涉入」(public 

involvement)、「公民涉入」(citizen involvement)及「公民行動」(citizen action)

等等(陳金貴，1992：96-97)。 

要理解公民參與，首先有必要將「公民參與」與「政治參與」作一區別。

現代民主國家強調主權在民，亦即政府施政應以民意為依歸，而真正的民意，

應當來自民眾普遍的、積極的、理性的參與國家事務的結果。此種參與在以往

被稱為「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它的意思是「人民具有權力與權利

去參與國家政務及公共事務活動的理論與實際」(張金鑑，1977：305)。然而人 

                                                 
6 經由本校(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提供之EBSCOhost Research Databases之EBSCOhost Web搜尋(選擇

所有子資料庫)，以 citizen participation 為名的文章共 490 篇，以 civic participation 為名的文章有 111
篇；搜尋日期為 2006/07/28。 
7 例如 J. C. Alexander(2001)的研究及李美萱(2006)的碩士論文中即採”civi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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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參與公共事務活動並不限於政治層面，它也可能涉及經濟的、文化的、教育

的、社會的層面，故全以政治參與指稱並不妥當。因此，目前以「公民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取代之(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維堯，1999：515-516)。 

李麗霞(1987：6-9)也將公民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與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兩者做一簡單的說明與區別，她認為公民參與的觀念實際上是導源

於政治參與的概念，政治參與著重對政治系統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公民參與

則指在政府決策的過程中，針對其特定政策議題或計畫，民眾被保有發言權，

且其意見應受到相當程度的重視及採納。李美麗(2006：46)也認為，公民參與著

重在公民對參與公共事務的主動性興趣和行動，因此，隨著時間的發展，公民

參與不僅僅包括傳統的政治參與行為(主要是指投票)，更進一步擴大到對其他公

共事務的參與。 

從上述學者的觀點可知，「政治參與」是「公民參與」的重要內涵，但「公

民參與」不限於「政治參與」，它含攝民眾對其他層面之公共事務的參與及影

響。本研究所謂公民參與，基本上亦持此觀點。 

至於公民參與的定義，研究者以個人蒐集資料加以彙整分析8，發現其作為

定義之依據，除「權力分配」面向外，均從「公共行政」面向定義公民參與。

Arnstein(1969:216)從權力分配的面向定義公民參與為「一種公民權力的運用，是

一種權力再分配的過程，其目的是要使目前在政治、經濟等活動過程中，無法

掌握權力的公民，其意見在未來能有計畫地被列入考慮。」至於從公共行政面

向定義公民參與較具代表性的有三：Chandler與Plano(1988:175)認為公民參與是

「政策形成、方案執行和行政決策過程中，公民的直接涉入。」吳定(1985：215)

認為公民參是「受某項公共問題影響者或關心者，在政府處理該項公共問題的

過程中，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其意見的行為。」吳英明(1993：4)則定義公民參

與為「公民或民間團體，基於主權的認知與實踐，對於政府的行動及政策可得

充分的資訊，同時也有健全參與的管道，人民從知的過程中掌握較豐富的資訊，

培養受尊重的認知，進而將感情、知識、意志及行動，在所生活的社會中做累

積性的付出。」 

                                                 
8 請參考附錄三：公民參與定義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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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公民參與的定義及其他對公民參與的觀點(如陳桂香(1996：10)、徐

千偉(2000：13-14)、陳孝庭(2004：75)及王芳筠(2004：16-18)等)，可以發現公

民參與的範疇已不止於(也不再只重視)傳統的政治參與，還包括對較不具或非政

治性公共事務的參與。 

研究者以為「公民參與」因對「公民」廣狹定義之不同與參與內容之性質

與範圍的差異，也可有廣狹不同的定義。最狹義的公民參與可限縮指「具法定

公民資格者的政治參與」，而本研究之「公民參與」則採最廣義之定義，其意

義為「作為國家及社會群體一份子的人民，對於其國家及其所屬社會群體之政

治事務及非政治性之其他公共事務之決定、執行與考核等事項的涉入。」 

公民參與之相關研究，因參與主體的形式與性質不同，也有不同的參與主

體定義。如「民眾參與」是指未經組織的一般大眾的參與；「市民參與」為住

宅政策或都市計畫的論文所採用；「民間團體參與」則強調具團體性、系統性

的民間團體參與模式；「公民參與」則比較重視參與主體的動機、目標及對政

府、社會的影響(徐千偉，2000：20-21)。 

統整以上諸定義及相關觀點，研究者以為公民參與具有以下幾項要點9： 

(一)公民參與是出於自願、自主的行為；公民參與可以被鼓勵，但絕對不是被

強制的行為。 

(二)公民參與的對象是涉及公共性的事務，包括公共政策及政府行動等。 

(三)公民參與的目的可以是為了普遍的公益或公義，也可以是為了自己或所屬

群體的利益。 

(四)無論是公民個人或團體均為參與的主體。 

(五)人民對政府的行動及政策能掌握充分的資訊、社會上存在健全的參與管道

等為促進公民參與的條件。 

(六)人民以感情、知識、意志及行動的付出做為參與的表示。 

二、公民參與的目的 

至於公民參與的目的或好處，學者們的看法則無重大差異。 

M. G. Kweit與R. W. Kweit(1981:34-36)認為公民參與至少可以達成重建社

會、權力再分配及人類本性的自我實現等三項功能。 

                                                 
9 部分參考自吳定等(1999：516)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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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1983:15-17)亦認為公民參與是民主政治的公民權力，它有助於穩定

和維持政治系統、達成較好的政策與方案，及促使公民權能得到教育與發展。 

Jun(黃曙曜譯，1994：18-21)認為，在解決公共問題時讓更多公眾參與，可

彌補代議民主的不足；處於複雜多變的當代社會，政府如果沒有提供多元的直

接參與管道，想要制定能夠滿足不同區域、階級、利益和地方需求的問題解決

方案，似乎不太可能，而這種開放參與的態度，不僅可以廣納各方意見、集思

廣益，更可獲得民眾的認同，提高方案實行的可行性。 

Shepherd與Bowler(1997:725-738)認為在政府的決策與行政過程中，使公民

充分參與其中，有以下四項優點：(一)可確保公眾需求被滿足；(二)可確保政府

公共政策制定的行動與過程是符合民主且公正的；(三)可減少公眾對最終決策的

不滿及反抗，以增加政策合法性；(四)不僅可使公民的價值及知識被納入公共政

策的考量中，且專家對公共政策的意見觀點亦可接受公眾的檢視。 

徐千偉(2000：1)認為，公民參與可以促使公民個人及公共意識的覺醒，避

免行政菁英壟斷，重振公民自主權及政府正當性，進而促進民主行政的實踐。

公民透過參與公共事務的經驗，也可以證明自己具有某種影響公共事務的能

力，進而肯定自我、發展自我(徐千偉，2000：23)。 

此外，科技的進步，除了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助於公民參與外，也可能促進

參與的成效。O’Sullivan(1995:93-107)就認為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有助於政治資

訊的流通，促進公民與政府間的互動，並改進公民對政治議題或公共議題的參

與感。因為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有以下四種特徵可以影響政治過程：(一)以快速

及低成本的方式傳送資訊的能力；(二)可傳送大量資訊；(三)可同時容納大量發

言者；(四)可促進多對多、一對多及多對一的互動。徐千偉(2000：29)也認為透

過網際網路，可提供新的公民參與機制，而此種公民參與機制可以達到以下幾

項功能：(一)提供民眾表達意見、需求及自我利益的機會與場合；(二)滿足人民

「知的權利」，讓民眾透過參與而瞭解整個決策的過程，以取得民眾的認同與

支持；(三)提供民眾腦力激盪的機會，收集思廣益之效，以彌補少數人決策的限

制與盲點。 

研究者以為公民參與的概念來自「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或「參與式

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精神。現代民主國家普遍實行代議制度，亦即

由公民選舉其所認同之代議士以監督政府並制定或通過法規與公共政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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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此種方式雖亦屬民主，也可代表民意，但畢竟只是間接民意，而非直接

民意。對某些特定法規或政策方案的制定或通過而言，因為代議士本身操守、

是否被利益團體操控等問題，則仍無法保障其結果能符合多數民眾的需求，亦

即符合民意的期待。在此政治體制中，公民的參與，透過某些方式與一定程度

的公民直接涉入，直接傳達公民的意願與需求，直接參與影響其生活的法規與

決策制定過程，可以彌補代議政治的若干缺失。如果政府能夠提供公民良好的

參與環境，鼓勵民眾積極、理性參與公共事務，則更能健全公民參與的體系，

有利於政府的民主化行政。 

因此，Hansell(1996:5-13)樂觀地指出，透過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民主過程，

並與地方政府共同建立未來願景的模式，將成為未來的必然趨勢。美國公民實

踐網絡(Civic Practice Network，CPN)也提倡現代公民應該要具備新公民資格

(New Citizenship)，積極的參與公共事務，建構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的模式，以

創造社會的最大福祉(許文傑，2000：67)。 

參、公民參與的分析面向與類型 

固然「民主是一種制度，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有賴於公民的參與」

是普遍被接受的觀點，然而哪些公民應該參與？哪些事項適宜(或需要)公民的參

與？哪一種(或哪些)是理想的參與形式？要營造一個最基本的民主政治體系，需要

公民何種程度的參與？決策制定者與分享權力的參與者間合宜的權力分配為何？

這些有關公民參與的「範圍」、「程度」與「角色」等問題，至今仍難有定論；

學者專家從不同角度與著眼點，發展出各自的觀點，也產生各種有關公民參與類

型的理論。 

研究者以為，對於公民參與分析面向及類型10的探討，有助於量表面向與題項

的建構，或用以檢視引用或修編量表內容的適合度。 

一、公民參與的分析面向 

研究者從所蒐集資料分析中以為，有關公民參與類型的探討以從「權力」

面向著眼者居多，其中有較單純以公民參與權力大小及對公共事務決策影響力

                                                 
10 有關公民參與的類型，學者們並無普遍一致的看法；在名詞的使用上也出現相當分歧的現象，

較常使用者有類型、形式、途徑、型態與方式等，基本上，其所指涉的內涵是相同的(楊錦雀，200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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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為判準者(如Arnstein的公民參與階梯)，有以決策主導過程主導權性質與歸

屬來區隔者(如Eidsvik的分類)，或以參與權力的有無及權力的來源與性質(主動⁄

被動或積極⁄消極)為區分標準者(如Maria和Peruzzo及White的分類)，也有以「權

力」面向為主軸，再結合其他面向來加以分類者(如Langton的分類)。除「權力」

面向外，也有從參與的「方式」及公民與政府的「互動關係」等面向區辨者(如

Kweit與Kweit的分類)；也有從政治領域中公民「角色」的面向立論者(如公民政

治參與四種主要理論：菁英民主論、多元論、公民論及參與論)，或從參與「程

度」分類者(如鄭慧蘭的分類)。此外，如從參與事務的「性質」面向來看，研究

者以為亦可分為「政治參與」與「非政治性公共事務參與」。 

二、公民參與的類型 

茲將前述面向分析之代表類型理論分別說明如下： 

(一)Arnstein的公民參與階梯 

學者Arnstein(1969:216-217)依公民參與權力的大小及影響程度，建立了公

民參與階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如表2-1)，將公民參與的形式分

為以下八種：政府操控(Manipulation)、治療性(Therapy)、告知(Informing)、諮

詢(Consultation)、安撫(Placation)、夥伴關係(Partnership)、授與權力(Delegated 

Power)與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 

 

表2-1 Arnstein的公民參與階梯 

參與的程度  參與的階層 參與方式例證 

 8.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 地區政府/控制 

 7.授與權力(delegated power) 方案的功能控制、否決權的運作公民權的參與

 6.夥伴關係(partnership) 地區組織、利益團體政治 

 5.安撫(placation) 公民顧問協議會的合作程序 

 4.諮詢(consultation) 公民調查、地區會議 象徵性的參與

 3.告知(informing) 公開宣佈、說明會 

 2.治療性(therapy) 作為教育過程的團體集會 
非參與 

 1.政府操控(manipulation) 公民諮詢會議 
資料來源：Arnstein, S. R.(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4):217. 
 

 17 



在階梯中，公民參與權力與影響程度由下而上逐層提升，在階梯的第一、

二層是屬非參與的性質，政府雖可能邀請民眾參加諮詢會議以及團體集會

等，但是實際過程與結果仍多由官方的領導者所操控，此種參與方式實乃一

種政策宣導及教育的性質，民眾意見無從表達。第三層到第五層是象徵性的

參與性質，民眾雖參與各種公開說明會、民意調查及地方協議會議等，然其

目的主要在於資訊的告知、意見諮詢與協調安撫；公民雖能獲得相當的資訊，

並且提供意見，但意見是否能夠受到重視甚至被採納，則非人民所能掌控的。

第六、七、八層則為充分的公民權參與，公民的意見能於決策過程中實際的

參與、獲得重視並產生影響力；其依權力大小及對決策影響的程度，可分為

地區組織或利益團體與政府間夥伴關係的運作、地方民眾對於政策方案的功

能控制或行使否決權、以及地方政府與當地民眾完全的主導控制等三個不同

的參與層次。至階梯第八層，則公民對決策有絕對控制力，政府權力於此無

任何影響的空間。 

(二)Arnstein修正的公民參與階梯 

其後Arnstein(1977:238-246)進一步修正統整原公民參與階梯為六階層(如

表2-2)，分別是：政府權力 (government power)、告知 (informing)、諮詢

1(consultation 1)、諮詢2(consultation 2)、權力分享(power sharing)及公民權力

(citizen power)。 

在修正的階梯中，公民參與權力與影響程度仍是由下而上逐層提升。1.

政府權力：政府決策行動並不需與民眾溝通，民眾僅是政府政策與行動的接

受者，可說是無參與的型態；2.告知：由政府決策單位單方面向民眾告知政策

的相關訊息，而民眾卻少有向公部門表達意見的機會，為象徵性的參與；3.

與4.皆為諮詢：民眾有管道充分表達其意見與需求，但其意見與需求未必被納

入決策中，對實際的政策規劃過程及決策結果，並沒有充分影響的權力，屬

低度參與；5.權力分享：民眾與政府決策者同處於平等的地位，交換彼此的資

訊與意見，共同解決問題。民眾在政策規劃、決策過程中皆擁有相當程度的

影響力，是中度參與；6.公民權力：公民對於決策擁有完全的主導權，在政策

規劃及決策過程中可不與政府協商或交換意見，是為高度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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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Arnstein修正的公民參與階梯 

參與的階層 參與的方式 

公民權力 
(citizen power) 

不需與政府溝通的民

眾行動 
‧公民調查 
‧公民發展與方案執行 

權力分享 
(power sharing) 

民眾與政府共同解決

問題 
‧政府與民眾團體共同召開會

議 
‧民眾監督與糾察 

諮詢2 
(consultation 2) 

政府要求民眾提供有

意義的投入且願意聽

取其意見 

‧公民顧問委員會 
‧非正式會議 
‧公聽會 

諮詢1 
(consultation 1) 

政府要求民眾有限的

投入但不一定願意聽

取其意見 

‧公聽會 
‧形式上的會議和諮詢委員會

議 

告知 
(informing) 

政府說，民眾聽 ‧說明會 
‧政府新聞稿 

政府權力 
(government power) 

不需與民眾溝通的政

府行動 
(‧ 接受)調查 
(‧ 接受)合法的行政行為 

資料來源：Arnstein, S. R. (1977),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G. Boyle, D. Elliott, & R. Roy 
(eds.),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pp. 240-243. 

 
 (三)Eidsvik的分類 

Eidsvik以決策主導過程主導權性質與歸屬來區隔，將公民參與分為下列

各模式(引自陳蕙欣，2004：25-26)： 

1.通告模式(information model)：傳統上最常使用，即由政府做決定，然後通

知民眾遵行，民眾參與的機會很少，甚至沒有機會參與。 

2.說服模式(persuasion model)：民眾不參與計畫，全由政府做決定，再說服

民眾接受並認定此種決定是正確的。 

3.諮商模式(consultation model)：即政府機關決定規劃主題，廣徵民眾意見，

再做成決定。此種方式有相當程度的民眾參與，民眾的意見對政策也有一

定程度的影響。 

4.合夥模式(partnership model)：政府機關先說明計畫性質和工作範圍內必須

遵守之和法律有關的限制，再徵詢民眾的意見與合作意願。當計畫之各種

交替方案擬定後，政府機關再次徵詢民眾意見，以選取最有利的方案。是

一種相互學習的方式，所擬定的計畫亦較能為所有關心的民眾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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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民控制模式(citizen control model)：即由民眾做決定，完成計畫之擬定再

交由政府執行。 

(四)Maria與Peruzzo的分類 

Maria與Peruzzo(1996:169-172)以公民參與權力的有無及權力的來源與性

質將參與的形式分為非參與、受控制的參與、強而有力的參與三種類型，並

指出這三種類型之間彼此並不互相排除： 

1.非參與(non-participation)：非參與也是一種參與的形式，指參與者是被動

的、旁觀的，和從屬的(subjection)。權力屬於他人所有，決策由上層下達，

獨裁而威權，參與者在其中只是接受，甚至有時候必須在既定的政策中被

迫做出選擇。 

2.受控的參與(controlled participation)：受控的參與是指下位者施壓而從掌權

者手中爭取到一些空間去採取行動，這樣的參與是受限的、容易被操控

的，且參與者無法涉入權力中心。 

3.強而有力的參與(power-participation)：這是最理想的狀況，在這個過程中，

民 眾 自 動 自 發 的 經 由 合 作 管 理 (co-management) 和 自 我 管 理

(self-management)來分享權力，並參與管理和決策的過程。 

(五)White的分類 

White(1994:17) 則主要以公民參與權力的有無提出假參與 (pseudo 

participation)和真參與(genuine participation)的區分。他認為在民眾的參與過程

中，若只是被動的得知聽聞，計畫的控制及決策仍由行政人員或社區菁英掌

握時，就是「假參與」；反之，若地方機構、士紳與一般民眾在整個計畫的

決策過程中，是持合作的方式和態度，讓民眾在過程中被賦予權力，並受到

尊重，就是「真參與」。 

(六)Langton的分類 

Langton(1978:21)依據參與活動的發動及控制主體(政府或公民)及參與的

目的，將公民參與分為四種類型：義務參與(obligatory participation)、選舉參

與(electory participation)、公民涉入(citizen involvement)及公民活動(citizen 

action)。 

1.義務參與：指政府依據法律規定而施於人民的強制性參與活動。此類活動

涉及公民資格(citizenship)中的合法義務，如納稅、服兵役及陪審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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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政府執行其合法功能之有效支持。 

2.選舉參與：指政府根據法律規定而發起及控制的活動。其主要目的在於經

由選舉或是對重大議案進行投票，以建立穩定、持續的領導權以及對政府

的有效共識。活動方式有投票、助選及對某項議題的支持或反對等。 

3.公民涉入：指政府為了行政的目的，所發起及控制的活動。其主要目的是

為了改善決策或服務的品質，並爭取民眾對政策的支持與共識。其方式有

公聽會(public hearing)、諮詢委員會、態度調查、目標方案及自願性方案

等。 

4.公民活動：指為了達到影響政府官員及投票者之決定等目的，由民眾本身

所發起及控制的行動。如遊說、公共教育、抗議、倡導(advocacy)、集體

訴訟(class-suits)等皆屬之。 

(七)Kweit與Kweit的分類 

Kweit與Kweit(1981:54-56)依據公民參與的方式、公民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及所能達到的目標提出四種公民參與的類型： 

1.選舉參與(electoral participation)：這是最簡單的參與形式，公民透過投票

選舉出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由其決定政策。實質上，這是一種間接的參

與方式，民眾只能決定政策制定者，而不能決定政策內容。 

2.團體參與(group participation)：公民透過組織及參加民間團體，以集體的

方式匯集並表達其意見，以影響政府政策。此種參與方式主要係透過利益

團體對國會的遊說及施壓以達影響政府決策的目的。 

3.公民與政府的接觸(citizen-government contacting)：公民透過寫信、打電

話、參加政府舉辦之民意調查、公聽會、討論會等方式，增進與政府間之

溝通，從而影響政府的決策。 

4.公民實際參與政府決策(actua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ment)：由公

民代表直接參與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或政府委託民間團體執行決策方

案；或由政府資助民眾成立民眾團體，並授與此團體適當的決策權力，以

參與政策制定。 

(八)四種公民政治參與主要理論 

1.菁英民主論(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 

菁英論者認為在高度分工的社會中，期望每個公民都參與公共事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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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以決定公共政策，在事實上是不可能的，而且為了維持民主政治體系

的穩定，主張知識水準、社經地位、政治功效感較低而疏離感較高的人，

應維持不介入或最低程度的介入政治；反之，知識水準、社經地位、政治

功效感較高的人，其民主價值的內化程度也較高，因此應積極的參與政治，

特別是應積極的參與選舉。如此，在公民群體的政治態度和政治活動之間，

即能維持「積極活躍」和「消極順從」的巧妙平衡，以利民主政治系統的

穩定運作(廖添富、劉美慧、董秀蘭，1997：28-29；1998：29-30)。 

沈宗瑞(2002：29)即認為臺灣的民主政治類型實際上就是精英主義式

的，一般民眾除了選舉外，對公共議題並不熱中。 

2.多元論(Pluralist Theory) 

整體而言，多元論者和菁英論者相同，都認為公民不必要也不應過度

介入政治，政治事務主要應該由專家負責；不過，對菁英論者來說，專家

是指統治的政府官員，但就多元論者而言，專家則是指利益團體的領導人。

至於公民在政治系統中的角色，菁英論者主張有知識的公民應該投票，以

選擇領導人，並更換不能滿足選民需求的領導人；多元論者則強調透過與

利益相同者共同行動的方式，來行使自己的權力，保障自己的權益(廖添富

等，1997：29；1998：30)。 

Bentley以及Holden也都認為對大部分的公民而言，當公共議題會直接

影響其權益時，公民們便會涉入政治；但即使許多公民不參與選舉，他們

的意見反映和利益維護，也可透過利益團體的運作而獲得相當的進展(引自

廖添富等，1997：29；1998：30)。 

3.公民論(Citizenship Theory) 

公民論者認為只有公民自己才是「公民利益」的最佳裁判者，在政治

運作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或團體比公民自己更能表達、維護公民的權益。

公民的理性和政治智慧可以透過教育的方式開啟，使其可以充分瞭解自己

的權益，並融入整個政治社群中。公民論者認為公民應該採取兩種重要的

參與形式和行動以參與政治，一是討論，經由討論以學習並瞭解關於自己

的權益問題；二是理性的投票，依據相關的知識做明智的投票抉擇(廖添富

等，1997：30；19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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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參與論(Participatory Theory) 

一九七○年代開始，由於對當代民主菁英論和代議民主的反動，許多

學者大力提倡「參與民主理論」(Participatory Democracy)，作為實際政治的

依歸，其中以Pateman為代表，他認為參與是必須的，並且主張「最大化參

與」(maximum participation)以彌補代議制度的不足(陳孝庭，2004：78)。參

與論者主張國家的權力應該透過參與的方式，盡量分散到各個階層，唯有

這種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公民參與才能真正落實，民主政治所強調的人

性尊嚴以及人民主權的價值才得以彰顯(呂亞力、吳乃德，1993：143)。 

參與論者和公民論者都同意：當公民回應政府的政策作為時，即表示

公民們更加認可政治系統的正當性(legitimacy)，而且認為公民可以透過參與

政治來掌握自己的生活。不同的是，公民論者強調參與政治的討論和投票，

而參與論者則強調政治存在於任何的決策場所(廖添富等，1997：31；1998：

31-32)。 

綜括四種論點有關敘述，其對公民應在政治領域扮演何種參與的角色，

事實上呈現的是光譜的差異。若以公民參與人數和參與範圍做為區分的標

準，可以發現菁英論者的界定最為狹隘，依次為多元論和公民論，而持最廣

義的界定者則為參與論者(廖添富等，1997：31；1998：32)。 

(九)鄭慧蘭的分類 

鄭慧蘭(2001：28)將公民參與的類型依其參與程度簡要分成下列四種： 

1.無參與：不出席、不參與、也沒意見。 

2.低度參與：公民僅是參加事件的列席，或是被動的接受訊息。例如：列席、

被告知。 

3.中度參與：公民能主動接收訊息，並與其他參與者互動。例如：討論、發

問、表達意見。 

4.高度參與：公民與政府官員處於平等地位，可以控制、決定事件的內容、

結果或目標。例如：共同計畫、執行決策。 

學者專家對於公民參與之分析面向與區分類型的觀點不一而足，研究者以

為若從其參與內容之性質區辨，亦可概分為「政治參與」與「非政治性公共事

務參與」二者：政治參與指對與政治相關事務與活動之參與；非政治性公共事

務參與則包括個人對社區及其他個人所屬群體之非政治性事務與活動的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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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括對公益、慈善活動的參與，範圍廣泛。 

綜觀各種公民參與類型理論，屬於較高度、理想的參與類型多是較全面性、

直接且具影響力的參與，此與本研究認為民主政治需要公民普遍而積極的參與的

基本理念相符。研究者將可歸屬理想的公民參與類型者依理論提出者、參與類型

名稱、分類依據及參與特色歸納如表2-3： 

表2-3 理想的公民參與類型 

提出者 參與類型名稱 分類依據 參與特色 

權力分享 民眾與政府決策者同處於平等的地位，交
換彼此的資訊與意見，共同解決問題。 

Arnstein 
公民權力 

參與權力
大小及影
響程度 

公民對於決策擁有完全的主導權，在政策
規劃及決策過程中可不與政府協商或交換
意見。 

合夥模式 
是一種政府與民眾相互學習的方式，所擬
定的計畫亦較能為所有關心的民眾所接
受。 Eidsvik 

公民控制模式 

決策主導
過程主導
權性質與
歸屬 由民眾做決定，完成計畫之擬定再交由政

府執行。 

Maria與
Peruzzo 

強而有力的 
參與 

參與權力
的有無及
權力的來
源與性質

民眾自動自發的經由合作管理和自我管理
來分享權力，並參與管理和決策的過程。 

White 真參與 參與權力
的有無 

地方機構、士紳與一般民眾在整個計畫的
決策過程中，是持合作的方式和態度，民
眾在過程中被賦予權力，並受到尊重。 

Langton 公民活動 

參與活動
的發動及
控制主體
及參與的
目的 

為影響政府官員之決定，由民眾本身所發
起及控制的行動。 

團體參與 公民透過組織及參加民間團體，以集體的
方式匯集並表達其意見，以影響政府政策。

公民與政府的
接觸 

公民透過各種方式，增進與政府間之溝
通，從而影響政府的決策。 Kweit 

與 
Kweit 

公民實際參與
政府決策 

參與的方
式、公民
與政府的
互動關係
及所能達
到的目標

公民直接參與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或政
府委託民間團體執行決策方案；或由政府
資助民眾成立民眾團體，並授與此團體適
當的決策權力，以參與政策制定。 

Pateman 
(代表) 參與民主論 

政治領域
中公民角
色 

人民是政治社會的主體，主張「最大化參
與」。國家的權力應該透過參與的方式，盡
量分散到各個階層，透過由下而上的決策
過程，落實公民參與及彰顯民主政治所強
調的人性尊嚴以及人民主權的價值。 

鄭慧蘭 高度參與 參與程度
公民與政府官員處於平等地位，可以控
制、決定事件的內容、結果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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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分析，研究者以為積極的公民參與，公民在「角色」上應有參與民

主論的體認，肯認自己和其他每一個人都是政治社會中的主體，有權力、也應對

公共事務在「範圍」和「程度」上做最大化的高度參與；公民應善加運用民主政

治賦予人民的參與「權力」，主動參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充分發揮民意的力量；

在參與「方式」上，可以個人或透過團體或組織等採多元途徑參與；至於在參與

事務的「性質」上，則應包括政治性與非政治性公共事務，做廣泛的參與。 

本研究將採用廖添富等(1997)之量表，係翻譯並改編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政治系John Sullivan等人(Theiss-Morse, Fried, Sullivan, & 

Dietz)1992年發展的「公民參與態度問卷」，內容涵蓋四個層面：理想的公民活動

(ideal citizen activities)、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參與政治的好處(the benefits gai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影響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or 

nonparticipation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研究者分析各層面題項之內

容以為，「理想的公民活動」層面認為具有積極公民參與態度的公民，應對政治感

興趣、瞭解政治，並參與政治活動(如投票)，且從工作及家庭中學習參與自身所屬

組織的決策制定，以為參與政府決策過程預作充分準備；「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

關係」層面認為政治不是知識水準、社經地位較高的人，或政府官員、民意代表，

或社團領袖等的專利，具有積極公民參與態度的公民，應積極的參與政治，並且

盡可能做「最大化參與」(maximum participation)，以彌補代議制度的不足；「參與

政治的好處」層面認為具有積極參與態度的公民，相信透過對政治及其他公共事

務的參與，能使政府瞭解民意、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公民間也能彼此分享不同

的觀點；「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層面認為公民參與態度愈積極者，愈

相信自己的參與能影響決策的過程與結果，能促使政府改革，能促成民主政治的

進步。因此，從量表內容來看，本研究量表定義之積極的公民參與態度與前述各

類型理論之理想公民參與內涵相符。 

肆、公民參與的條件與限制 

由前述分析可知，政府若在決策與行政過程中，能讓公民(尤其是決策利害關

係人)參與其中，則不僅符合民主參與的原理和原則，也可喚起民眾的公民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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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政策理念基礎的寬廣度，增加尋求真正可行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也可提高公

眾對政府施政的認同感及滿意度。但是，如何可以促進參與呢？以下即就公民參

與的條件與限制加以探討。 

一、公民參與的條件 

徐千偉(2000：22)認為，在公民參與的過程中，參與者必須擁有充分且完整

的資訊。若對政府資訊及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一無所知，則無法針對某一特定公

共政策、公共事務或公共議題提出其意見或作出回應。到二十世紀九○年代，

部分學者(如Kathlene與Martin, 1991:46-63；黃文陽，1995：53)仍認為「參與者

資訊缺乏」仍是公民參與倡議者尚無法解決的問題。此外，「參與者的冷漠」

也是公民參與論者尚無法解決的論題(Macpherson著，張明貴譯，1993：117-118)。 

部分學者(如丘昌泰，1995：374；陳桂香，1996：50)則認為公民參與公共

事務的先決條件是具備高度的參政或專業知識；蓋某些特定公共政策或公共事

務涉及許多專業知識，若參與者缺乏對特定議題的深入瞭解，將無法達到有效

的參與，甚至造成整個參與機制難以開展或導致逐漸停擺的結果。然而也有持

不同看法者(如徐千偉，2000：22)以為：公民參與的主要目的並非所有公民在瞭

解所有專業知識後再參與，公民甚至無須有專業知識，僅需取得相關資訊，即

可對該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提出其看法或意見，因為民意並不等同於專家學者

之建議，探詢民意即是追求專業以外的觀點，以周全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的偏

狹觀點，其精義在於公民對影響其生活之公共事務有置喙的權力。 

項靖(1999：5)則認為，欲實踐公民參與，必先實踐公民與公民之間及公民

與政府行政機關之間平等及互動式的對話溝通。此溝通情境必須是公開且其對

話是有意義的，任何參與者皆能在不受限制的情況下與他人或政府對話並參與

公共事務，其最終之目的乃是使政府與人民之間對公共議題、公共事務或公共

政策能達成理解、互信或諒解，以至達成真正的共識。 

至於從比較巨觀(macro)面看公民參與之條件的學者觀點有下： 

Cary(1970:145)認為參與必須有下列三個條件：(一)有參與的自由，(二)有參

與的能力，(三)有參與的意願。要培養出一個公民參與的社會，首先必須將參與

的權利下放給人民，並且藉由教育等途徑，培養具有參與的能力的公民資質，

此外也要激發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消除公民對公共事務的冷漠與疏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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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能實現公民參與的理想。 

Berry、Portney與Thomas(1989:217-218)曾歸結成功的公民參與方案有下列幾

項特色：(一)有效的消息傳遞：必須能提供大多數人參與機會的訊息；(二)平等

的接近機會：應在平等的基礎上，對所有的公民給予參與的機會；(三)有意義的

政策衝擊：公民在參與政策過程所達到的共識可作為最後的政策參考依據，以

產生有意義的政策衝擊。 

林水波與王崇斌(1999：178)認為，一個有效的公民參與系統，必須包含三

個相互影響的要素：公民的主體性、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及直接平等的

參與管道。所謂「公民的主體性」表現在「主權在民」及「人民同意」兩個概

念之中，而公民直接涉入影響公共事務的處理，正是公民主體性的具體表現；

所謂「知情的公民」乃指公民參與公共事務處理的能力而言，包括具備與公共

事務相關的知識與資訊，如此才能有效貢獻一己的行動於公共生活的經營；至

於「直接平等的參與管道」，直接乃指公民是親自參與公共事務的處理，不必

假手於其他中介機制，以免意見、心聲及企圖受到扭曲；平等則指每一個公民

都有平等的參與機會，各自意見受到同等的重視與衡量，不因參與者背景的不

同而有差別待遇。 

K. L. Smith(n.d.)則認為六種情況可以引發公民對社區活動的參與，研究者以

為也可作為促進公民參與的條件： 

(一)適當的組織(An Appropriate Organization)：藉由適當的組織，公民才能彙

整共同的意見，並透過組織將民意反應出來，以強化其影響力。 

(二)效益的獲取(Benefits to be Gained)：當公民預期參與社區事務會給個人或

社區帶來益處時，就會自願參與社區之活動。他們會用自己的價值去衡量

成本與效益之間的關係，當效益大於成本時，公民通常會樂於參與。 

(三)生活方式受到威脅(Way-of-Life Threatened)：當個人或團體的生活方式受

到威脅時，可能會較積極地參與共同的事務，企圖以集體的行動疏解危

機。例如「九二一」地震後災區民眾的彼此照顧，以及「林肯大郡」住戶

的自力救濟。 

(四)義務感(Obligation/Commitment)：當社區居民感覺有義務去支持某項活動

時，他們將會比較自願性地參與。 

(五)豐富的知識(Better Knowledge)：當民眾對議題或狀況具有較充分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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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知識，才能使參與有效率並具實質意義，也較能引發參與的動機；

若對問題不明究理，甚至依據錯誤的訊息採取行動，最後不僅往往導致參

與結果事倍功半，嚴重可能因而作出錯誤的決策。例如許多環保議題、垃

圾場的設置…等。 

(六)在團體中的舒適感(Comfortable in the Group)：由於團體中組成份子的背景

不同，參與者的價值、期望與生活方式也有差異，這樣的差異使得參與者

不自在而阻礙了參與。Murray、Bowens與Hogrefe(1954:231)即認為妨害公

民參與的因素之一就是「恐懼」。所以，若能使公民在團體中感覺舒適，

建立信任的氣氛，他們也將會自願的參與社區活動。 

二、公民參與的限制 

公民參與制度固然因為民眾得以參與、民意得以表達而拉近了民眾與政府

間的距離，也因為民意的被採納於政府政策中，使政府行政更具正當性。同時，

民眾也因為有效參與的經驗，提昇了參與的功效意識，降低了對公共事務的冷

漠感，進而強化了進一步參與的意願。但這並不意味著參與式的民主政治是完

美無瑕的，在實現參與民主的過程中，事實上仍有若干的限制，以下分別說明

之。 

(一)行政官員(機關)的抗拒 

根據Weber(引自陳桂香，1996：50)官僚型模(bureaucratic model)的說法，

一般官僚組織具有層級節制(hierarchy)及依法行政的特徵；在此一情形下，行

政人員為了保護其本身的地位，發展出一套獨特的行為規範，只服從上級的

權威，認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不做不錯」，行事僵化、缺乏彈性，因

而對於民意的需求亦缺乏積極回應。一般而言，民意常是多樣化的，且民眾

對於政策的需求常具有急迫性與獨特性，而非現行法規所能涵蓋，因而民眾

參與對行政官僚而言，不啻為一項新的負擔與挑戰。因此，官員自不願讓民

眾有太多的參與機會。 

另一方面，權力象徵社會地位及影響力的大小，長久以來，官員依賴決

策的權力以維持其社會地位；一旦授與民眾決策的權力，官員發現其對政策

不再具有絕對的影響力時，不免在心裡上產生嚴重的失落感。因此，民眾參

與對行政官員來說，是一種不願熱心推動的措施(陳桂香，19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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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制度上或心態上的原因，不可否認的，行政官僚(機關)的抗拒，就

今天來看，仍然是限制公民參與的重要原因之一；Rosenbaum(1978:81-96)即

認為公民參與的最大障礙來自於官僚的抗拒。 

(二)民眾的參與知能不足 

丘昌泰(1995：374)以為民眾參與公共事務的先決條件為具備高度的參政

知識，參政知識是指對民主政治的一種認知與素養。民主政治是一種責任政

治，政策制定者必須為其所制定的政策負責，民眾也須為其所為之言論負起

道義上的責任，如果依靠的僅是一股沸騰的「參政意識」，而欠缺以理性為

基礎的「參政知識」，則這種參與僅是一種民粹主義(populism)的激情，絕不

是民主政治的責任表現。除了參與知識之外，能選擇適當途徑，並以得宜方

式進行參與的實際參與能力，也將直接影響參與的過程與結果。 

(三)民眾不夠理性 

參與論者常假設民眾是理性的，會基於公共利益的考量，做出最佳的選

擇。事實上，民眾可能是盲目的、不理性的，民眾可能會因受煽動、威脅等

政治因素的限制或基於本身自我利益的考量，而無法客觀、理性的參與決策(陳

桂香，1996：51)。 

鄰避(NIMBY; Not-In-My-Backyard)症候群即能說明民眾的不理性參與行

為。鄰避症候群是指民眾承認某些不受歡迎或具有危險性的設施的需要性，

但卻不希望該項設施設置於他們鄰近地區的一種心理及行為反應。鄰避最常

出現於直接影響環境之政策的決策過程，如近年來時常發生的垃圾焚化爐、

發電廠、變電廠等風波及興建核四廠的爭議(楊錦雀，2002：92)。從鄰避症候

群可知民眾基本上仍多是自私、不理性的。 

(四)民眾參與資訊不足 

民眾參與公共事務的動機往往來自於對該公共事務感到興趣或關心，因

此能獲得該公共事務有關的資訊是參與的前題。然而，在今日資訊爆炸的時

代，甚至每一分、每一秒都不斷有新資訊產生，民眾難以完全掌握每一份資

訊。雖然通訊科技也日新月異，可迅速並大量傳播新資訊，但民眾似乎未必

都能跟上科技進步的腳步，因此在獲得最新且充分的參與資訊上，仍有其限

制。 

另一方面，有些資訊可能被政策研擬單位視為具有機密性，下層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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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沒有獲得授權情形下，自然不敢擅作主張即時對外發布，甚至有意隱藏

未具機密性的相關資訊。 

(五)參與成本的限制 

就民眾而言，時間即是公民參與的一項成本。一般民眾平時都有其本身

的工作，民眾要參與決策，勢必須暫時離開其工作崗位；如此一來，不僅使

社會的生產力減少，亦是民眾的一大負擔(陳桂香，1996：53)。 

就決策單位而言，一般民眾在參與過程中通常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進

入狀況，而且民眾的意見往往是沒有組織的、衝突的，要協調並整理這些民

意將延緩政策的產生，使決策過程變得相當沒有效率(陳桂香，1996：53)。因

此，越多的民眾參與往往意味著必須付出更多時效上的成本。 

張丹(1981：31)認為民眾參與的成本來自兩方面：除了參與活動本身所產

生的成本外，規劃當局亦必須承擔由於不當的參與所導致的補償性成本支

出。就參與活動本身的成本而言，包括人力、物力，如專家或顧問的人事費

用、說明會和公聽會召開的場地費用、經常性支出以及時間成本等；補償性

支出則包括因決策拖延所產生的機會成本或因此所導致的利益的損失等。 

因此，除效率考量外，政策規劃與執行的預算也往往有限，不足以支持

廣泛的參與；在決策效率和預算的考量下，民眾參與往往遭受限制。 

(六)民眾的參與冷漠 

參與的冷漠即是對參與的不感興趣與不願參與。造成民眾對公共事務參

與的冷漠感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者以為就是搭便車(free rider)的心態。所謂

「搭便車」是指自己未曾支付適當的成本(亦即沒有參與)，卻仍得以享用別人

付出所帶來的利益或成果的情形。這種搭便車的心理，不但自私，而且會感

染更多人只願享受「白吃的午餐」而吝於付出，這對公民公共性的實踐及公

民社會的建構，也是一種傷害(鄧毓浩，2007：123)。 

民眾參與的支持者認為全民普遍參與的政治是較為理想的政治制度，並

假設民眾有足夠的動機與興趣參與政府決策。然而，事實上，民眾對於政治

常常是冷漠的，對於參與公共事務沒有太大的興趣；因此，修正論者也承認

民眾的政治冷漠是自由民主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在部分民眾擁有政治冷

漠感的情形下，民眾參與似乎成了少數政治狂熱份子的政治遊戲；如此一來，

「全民參與」的理想無異變成不切實際的空中樓閣(楊錦雀，20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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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述六項限制，Kathlene與Martin(1991:46)也將公民參與的限制歸納為

民眾本身的限制、政策制定者的限制以及制度設計上的限制。民眾本身的限制

包括：成本效益的考量、接近官方及技術資訊的管道、接近決策過程重要關鍵

的管道；政策制定者的限制包括：政府官員間缺乏民眾參與目標的一致性、政

府官員與民眾的合法角色、民意如何評估；制度設計上的限制包括：誰參與、

多少人參與、民眾參與如何在決策過程中被整合。 

綜觀前述六項限制和Kathlene與Martin(1991:46)的觀點，民眾參與知能的不

足、民眾不夠理性、民眾參與資訊不足、參與成本的限制和民眾的參與冷漠多

屬於Kathlene與Martin(1991:46)所歸屬的民眾本身的限制；行政官員(機關)的抗

拒及從政策制定者本身所考量的參與成本限制則屬於政策制定者的限制；至於

制度設計上的限制，前述六項限制則少有涉及。 

 

從上述分析得知，公民參與有其落實的條件，而實際運作下的公民參與也存

在著許多的限制，但限制與條件往往是一體的兩面，能夠消除限制的因素也就可

能將其轉化為促進的條件。 

伍、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途徑 

綜合分析前述觀點，研究者認為，有效的公民參與主要取決於內在與外部條

件共五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內部條件包括公民本身是否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

力、是否認為參與具有價值與意義而願意積極與理性的參與二種因素；外部條件

則包括參與資訊是否公開且充分、參與管道是否普及且暢通，以及行政機關與政

府官員的態度三種因素。公民對欲參與之政策議題有否相當程度的瞭解與參與的

能力，影響意見的品質與參與的效率；公民能否認同參與式民主的價值，積極理

性的參與，並基於公共利益的考量，做出適當的選擇，而非出於私利或盲目的受

到煽動，將決定公民的參與是否具有實質而有效的意義；參與資訊是否公開且充

分及參與管道是否普及且暢通將直接限制參與的可能性與方便性；行政官僚對於

公民的意見是否抱持著開放與尊重的態度，則是決定了民眾意見能否在政策制定

過程中真正被聽取，並納入政策規劃之中。 

我們若是能幫助公民透過適當的組織來參與並表達其意見，並且藉由公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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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加強，擴大公民的眼光及推理能力，使公民能體認自我的參與對整個社群所

產生的正面效益，而社群公共善的達成又是達成自我效益的催化劑，如此一來便

能產生一個正向的循環，使公民樂於參與公共事務，並進一步形成公民的義務感。

此外，增加公民對問題的認知，使其具有正確的判斷力，並建立團體中互信互賴

的氣氛，相信不僅能使公民有參與的能力，也將提昇公民參與的意願，有助於公

民的自動參與(鄭慧蘭，2001：25)。 

因此，研究者以為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途徑可要分為法制途徑與教育途徑。

分述如下： 

一、法制途徑 

法制途徑是指透過法規建制，(一)賦予公民參與權力，(二)普及參與管道，(三)

公開參與資訊，及(四)適當組織、動員民眾，並給予積極參與者某種形式與一定

程度的獎勵。 

二、教育途徑 

教育途徑是指透過各種階段與不同形式的教育，(一)培養公民充分的參與知

識與能力，(二)讓公民了解參與公共事務的意義、價值與重要性，及(三)從而深

化政府與人民的民主信念，視提昇公民參與為義務與責任。 

 

參考前述有關公民參與之條件與限制及提昇公民參與意願的途徑之文獻探討

心得，本研究也於問卷第五部分，以提昇公民參與的負責主體(是政府、政黨、社

會團體，或是公民本身)、有效途徑(是法制途徑或教育途徑)，及決定性因素(是本

身具備充分的參與知識與能力、本身認為參與公共事務具有價值與意義、資訊公

開充分或管道普及暢通)為面向，透過題項的設計，以了解進修學校學生對提昇公

民參與公共事務意願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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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民資質理論的公民參與觀點 

本節將探討公民資質代表性理論對於公民參與的觀點。沈宗瑞(2002：24)認

為，公民權觀念在本世紀的發展，主要分為(自由主義)精英民主與(共和主義)參與

性民主制間的論爭，以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論爭。研究者從蒐集之公民資質

或公民參與相關文獻中發現，公民共和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與多元文化主

義應是最具代表性的四種理論。不同典派對於公民資格的觀點各有不同的著重

點：自由主義重視平等、個人自由和權利的保障；公民共和主義則是重視公共善

的達成；社群主義強調社群認同、歸屬感與社群意識；多元文化論則面對社會多

元與分歧的事實，主張培養公民關懷、寬容與尊重(江美慧，2003：39、66)。因此，

對於公民參與的觀點，也異同互見。 

壹、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參與觀點 

Sandel在一九九六年出版《民主的不滿：美國對公共哲學的追尋》一書，從歷

史的角度深入地分析美國的政治傳統，指出自由主義的流弊，並正面提倡公民共

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引自關啟文，2001：374)。 

Sandel認為在美國政治文化中，共和主義是一個悠久的傳統，它對自由的理解

是：自由意味著與其他公民一起思量何為共同的善，並協助去塑造政治社群的命

運。但能良好地思量何為共同的善，不單需要能選擇自己目的的能力和對別人選

擇權的尊重，也需要對公共事務的知識，以及歸屬感、對整體的關懷，和與命運

攸關的社群的道德紐帶(引自關啟文，2001：386)。 

在公民共和主義的論點中認為成為一個好人是不夠的，還必須成為一個好公

民，而所謂的「公民」是指能夠參與公領域活動的成員(鄭慧蘭，2001：31)。就像

亞里斯多德(Aristotle)、西塞羅(Cicero)與馬基維利(Machiavelli)皆以公民美德作為

公民身分思維的核心，認為接受有效美德教育的良善公民，不管他是作為平民還

是士兵，皆必須過著積極活躍的生活。在公民生活中，公民必須對公共事務抱持

建設性的興趣；最重要的是，必須避免將財富、享樂、舒適等私人生活的優先性，

擺在對普遍的公共福祉的奉獻之上(Heater著，張慧芝、郭進成譯，2006：70-71)。

因為，對公民共和主義者而言，公領域比私領域優越而且真實，所以參與政治本

身就是善，而私領域的事務永遠都只是一種工具，並不是人類存在的目的，進入

 33 



公領域才是目的。因此一個理想公民的資質是：具有將公共利益或公共善置於私

利之上的氣質傾向(林火旺，2000：131)。 

公民共和主義重視「國家社會的整體利益」，主張社會的「公共善」優先於

個人的私利，個人的行為必需以公共善為最終考量。這種古典的共和思想強調透

過公民德行的力行，促進社會共善的實踐，特別標榜公民德行的重要性，視公民

德行為擁有公民資質的先決條件(張秀雄、李琪明，2002：10)。公民共和主義主張

使一個好人成為一個好公民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公民德性，而其所強調的公民德行

包括：愛國與勇氣、人性尊嚴、認同感、隱私權、自主性、關心他人、關懷社會、

包容、公民服務，以及主動參與等(Pratte, 1988:53-78)。 

Oldfield(1990:146)認為公民參與的意願和能力不但是公民資格的一種表現，同

時也是公民資格中一個必要條件，藉由對公共事務的參與和服務，個人才能具體

展現作為一個公民的角色。對於公民共和主義下的公民而言，主動積極地參與公

領域的事務乃是公民資格的必要條件，不能實踐作為一個公民身份的人便不能算

作是公民，由此公民共和主義所強調的乃是公民的責任，唯有透過公民主動積極

的參與過程，公民才會自然而然地對社群產生認同和歸屬感，進而共同形塑社群

的公共善，並願意主動的維護和促進公共善的實踐；公民共和主義的目的是達成

共善政治及培養積極參與的公民，所以作為「公民」，其核心概念是「公民德行」

和「共善政治」(彭如婉，1997：29-31)。也就是說，公民透過承擔公共職位、參

與公共事務，真正的德行和美好生活才得以體現(林火旺，2000：131)。 

共和主義考慮的是要如何達成自我管治的共同善，以及公民所需的品格素質

是什麼，然後試圖培育這等素質(Sandel, 1996:25)。由此可見公民共和主義對公民

參與的重視；對公民共和主義者而言，公民參與和公共服務乃是成為好公民的重

要德行之一。 

貳、自由主義的公民參與觀點 

在西方，主流的政治哲學可說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它傾向個人主義，維護

人權，提倡民主和有限的政府等等(關啟文，2001：373)。自由主義的基本理念是

承認價值多元、肯定個人的自由、重視人的平等性和政治中立，以及強調理性(劉

姝言，1997：4)。 

自由主義的政治理想是一種包容差異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主張，自由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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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民資格是不具排他性的，只要滿足法律上的消極條件，不論是否擁有財產，

每一個人都是合法的公民(林火旺，1995：1077)。 

「自由主義式公民身分」對個人的要求較少，它意味著個人與國家之間較為鬆

散的承諾關係，而這種關係之所以能夠存續，主要乃在於其能維繫一組為國家所尊

重的公民權利；此外，國家亦必須盡可能減低其對公民生活的干涉(Heater著，張慧

芝、郭進成譯，2006：5)。例如自由主義者彌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他的

基本關懷是個人自由的保障及發展。公民自由諸如思想言論、追求利益以及結社自

由等，是人類自由的特定領域，除非這些自由的行使會傷害他人，違反人類自我保

護(self-protection)的基本原則時，才應受到社會或政治的制約(Mill, 1982:68-72)。 

在自由主義社會中，只要人民不違反多數人所同意的公共規則，個人的權利

可以得到絕對的保障，所以人民可以不必關心政治。誠如Ignatieff(1995:61)所言，

私人自由和民主參與對當代生活而言，可以是一種偶然的關係，許多人將參與選

舉視為一個不太重要的責任，就像上教堂一樣。 

早期「自由主義式公民身分」的概念認為，取得公民身分未必就得放棄對於

自我利益的追求，因為公領域和私領域之間涇渭分明，所以只要公民本身缺乏意

願，就沒有參與公領域事務的義務(Heater著，張慧芝、郭進成譯，2006：8)。政治

參與是社會契約的工具性產物，目的在謀求、維護個人的權益，而不在實踐公民

責任；個人參與統治並不具有積極的意義，亦不具任何價值意含，個人自主性的

構成，不需透過參與公共生活(廖添富等，1997：22)。由此可見，傳統自由主義的

公民參與概念是傾向於消極的自由選擇，否認參與政治事務才是人類才能的最佳

表現，人民是可以自由選擇要參與或不要參與，只要在不違反公共原則之下，沒

有任何人可以干涉你的自由。 

然而，Kymlicka與Norman(1994:360)卻認為對自由主義而言，某種程度的公民

精神與公共德行仍是必須的，因為健全的公共政策要能夠穩定持續，必須有相應

的負責公民加以配合；太過強調消極的公民權，只是塑造了被動的依賴文化。新

自由主義者11對於公民身分理念所抱持的核心論據之一即是：當我們一味接受權利

                                                 
11 早期自由主義對於公民資質的討論，主要集中在公民的法律地位之保障，其目的在防止國家運

用強制力脅迫公民，並且反對政府干預個人自由與市場機制，此思潮奠定了歐美民主政治和資本主

義經濟體系的基礎，蔚為十八、十九世紀政治思想的主流，但實施的結果，引發十九世紀社會主義

的興起，並遭到馬克斯(Karl Marx)的強烈批評(Ignatieff, 1995:65)。二十世紀初自由主義的主要轉變

起於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分道揚鑣，主張兩者分離者被冠以「新自由主義者」的名稱(沈
宗瑞，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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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付出相對的義務時，社會權利是不道德的；權利應該是視情況而定的，而不

是理所當然的，唯有當充分證據顯示其曾付出真誠的努力以改善自身處境時，才

有資格享有那些權利(Heater著，張慧芝、郭進成譯，2006：37)。 

於是，公民德行及一定程度的公民參與也漸漸被自由主義學者所肯認。例如

Galston(1991:221-227)將自由主義的公民德行分為四方面：一般德行 (general 

virtues)、自由社會德行(virtues of liberal society)、自由經濟德行(virtues of liberal 

economy)、自由政治德行(virtues of liberal politics)，而自由政治德行中之一般政治

德行(general political virtues)即為參與公共談論(to engage in public discourses)的意

願與能力，包括能傾聽不同的意見，以及能合理、公正地解釋自我的意見。

Gutmann(1993:8)也指出維繫憲政民主得以昌盛的民主德行包括：正直、自律、非

暴力、容忍、相互尊重、深思孰慮的能力，批判性地思考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

並有能力參與有意識的社會再製。 

王意茹(1997：56-73)認為自由主義的公民德行可分為「核心德行」與「次要

德行」：「核心德行」為社會中符合「重疊共識」概念的德行，亦即能被所有成

員接受的德行，包括正義感、容忍、合理性、平等尊重、守法等五種；而「次要

德行」則是可能會有合理歧見的另一部分，其範圍則相當廣泛，包括本研究所謂

之公民參與。自由主義者認為核心德行是公民德行的最低限度，所以自由社會中

的每一個成員，都有義務要遵循核心德行，這樣才能使自由的社會有最低限度的

穩固。至於次要德行，雖然不須完全遵循，但若能加強，則將有助於自由社會的

持續穩定及長久進步。 

自由主義的公民德行觀認為，一個公民可以積極的參與公共事務而得到滿足

感，也可以僅是消極的遵守其在社會中的責任，而不參與政治事務。但是當社會

出現不正義的情形時，公民仍須為維持社會的正義而參與公共事務(王意茹，1997：

70)；當公民判斷政府的舉措施政有問題，或可能傷害共善(common good)，以及無

法透過制度性管道改變政府的惡行時，那麼根據自由德行的要旨，公民的不服從

不僅是被允許，它更是一種責任(Heater著，張慧芝、郭進成譯，2006：46)，因為

正義感是自由主義社會公民的核心德行。 

Heater(張慧芝、郭進成譯，2006：40-43)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於「自由

主義式公民身分」的論述仍不夠完整。權利還有一些必須加以補充的部分；同時

權利尚應該包含預期中所應有的責任以作為補充。在權利的部分，除了Marshal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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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權及政治、社會與經濟權利之外，還應加入近來所謂的環境權(第三代的權

利)；而其相對應的責任，則是不只要求節制掠奪環境的消極作為，還要求積極參

與以避免他人引發危害。 

從以上敘述可知，傳統自由主義對公民參與雖然採消極的概念，並不強迫自

由主義社會下的所有公民都必須積極參與公共事務，但卻也給予他們相當寬廣的

參與自主空間12，甚至有人認同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積極參與是一種能讓個人人格趨

於完美的德行13。至於新自由主義，則肯認一定程度的、與權利相對應的公民參與

也是一種責任。 

參、社群主義的公民參與觀點 

雖然近年無論是在理論界或社會人士中，都有很多人對自由主義不滿，但較

能有效地挑戰自由主義的論述霸權的，則首推近年來異軍突起的社群主義(關啟

文，2001：373)。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大約是20世紀後半，面對一個高度文明但道德腐

敗的自由主義社會所產生的一種反思，社群主義雖承襲了公民共和主義的精神，

但兩者所強調的層面卻仍有不同(彭如婉，1997：130)。這個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有

Michael Sandel、Alasdair MacIntyre和Michael Walzer等人。社群主義的政治及社會

理想，在於建構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社群，並要求社群的公民德行；個人能以社群

共同價值為優先，將個人的「自我」與社群的「共善」同時觀照，將公民的權利

及其責任與義務同樣重視(劉阿榮、林麗菊，2000：105)。 

社群主義強調每個人都是歷史社會脈絡的一部分，每個人一生下來即是在一

個特定的關係網絡中，這個網絡關係不是靠個人自由的選擇，而是從繼承或是遺

傳而來(Walzer, 1995:56)。Sandel(1982:179)也指出，每個人都是由某些未經自我選

擇的關係所構成的；例如，每個人一出生，即註定成為某個人的兒女、某個社會

文化的一員、位於某個特定的歷史時空等。而且，「有一些忠誠和責任的道德力

量，部分是繫於這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對特殊的自我身分的了解—我們是這家庭、

城市、國家或民族的成員，我們是這歷史的繼承，我們是這共和國的公民—與活 

                                                 
12 如此的公民參與觀點，與前述菁英論和多元論者的主張，似有相符之處。 
13 例如彌勒(Mill)即更進一步指出唯有積極參與公共事務，個人的人格才能趨於完美，才能去除自

私、重視公益，並培育合作的習慣(呂亞力、吳乃德，19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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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些忠誠和責任是分不開的(Sandel, 1996:14)。」 

社群主義期望每一個人不但是一個「好人」，更要成為一個「好公民」。社

群主義承襲公民共和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一個好人有足夠的潛力成為一個好公

民，而使得一個好人成為一個好公民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公民德行(Pratte, 1988:40)。

因而，社群主義非常重視公民德行的培育，認為公民德行即是一種公共精神，它

是每個公民都需具備的潛在能力，因為這個潛在能力才使得公民願意支持、維護

並達成社群的公共善，公民的自由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Skinner, 1990:303)。 

社群主義的出發點在「社群」(community)，除了承襲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德

行觀之外，更強調「公民認同」的意義。社群主義主張的公民認同，係多元認同

而非單一認同，個人必須認同於自己所屬的各種社群，而國家只是個人所屬眾多

社群中的一個政治社群；個人具有多重的公民身分，既是社群成員，也是國家的

一份子(張秀雄、李琪明，2002：10)。社群主義強調的共享關係是直接的，其價值

來自於共同經歷或共同參與在這個共享關係中，這種直接共享的關係所產生的公

共善，其所強調的是「共享」的價值(並非個別地對你或我有價值，而是對我們都

有價值)，它使社群成員彼此認知到一種共同的命運感，這種共同命運感所產生的

公民認同，不但對社群成員具有拘束力，也使得社群成員緊密的團結在一起，更

讓公民能主動地關心公共事務並參與共同生活的相關活動。而在這樣的參與過程

中，公民不但形成了自我的認同，也加強了對社群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張秀雄，

1999：107；張秀雄、李琪明，2002：6-7)。如此，社群與公民之間形成了一種良

性的循環(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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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社群主義中公民與社群的關係 

資料來源：修改自鄭慧蘭(2001)，《高中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之研

究－以臺北市公立高中為例》，未出版之碩士論文，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臺北市，頁37。 
 

Barber認為，從另一個角度來看，「參與」和「社群」也是公民資格的兩個面

向，當個人共同「參與」公共事務時，他們即成為「公民」；當個人共同「參與」

公共事務時，他們也同時創造了「社群」(引自廖添富、劉美慧、董秀蘭，1999：

8)。彭如婉(1997：74)也認為，社群主義所強調的是公民資格的實踐意涵，社群主

義者認為即使公民都具有公共討論的德行，如正義、寬容、理性溝通等，但卻不

願意參與公共活動的實際討論，則這些公民德行的理想根本無法實現。故社群主

義者強調公民參與本身的意義，雖然他們也提倡理性溝通和正義、寬容等德行，

但更重要的是這些德行必須在「參與」的過程中才能被應用出來，所以公民的主

動參與對社群主義的公民觀而言才是比較具體和密切的。 

MacIntyre(1984:263)曾提出「德行社群」的主張，以矯正自由主義的工具式社

群的弊害。他希望重建一個重視「德行實踐」的道德生活，這種生活必須在一個

有共同文化傳統和社會認同的「實踐」制度中才能實現，這種社群稱為「德行社

群」；至於如何重建這種德行社群，他則主張從地方道德重建開始。「從家庭、

鄉里、工作處所，或者從教區、學校、醫療中心，從很具體的你可以碰到的那些

飢餓、受凍、無助和無家可歸的人做起。」(MacIntyre, 1994:151)可見社群主義對

公民德行的重視，而公民德行的實踐則應該從身邊的事務作起，透過對週遭公共

事務的關心與參與，共同營建一個具實踐之公民德行的社群。 

概言之，如果自由主義的公民資質理論強調「權利」，而社群主義的公民資

質所強調的便是「義務」和「責任」(張秀雄、李琪明，2002：7)。政治參與的目

的在促進共善，也是公民的責任和公民資格的積極實踐；公民應積極參與選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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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以外的公共事務，透過參與，個人的自主性才得以實現(廖添富等，1997：22)。

綜前所述，社群主義的公民參與觀點，與前述公民論和參與論者的主張，似較為

接近。 

肆、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參與觀點 

多元文化論者認為將族群文化差異排除的公民資質觀(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公民

資質觀)，僅保障了個人的形式平等，無法改善弱勢族群生活上的實質不平等，而

且實際上在充滿不同文化經驗的社會中，反而造成族群間的衝突與矛盾。因此，

多元文化主義者進而提出「差異的公民資質觀」，主張從政治或司法的制度面，

賦予族群權利，以解決族群受壓迫所導致的衝突(Glazer, 1995:135)。多元文化主義

提出「差異」(difference)的概念，並且認為要解決族群的差異和不平等，必須實現

「差異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理想。 

多元文化論者的公民資格內涵，並未針對公民德行建構一個完整系統，特別

是在公民德行的德目部分並無論述(章玉琴，1998：67)。因此我們只能從代表性學

者的相關論述中，尋求其對公民的行為條件的看法與期許，藉以尋求多元文化論

者在異質多元社會中，公民如何透過行為，努力使差異獲得實踐。 

Young(1990:17-19; 25-26)認為處於多元且異質社會中的公民應當具有實踐家

與行動者的特質，以使差異獲得保障。身為公民資格的實踐家與行動者的行為取

向必須符合下列的特性：在社會肯認的背景中學習及使用正確的與有展望性的技

能；參與已經形成及運作的制度，並且獲得對其參與的肯認；與他人溝通、交談；

能在被他人聆聽下的的脈絡中，表現自己的經驗、情感、以及對生活的觀點。此

外，Young(2000:18-26)也強調審議民主14在溝通性的互動、個人偏好的轉變，和公

共事務知能增進方面的重要性。 

依Spinner-Halev(1999:68-78)之見，多元文化主義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包

含式的多元文化主義(inclusive multiculturalism)，此種多元文化主義要把原本被排

除在社會文化規範以外的人包含進來，亦即原本被排除於主流社會之外的人，應

被納入主流社會平等對待；他們要求被傾聽，他們主張他們的歷史也是主流社會 

                                                 
14 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一種以促進公民參與為目標的理念，主張所有受決策影響的

人，都能公平地參與討論，在說理和議論的主導下，理性、無私的尋求解決之道；相關文獻可參閱

Habermas(1996:304-308)、Elster(1998:8)和 Cohen(1999:67-91)等人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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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的一部分。此種多元文化主義強調參與，而不只是不歧視和包容，此包含式

的多元文化主義能同時實現公民身分的第一和第二個層次15。第二種多元文化主義

是指特殊的文化團體雖然不參與主流社會的活動，但也不做傷害其他公民的事。

此種主流社會以外的特殊文化團體忽視國家的存在，只想生活在自己的圈子裡，

他們無意實踐自由公民身分的道德要求(第二個層次)，很少或從不發表公共主張，

但亦不要求國家在財政上支援只有他們才能參與的機制，不要求任何會傷害其他

公民的事情，如此他們可被視為不完全的公民(partial citizens)。第三種多元文化主

義為過強或偏激的多元文化主義，則不僅僅主張維持特殊文化團體與主流社會的

隔離狀態，還要求國家協助維持此種隔離狀態，亦即他們要求國家補助僅限該團

體成員參與的機制。他們不但不參與公共事務，還要求國家補助他們具排他性的

活動。 

伍、相關理論公民參與觀點的比較 

從前述公民共和主義及社群主義的探討中，可以發現二者對於實踐公民德行

的理由和實踐公民德行的動力觀點雖有不同－公民共和主義實踐公民德行的目的

是為了達成國家的最高目的，因此公民德行不過是國家控制人民的一種工具，是

強制性的；社群主義的公民德行卻是出於一種自發性的實踐，這是因為公民體認

到群我關係的生命共同感及公民對社群的認同與歸屬感(彭如婉，1997：74)－但「公

民參與」卻也都是其理論架構下極重要的部分。公民共和主義和相承襲的社群主

義，二者均認為必須藉由「參與公共事務」，公民才所以能成為公民，公民在參

與的過程中漸漸培養其公民認同，至終達到公共善的追求(鄭慧蘭，2001：43)。所

以，對他們而言，公民參與皆是公民德行的實踐，也是測試公民資格的指標，只

不過社群主義的參與觀點似乎是比較適合運用於民主社會的公民教育上。 

前述各種理論，公民共和主義具有悠久的歷史，強調社會國家的認同及參與

公共事務的公民德行的培育，對良善公共生活的促進具有貢獻，但過於優先「社

會共善」的達成，卻可能流於「輕權利而重義務」及「輕個人而重社會」的偏失；

自由主義重視平等與理性，主張個人自由權利，對於個人權利的普遍化具有莫大

                                                 
15 Spinner-Halev(1999:66-67)指出，自由公民身分有兩個層次。其第一個層次是法律上的要求，亦

即在公民社會的公共領域，所有的公民都必須以無歧視的態度彼此對待，同時不能彼此傷害；在私

人領域中歧視有可能存在，但人們必須彼此包容。公民身分的第二個層次是道德上的要求，亦即從

道德上要求(而非透過法律強制)公民溝通、合作、妥協、關心公共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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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貢獻，大幅提昇了個人的地位，提昇人類文明的繁榮與發展，然而過度發展的

結果，卻可能產生「重私利而輕公益」，私民精神過度發揮而公民精神不足的情

形；社群主義主張透過社群意識的凝聚，強化社群認同，鼓勵人民參與公共事務，

培育愛鄉里、愛國家的情操，企圖導正自由主義「權利至上」的觀念；多元文化

主義亦係因自由主義的流弊而產生，其基於族群的立場發聲，呼籲正視「異質性

社會」的事實，並以差異的公民資質觀點，期冀消除族群宰制與壓迫的現象，以

維持族群間的和諧共存。 

此四種公民資質觀點雖仍存有若干矛盾與衝突，但其間也並非「零和關係」，

後二者的訴求重點在於矯正前二者的缺陷或盲點，但前二者卻亦與時俱進，不斷

自我調整與修正，故而此四種主張並非壁壘分明、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滲透、彼

此參照(張秀雄、李琪明，2002：12)。事實上，如彌勒(Mill)之後的自由主義者，

也並不輕忽共同體或社群的重要性，只是其與社群主義者之間對於何謂政治社

群，以及形成政治社群的可能性，則有不同的見解與爭論。就社群論者之間而言，

儘管他們對於「政治社群」的觀念也並不明確與一致，但對於「政治社群」的觀

念一般則仍舊繼承共和主義的傳統，認為個人與政治社群的依存關係可擴大到生

活的每一層面，亦即對於政治生活採取廣義的詮釋。相反的，自由主義者則較傾

向認為政治社群只限於正式的政治生活與活動(Dworkin, 1989:491-500)。 

這四種主要的公民資質理論，儘管有些意見相左，但也有共通之處，它們都

強調公民的主體價值(如公民共和主義的「國家共善」，自由主義的「個人權利」， 

社群主義的「社群認同」，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差異肯認」)，也都各自提出了

公民德行的目標與方法，這些論述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公民教育典範，被稱為「公

民資格論」或「公民德行實踐論」(劉阿榮、林麗菊，2000：117-118)。 

此四種公民資質理論，或強調個人；或著重國家、社群；或肯認多元差異，

雖有不同，但在公民的主體價值上並非極端的取此而捨彼，而是在輕重緩急、先

後優位上有所區別，論辯雖烈，但其間道理仍可以相互吸收修正。至於公民德行

的實踐，大致上也都肯認德行實踐的重要及方法(劉阿榮、林麗菊，2000：123)。 

劉阿榮與林麗菊(2000：123)並將此四種公民資質理論的公民主體價值及公民

德行加以比較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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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四種公民資質理論的比較 

 主張內容 
主義別 公民主體價值 公民德行 

公民共和主義

1.國家共善。 
2.公共善優先於個人私利。 

1.重視公民德行的實踐。 
2.主要德行在「保衛國家的 
勇氣」及「參與公共領域 
的活動」。 

自由主義 

1.重視個人的權利。 
2.容忍差異，肯定多元。 

1.部分學者主張不須刻意強調

公民德行。 
2.新自由主義強調「核心德行」

及「次要德行」。 

社群主義 

1.強調社群的共善與社群 
認同。 

2.建構「生命共同體」的 
「構成式社群」。 

1.重視德行實踐。 
2.從小群體、地方社群做起。 

多元文化主義

1.肯認多元文化。 
2.強調「差異政治」與弱勢 
族群的「特殊權利」。 

1.對公民德行無論述。 
2.大體上仍認為應在參與學習

中自我表現且被肯定。 
資料來源：劉阿榮、林麗菊(2000)，〈當前臺灣公民教育的三種典範述評〉，《公民訓育學報》，

第9輯，頁103-128。 
 

再者，由於二十世紀間，各國的彼此廣泛交流之下，各種公民觀皆已相互借

鑑融合，在觀念價值上，多少呈現了相同性質。就公民資格的權利面而言，自由

人權、參政權及社會公民權已儼然成為民主國家的共識，自由主義公民資格觀所

呈現的權利面價值仍是當代的主流，至於其體現的內涵及形式則仍不同；另外，

各民族國家也莫不積極培養公民的國家認同、公德，以增強內聚力(Greenfeld, 

1992:10-11)。 

臺灣自從經歷八○年代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後，植基於個人自由主義的公民

意識已逐漸萌發。相對地，我們也見到公民權利的逐漸伸張與制度化(沈宗瑞，

2002：26)。 

但是如同先進國家一樣，臺灣教育界也開始擔憂，認為公民資格若偏重強調

權利，將使公民只重個人權益，而少談公民美德、認同與義務。因此近幾年社群

主義觀念的引介也已在教育系統逐漸地展開，亟思與自由主義的權利觀念互補之

(沈宗瑞，2002：26-27)。 

在新的二十一世紀開始，沈宗瑞(2002：30)認為二十世紀後的精英民主與參與

式民主、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間的對話，仍將持續刻劃著國家與社會角度的公民

資格觀之最新發展。此外，在多元價值逐漸被肯認的思潮中，也有學者(孫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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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3)擔憂，選擇性的增加，使社會日益多元，然而如果不能彼此包容，多元

化的結果是撕裂與衝突；多元而不寬容，是我們培養和建構健康的公民意識時，

必須要對付的敵人。 

總之，公民共和主義重視社會公共善的達成，自由主義重視個人自由和權利

的保障，社群主義強調透過社群的認同凝聚社群意識，多元文化主義強調保障弱

勢族群(團體)的權益，這四種公民資質觀所標榜的精神都相當契合臺灣社會發展的

需要，同時也都能在實際社會中發現其存在的軌跡(張秀雄、李琪明，2002：12)。 

綜觀四種主要公民資質理論對公民參與的觀點，如以公民參與人數和參與範

圍作為區分標準，則社群主義和公民共和主義似乎比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來

得寬廣，而社群主義又似乎在範圍上比公民共和主義來得廣泛而多元，因為公民

共和主義強調的公民參與似屬較高階的國家或整體社會公共事務的參與，而社群

主義則擴大分散參與於個人所屬的各級、各種社群公共事務中。就本研究觀點而

言，理想的公民參與，在參與的普遍性和積極性上與社群主義和公民共和主義相

若，而就參與的範圍與性質而言，則較類似社群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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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民參與態度的意涵 

本章第一節已就公民參與的相關概念作一深入的探討，本節則以「態度」為

重點，探討公民參與態度的意義與內涵。 

壹、公民參與態度的意義 

欲談公民參與態度，須先瞭解「態度」的意義。態度是一個抽象的概念，一

般認為G. W. Allport對態度的定義具有涵蓋性(張秀雄，1992：126；王錦雀，1995：

38；陳南州，2006：16)。Allport(1935:804)認為「態度是一種心智或神經的準備狀

態。態度係由經驗所組成，它指導或動態地影響個人面對有關對象或情境的反應。」

由Allport對態度的界說，張秀雄(1993：58)進一步說明態度的特性如下： 

一、態度是從經驗中學習而來的，是社會化的結果。個人所持有的態度，乃是

從小到大，從生活經驗中學習累積而成的，社會心理學家所建構的態度概

念，是個人所有經驗的綜合。 

二、態度是有組織的系統。態度是由若干個成分組織而成，這些成分稱為「態

度的構成成分」(components of attitude)，包含三種： 

(一)認知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指對態度對象的認識及所持有的訊息。 

(二)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對態度對象的情感，包含喜歡、厭惡等

正、負面感覺。 

(三)意向成分(conation component)－對態度對象的行為傾向，亦即反應準備狀

態。 

三、態度是個人的內在心理狀態。態度不是外顯行為(overt behavior)，只是個人

的反應傾向。個人的內在心理狀況，無法從事直接的觀察，只能由個人的言

行推知。態度僅是介於情感刺激與行為反應之間的一個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 

四、態度必須有取向的對象及相對應的目標或情境。態度取向的對象包括環境

中的人、事、物。 

 

由Allport對態度概念的定義，可得知態度是一種包含認知、情感和意向的混合

體，是一種驅動行為的力量，而非指行為的本身，吾人不能直接觀察態度，但能

從個人的言行舉止等外顯行為中去推知個人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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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 Newcomb也認為態度是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所構成，它是基於對某項

目標的瞭解而做出價值評判，再產生行為傾向(引自王志嫻，1999：19)。 

態度通常以強(strong)弱(weak)來表達其強度(strength)，相較於軟弱的態度，堅

強的態度較具堅持性和抗拒性，而且對思考和行為發揮較大的影響力(Petrocelli, 

Tormala, & Rucker, 2007:30)，對人們的行為也似乎較具預測力 (Armitage & 

Christian, 2003:188)。持久的態度傾向於長期持續，而且會抗拒改變的企圖；具影

響力的態度會影響認知和行為。至於影響態度強度(strength)的因素，則有態度可接

近性(accessibility)、重要性(importance)、極度性(extremity)、強烈性(intensity)和態

度確定性(certainty)；態度確定性則又至少包含態度清晰性(clarity)和態度正確性

(correctness)二項分離的信念(Petrocelli, et al., 2007:30-31)。研究顯示，那些高度可

接近、屬重要議題，或經深思熟慮後形成的態度，也似乎較那些不可接近、屬不

重要議題，或相對較不經思索形成的態度，要來得持久且具影響力(Bizer & Petty, 

2005:553)。Armitage與Christian(2003:188)也認為，那些對取向對象情緒單純的(相

較於對取象對象有矛盾情緒的)，記憶中可取得的，或與個人關係密切的態度，對

於後續行為通常也較具有預測力。 

除了強度外，Perry、Gillespie與Lotz(1976:230-235)也提出了「向心度」(centrality)

的概念。Perry等(1976:232)認為儘管一個人可能以言語表達出對許多事務強烈的態

度，但並不必然表示這些事務都同等重要地佔據個人相等的時間。那些並不經常

屬於個人象徵或物質世界一部分的態度取向事務就稱為「心理上疏遠的」

(psychologically distant)，而它們在向心度此一維度上也就叫「低」。研究者以為，

向心度可理解為「個人對態度取向對象願意真正付出關心及行動的程度」，因此

也應為態度之意向成分的重要內涵。根據Perry等(1976:239-240)研究的結果，高向

心度與高態度－行為的一致性(attitude-behavior consistency)有關；當向心度高，而

且應答者在態度測量工具上呈現出對事務強烈的正面或負面反應，則我們可以期

待他在態度與行為上具有一致性。 

至於態度如何形成及改變，則又是另一個複雜領域的問題16，本文並不予探究。 

                                                 
16 例如 Overwalle 與 Siebler(2005)就從聯結論者模式去探討態度的形成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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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參與態度亦然，它也具有認知、情感及行為傾向三種成分。研究者參考

陳文俊(1983：5-6)、時蓉華(1996：296-297)對政治態度或公民參與態度構成成分

的見解，進一步說明公民參與態度的認知、情感以及行為傾向三種成分： 

一、公民參與態度的認知成分 

公民參與態度的認知成分是指個人對公民參與態度取向對象的觀察、認識

與知識，公民參與態度的取向對象同樣可以是人、事、物、抽象概念，或是制

度等(時蓉華，1996：296)。認知不必等於實際，它代表一個人對自然與社會環

境的描述，是個人對生活環境的知覺。就是這一類的知覺與描述，構成個人對

取向對象下價值判斷的依據(陳文俊，1983：5)。 

二、公民參與態度的情感成分 

公民參與態度的情感成分，是指個人對公民參與態度取向對象持有的情感

(時蓉華，1996：296)，是一個人對態度對象的愛、恨情感，支持、反對的感覺，

同意、不同意的意見，或是好、惡的評價，它是有關於個人對參與公共事務的

喜好評價、支不支持或同不同意的價值反應(陳文俊，1983：5-6)。 

三、公民參與態度的行為傾向成分 

公民參與態度的行為傾向成分，是指個人處在有關公共事物參與之某特定

情境下為達成符合其情感認同或價值追求之目標所可能採取的行動取向，也就

是個人對於該公共事務情境所可能採取的參與行為反應傾向。此行為意向還不

是行動本身，而是做出行動之前的選擇傾向，如想靠近或想遠離(時蓉華，1996：

297)。 

 

公民參與態度也是一個有組織的系統，因此三種成分之間並非各自獨立不相

連繫，而是或多或少具有一致性以及相互協調的關係。若個人態度已發展成嚴密

的系統，態度成分彼此之間的相互聯屬程度則較高，其影響個人行為的作用也較

大。相反的，若個人的態度尚在發展之中，則態度的構成成分之間必然聯屬性較

低，其影響個人行為的作用也較小(陳文俊，1983：6)。 

由前述分析，公民參與態度的意義可理解為：當態度的取向對象為涉及公共

性之事物的參與的事項，例如對社區計畫、公共政策或政府行動等的決策、執行(甚

至是考核)等的參與，公民所抱持的態度即為公民參與態度。本研究所謂公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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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是公民為了自己、所屬群體或更廣泛的公共利益，而對參與公共事務的認知、

情感與行動意願，因此也是形成公民氣質與德行的要素。本研究即是想了解臺灣

中部三縣市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對「參與公共事物」此(態度)取向對象所抱持的

態度。至於態度的強度，則是以學生在公民參與態度量表上的得分為評斷的依據，

每題平均得分在3分以上者為偏強(或傾向積極)，5分為最強(或最積極)；每題平均

得分在3分以下者為偏弱(或傾向消極)，1分為最弱(或最消極)。 

本研究所採用廖添富等(1997)之量表，問卷題項涵蓋四個層面：理想的公民活

動、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參與政治的好處及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

影響，從整體內容上分析，涉及對民主政治、政治菁英、公民角色、公共事務、

參與的好處，以及個人參與的效能等的瞭解、評價與行為的期許，足以含括態度

的認知、情感和行為傾向三種成分。 

貳、公民參與態度的內涵 

公民參與態度在結構上固然含括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三層面，然一般研究

上仍是以整體上的重要內涵作為變項加以探討。有關公民參與態度的內涵，直接

就該主題加以探討的文獻不多，故而本研究嘗試從公民資質與公民參與等相關研

究或論述中加以摘取。 

Conover(1995:135)認為公民德行中關於公民資格的實踐，也就是所謂行為的要

素，基本上包括「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與「公民活動」(civic activity)

兩部分。在「政治參與」部分是指公民參與對政策的形成有一定影響的活動，諸

如：投票、參與政黨或利益團體的活動、或社會運動等；而在「公民活動」部分

則是指參與非直接影響政策形成活動的行為，諸如：表現愛國行為、遊行、遵守

法律規範、服兵役等。 

張秀雄與王錦雀(1997：35)探討一個民主時代的公民所應具備的公民德行，其

中與公民參與態度相關德行有： 

一、開放的胸襟：尊重他人、寬容異己、能與人協商、並懂得欣賞他人。 

二、對社會盡責任與義務。 

三、具有公民意識。 

四、能公開討論和理性對話。 

五、具有公共精神、關心他人、關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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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種德行研究者認為可統整歸納為三種公民參與態度內涵：公民責任意

識、人際溝通效能感和公共事務態度。 

Stradling、Brownhill與Smart在探討政治教育的內涵時，認為公民政治參與應

有的態度有下(引自董秀蘭，1998：266-267)： 

一、願意關心並參與政治事務。 

二、願意對政治事務與訊息採取批判的態度。 

三、願意陳述採取某些特定論點或行動的理由，並期望他人的解釋和回應。 

四、尊重形塑及抱持政治意見的各種論點。 

五、樂意接受不同於己的論點和主張，以促成自己政治態度和價值的改變。 

六、以公平的價值作為判斷和決策的標準(例如：不在意結果對自己本身是否有

利)。 

七、對各種政治抉擇(目標、方法、價值、夥伴、群體)之選擇自由加以重視。 

八、對不同理念、信仰、價值和利益的寬容。 

此八種公民政治參與應有的態度，研究認為可統整歸納為政治參與意識和民

主態度二種公民參與態度內涵。 

洪泉湖(1998：295-296)認為公民政治參與應有的態度為： 

一、公民意識：亦即自己能自覺到自己是一個「公民」，自己對政治乃至任何

公共事務都有一份權利，也有一份責任，因此他必須去參與，以便影響公

共決策。而且，他也相信他有這份政治效能。 

二、理性自治：基於前項之認知，公民應具有相當充分的知識，因此他應可做

理性思考，並根據理性達成自我管理。 

三、主動積極：現代公民要扮演主動、積極參與公務的角色。 

四、合群性：民主政治雖然強調「個人」的自由和權利，但因政治是管理眾人

之事，無論參與過程中的討論或表決、組黨或結社、示威或遊行等等無不

需要多數人的合作與支持，乃能有成。因此，現代公民也必須有合群、服

從多數的精神。 

五、開放寬容：現代的民主社會，是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不同的族群、階層、

黨派、性別、宗教等，均可能有不同的意見、不同的利益，身為現代公民，

必須開放心胸、包容各種不同的說法與價值觀。尤其是對弱勢者，更應秉

持「尊重少數」之原則，特別加以照顧，而不能一昧地以「多數決定」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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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異己。 

六、公共精神：即對公共事務充滿關心，對社會充滿關懷，常願以犧牲之精神，

為民眾解決公共問題。 

七、法治精神：亦即知法守法。 

八、其他：如追求平等精神、具有反省批判觀念、具有鄉土情懷和國際視野、

具有未來觀、具有責任感等等，也是現代公民的應有態度。 

上述公民政治參與應有的態度，研究認為可統整歸納為公民意識和民主態度

二種與公民參與態度有關之內涵。 

張秀雄與李琪明(2000：83)在探討我國理想公民資質時，認為一個健全的民主

公民應表現良好的公民德行，發揮公德心及公共精神，運用其廣博的公民知識，

以增進公共福祉。其民主公民應表現的公民德行中，與公民參與態度相關者有下： 

一、尊重公民權利：自由、平等、人權、差異、隱私、表達不同意見、受國民

教育、財產、福祉。 

二、克盡公民義務：納稅、參與公共事務、忠誠、愛國、受國民教育。 

三、自我的德行：誠實、理性、負責、批判反省、自主、自尊自信、自我認同、

自制、禮節、謙遜、勇氣。 

四、政治的德行：容忍差異、尊重他人、民主素養、維護正義、大公無私、妥

協。 

五、法律的德行：守法、正當程序、法治精神、公平、正義、批判非法。 

六、社會的德行：公民意識、社會正義、公德心、互惠與關懷、合作精神、服

務的人生觀、社會責任、社群意識、公共服務、行善助人。 

七、尊重、容忍、批判反省、世界觀、本土觀、欣賞。 

統整歸納上述諸德行，研究認為與公民參與態度有關內涵亦為公民意識和民

主態度二者。 

鄭慧蘭(2001：51)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陳南州

(2006：1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自我概念與公民參與態度關係的研究，其公民參與

態度的內涵包括下列四項： 

一、公共事務態度：即具有參與公共事務的基本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包括：

尊重他人、容忍異己、主動參與公共事務、支持民主生活方式等。 

二、社會關懷態度：即具有關懷社會，視公民本身為社會的一份子之基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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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行為傾向，包括：重視人權、對弱勢團體照顧、尊重差異、主動關

懷、公共服務等。 

三、社會責任態度：即具有將參與公共事務視為公民的責任之認知、情感與行

為傾向，包括：納稅、守法、參與、公民責任感等。 

四、關心時事態度：即具有關心時事的基本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包括：自

我批判和反省的能力、公開討論與理性對話、關心時事等。 

李美麗(2006：45-48)以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途徑將公民參與內涵分為「社區

參與」、「公共事務參與」、「慈善參與」與「非正規參與」四項。準此，公民

參與態度的內涵即包括「社區參與態度」、「公共事務參與態度」、「慈善參與

態度」與「非正規參與態度」四項： 

一、社區參與：社區參與的概念是由社區主義者所提出的，他們將參與的主體、

議題與行動由全國性的層次縮小到地方性的層次，從民眾所關心的週遭生

活環境作為關懷的起點。因此，社區參與是一種具有相當草根性與務實性

的自發性覺醒活動。透過社區的參與，藉由參加社區服務及活動，自願承

擔社區義務，不僅有助於解決現在社會的冷漠感，對於社區成員的社區意

識，甚至是歸屬感及彼此的信任，都有所助益。 

二、公共事務參與：學者Walzer(1980:64)指出：「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對公共事

業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關鍵標誌。」而這種公民參與的範圍可小至日常

生活中與他人有關的公共活動，或大至政府的政策制定或執行，它擺脫了

傳統政治參與的束縛，成為公民參與的主要核心價值。 

三、慈善參與：慈善參與是指人們的慈善捐獻或在慈善方面的志願服務，是公

民參與的一種新形式，它可以增進民眾體認和具備共同的價值，並產生合

作互助的公共責任及服務意識。 

四、非正規參與：這種形式的參與不一定要有關公共事務或是社區所關心的議

題，它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中的參與行為；這種日常生活中的參與，可能只

是參加保齡球團體，或者是和鄰居或親朋好友一起聚餐的社交行為，甚至

只是和不認識的人打聲招呼，都可以算是非正規參與的範疇。此種參與已

跳脫傳統的政治參與型態，擺脫以往參與限定於政府所建構的制度，再開

放公民參與的既有型態，而大幅擴展公民參與的範圍，有助於解決傳統公

民參與所受到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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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與公民參與態度內涵相關文獻，除了鄭慧蘭(2001：51)和陳南州(2006：

19)研究中的相關析述外，均非直接就公民參與態度之內涵加以探討，也未能含括

公民參與態度的完整內涵。事實上，綜合前述分析，研究者以為公民參與態度內

涵廣泛，更難以就具體態度內容作完整列舉，研究者僅能就個人研究主題、目的

與研究對象特性等，選擇適合的內涵，以作為態度的不同層面。 

本研究所採用之量表，內涵類似前述Conover的觀點，但較為細膩，涵蓋四個

層面：理想的公民活動(ideal citizen activities)、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參與政治的好處(the benefits 

gai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影響(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or nonparticipation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茲以研究者見

解，將此四層面題項之意涵分析如下： 

一、理想的公民活動：具有積極公民參與態度的公民，應對政治感興趣、瞭解

政治，並參與政治活動(如投票)，且從工作及家庭中學習參與自身所屬組織

的決策制定，以為參與政府決策過程預作充分準備。 

二、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政治不是知識水準、社經地位較高的人，或

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或社團領袖等的專利，具有積極公民參與態度的公

民，應積極的參與政治，並且盡可能做「最大化參與」 (maximum 

participation)，以彌補代議制度的不足。國家的權力應該透過參與的方式，

盡量分散到各個階層，並以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落實公民參與。 

三、參與政治的好處：公民參與態度積極的公民，相信透過對政治及其他公共

事務的參與，能使政府瞭解民意、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公民間也能彼此

分享不同的觀點，有助於社群認同的形成。此層面反映出個人對公民參與

之結果的正向或負面期待，公民參與態度愈積極者，愈相信參與能帶來「好

處」。 

四、個人政治參與對政治體系的影響：此為個人對自己參與政治及其他公共事

務之有效性的評判，亦即對個人參與能影響政治或其他公共決策之可能性

的判斷與評價。公民參與態度愈積極者，愈相信自己的參與能影響決策的

過程與結果，能促使政府改革，能促成民主政治的進步。 

從上述分析，研究者以為，第一層面「理想的公民活動」可理解為「公共事

務態度」；第二層面「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關係」可理解為「參與民主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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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第三、第四兩層面，則可概稱為「參與功效意識」。因此，本研究之公民參

與態度內涵有三：公共事務態度、參與民主意識，以及參與功效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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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公民參與態度的因素 

本節就研究者蒐集之國內外有關公民參與(態度)之量化研究中探討可能影響

公民參與態度之因素，以為本研究背景變項選擇之參考，並統整其相關發現與成

果17，以與本研究之結果相互參照比較。 

綜觀研究者蒐集之國內外有關公民參與(態度)之研究，國外研究其對象選擇較

為多元，且自變項也更為豐富18。有關影響公民參與態度的因素，研究者將其分類

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及社會因素四項，分別探討如下： 

壹、個人因素 

在個人因素中，常被探討的變項有二：性別和年齡。 

一、性別 

性別是人類與生俱來最基本的生理差異，其是否也影響某些心理特質一直

為學者所好奇，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性別也常被列為個人背景因素之一加

以探討。 

國內學者袁頌西(1972：53)對景美地區國中小學生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中，

性別因素對政治功效意識的影響並未顯著。余霖(1985：195)的研究，性別是影

響國中生政治社會化成效的重要個人因素。彭瀧森(1985：182)在對板橋地區國

中三年級學生的公民教育調查分析中指出：男生的政治效能與參與感高於女

生，但女生的政治認知、國家認同及公民責任感則高於男生。田秀萍(1987：134)

對政治大學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結果，男生的民主涵養高於女生。段盛華

(1988：77-79)對我國五專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發現，女生的公民責任感高於

男生；男生的政治參與傾向及參與知能則高於女生。羅瑞玉(1989：167)對國中

和國小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在政治社會化的態度傾向上

並無顯著差異。林思伶(1989：124)對我國婦女作性別與投票行為之研究，其結

果發現(就研究所探討之該次選舉而言)，婦女選民的投票參與較男性選民稍高。 

廖添富(1993：121)對臺北市國中學生政治參與態度的研究中也發現，女生

政治意見表達的參與態度高於男生。陳秋燕(1994：107)對北、高兩市國中生政

                                                 
17 研究者將個人蒐集之國內外與公民參與(態度)相關研究摘要整理如附錄一、二。 
18 例如以城市的經濟構成因素、教會的投入、居住流動率、對鄰里組織的參與等為自變項的相關

研究，國內極為少見；惟，相對的，研究者蒐集的國外相關研究中，卻未見以族群為自變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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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認知與態度的研究也得到類似的結果：女生的政治態度較男生積極。不過，

廖添富(1994：159)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性別不同，其民主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黃景裕(1994：152)對臺北市高中職學生現代公民性的研究中顯示，性別不同其

現代公民性有顯著差異(女生較男生積極)，且性別變項對現代公民性具有顯著預

測力。王錦雀(1995：244-246)對我國國中公民科教師政治態度與行為的研究中，

性別不同教師其政治態度具顯著差異，然而政治行為卻無。張雪君(1995：97)

對國小學生政治社會化成效之研究發現，男生的政治參與傾向略高於女生。廖

添富等(1997：70)對我國師範院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結果顯示，女學生的

公民參與態度較男學生積極；不過，廖添富等(1998：73)以臺北市中正國中二年

級學生為對象的公民參與態度研究中，不同性別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

著差異。王志嫻(1999：99)研究中、永和地區國中生的民主態度則指出，女生的

參與義務傾向與民主態度高於男生。 

楊志賢(2000：127)的臺北市國中生政治參與態度研究顯示，男生和女生其

政治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曾欣儀(2001：110)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政治態

度的研究發現，男女生之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女生較男生積極。鄭慧蘭(2001：

186)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也發現，性別不同，其公

民參與態度總體表現有顯著差異(女生高於男生)，且其公民參與行為總體表現也

有顯著差異(女生較男生積極)。陳現義(2002：147-149)對屏東縣國小學生政治知

識與態度的研究發現，女生的政治知識和守法態度顯著高於男生。吳俊瑤(2003：

120-121)對高雄市及臺南縣市國小教師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不同性別教師其國

家認同、民主態度及政治信任感有顯著差異。陳怡伶(2003：107)對臺北縣高中

職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不同性別的高中職學生之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

且女生之政治態度較男生積極。游欣儀(2004：150-151)對臺北市社區大學學員

公民意識與公民參與行為的研究發現，不同性別的社大學員在公民意識和對公

共事務的態度上確有顯著差異，男性社大學員的公民意識明顯高於女性學員，

對公共事務的態度男性也較女性積極；然而，社區大學學員的公民參與行為並

不受性別的影響而有顯著差異。李明珠(2004：141)對臺中市祥和計畫志工之志

工服務學習與公民參與行為之研究，其結果顯示性別不同其公民參與行為並無

顯著差異。陳孝庭(2004：148)對臺北市民社會資本與公民參與關係之研究中，

性別不同，其公民參與和社會資本的差異均未達顯著性。陳南州(2006：88)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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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發現，男、女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

差異；女生之公民參與態度較男生為積極。 

國外研究方面，Schlozman等人對美國民眾公民參與的研究結果，整體上，

男、女性在公民參與上的相似點多於相異點；公民參與在性別上的差異並不如

我們可能預期的那麼必然(Schlozman, Bums, Verba, & Donahue, 1995:267)。國際

教育成效評鑑協會 (IEA;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在1999年對二十八個國家中十四歲青少年的跨國性公

民教育研究中指出，在大部分的國家之中，性別對公民知識的影響不大，但在

某些態度上則較為顯著(Torney-Purta, Lehmann, Oswald, and Schulz, 2001:13)。

Hooghe(2003:50)以比利時民眾所作之公民參與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參與程度

有顯著相關；在參與的層面上，女性仍然相當程度地低於男性。Fuller(2004:938)

對美國成人線上公民參與的研究顯示，男性較常使用政府資訊網站，並在網路

上討論政治觀點、經濟、國外事務及賦稅制度等；女性則傾向於瀏灠一些能使

她們進一步了解某些議題的複雜性的網站，並學習或談論有關性別或婦女的議

題。Caiazza(2005:1607)研究美國成人安全感知覺與公民參與的關係發現，就女

性而言，安全感與其對社區組織與活動的投入有高度相關，缺乏安全感則會導

致不願參與；對男性而言，安全感對其對社區組織與活動的投入，影響並不顯

著。 

綜觀前述與公民參與態度相關之研究，以性別為預測變項並無普遍一致的

結果。所以，本研究仍將性別列為個人變項之一，以探討進修學校學生是否因

男女性別不同而在公民參與態度上有所差異。 

二、年齡 

打從人們呱呱墜地開始，身心即隨著年齡增長而成長，到了一定年齡，生

理方面的成長會停止，甚至於退化，但心理層面的改面卻往往是終身的。人的

社會化從出生開始，而結束於死亡；政治社會化亦然19。因此，年齡也常是社會

科學研究中常被採用的變項之一。 

國內學者袁頌西(1972：53)研究景美地區國中小學生之政治功效意識，發現

其政治功效意識是隨著年齡增長而降低。陳文俊(1982：304)對臺灣地區中學生

                                                 
19 雖然人們政治社會化何時開始或有不同看法，但終其一生都在政治社會化應無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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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態度及其形成因素之研究亦顯示，年級的不同，其政治認知評價與政治行

為傾向有顯著差異。羅瑞玉(1989：168)對國中和國小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結

果顯示，年級不同其政治社會化的態度傾向上有顯著差異。黃景裕(1994：153)

對臺北市高中職學生現代公民性的研究中也顯示出，年級不同其現代公民性有

顯著差異，且年級變項對現代公民性具有顯著預測力。王錦雀(1995：244、246)

對我國國中公民科教師政治態度與行為的研究中，不同年齡教師其政治態度與

政治行為均具顯著差異，且年齡對二者也均具預測力。 

鄭慧蘭(2001：186)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發

現，年級不同，其公民參與態度總體表現有顯著差異(一年級高於二、三年級)。

吳俊瑤(2003：120-121)對高雄市及臺南縣市國小教師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不

同年齡教師其國家認同、民主態度及政治信任感有顯著差異。陳怡伶(2003：107)

對臺北縣高中職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不同年級的高中職學生之政治態度

有顯著差異，且一年級之政治態度較二年級積極。游欣儀(2004：150-151)對臺

北市社區大學學員公民意識與公民參與行為的研究發現，社區大學學員的公民

參與行為因不同年齡而有差異的情形。李明珠(2004：141)對臺中市祥和計畫志

工之志工服務學習與公民參與行為之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志工其公民參與

行為有顯著差異。陳孝庭(2004：148)對臺北市民社會資本與公民參與關係之研

究中，年齡不同，其公民參與和社會資本的差異均達顯著性。陳南州(2006：88)

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發現，不同年級學生之公民參與態度

有顯著差異；二年級最積極、一年級其次，三年級較差。 

國外研究方面，Dannis等人比較美國、西德、義大利和英國學童的政治社會

化，發現大部分兒童隨年齡的成長，而趨向於選擇民主(Dannis, Linberg, McCrone, 

& Stiefbold, 1973:129)。Hooghe(2003:50)以比利時民眾所作之公民參與研究結果

顯示，年輕未婚民眾傾向花費更多時間參與團體組織的事務。 

前述以年齡為背景變項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年齡與公民參與(態度)似有密

切的相關。然而，廖添富(1994：160)對臺灣地區日間部大專學生民主態度的研

究中，年級不同者其民主態度上並無顯著差異。因此，本研究仍將年齡列為探

討變項之一，並參考進修學校學生年齡分布情形，將年齡變項概分為未滿18歲

和已滿18歲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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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因素 

在人類社會裏，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家庭和個人的關係也最為密切。

就絕大部分人而言，在個人未成年之前，大部分時間在家中生活、學習，並發展

難以取代之親情關係。所以，家庭不僅是人類的「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更

是個人社會化的第個一單位(張曉春，1981：89)，也是首要的社會化媒介(Hyman, 

1959:51)。 

家庭因素是否影響其成員的價值觀、態度等的研究，一直為學者所感興趣。

在家庭因素的分類上，一般而言可歸納為兩大類：1.靜態：包含家庭組織結構、家

庭環境、父母背景等；2.動態：包含父母關係、親子關係、父母對子女的管教態度

或方式等。因此，一般研究常用的家庭背景變項包括歸屬之族群、社經地位及父

母(家長)管教方式等。 

一、族群 

族群變項在早期研究中，常以「籍貫」、「省籍」為名稱，晚近研究則有

改以「母語」或「家庭中主要溝通語言」為判準者。 

袁頌西(1972：53)對景美地區國中小學生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結果，籍貫變

項對政治功效意識的影響並未顯著；然而，袁頌西(1974：25)對臺北市仁愛國中

小、臺北縣鶯歌國中小學生同為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結果卻發現，父母為外省

籍者，其家庭政治化程度較高，而家庭政治化程度高者，其子女政治功效意識

也較高。陳文俊(1982：304)對臺灣地區中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中學生之

母語別不同，會影響其政治認知評價及政治行為傾向。余霖(1985：195)對國中

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結果顯示，籍貫並非影響學生政治社會化成效的重要個

人因素。羅瑞玉(1989：168)就高雄市國中小學生政治社會化態度的研究結果顯

示，省籍不同，其政治社會化態度傾向並無顯著差異。王錦雀(1995：244-246)

對臺灣地區國中公民科教師政治態度與政治行為的研究結果顯示，不同籍貫教

師其政治態度並無顯著差異，但其政治行為的差異卻達顯著水準。吳俊瑤(2003：

120-121)對高雄市及臺南縣市國小教師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不同族群教師其國

家認同及政治信任感上均有顯著差異。 

綜觀前述與公民參與態度相關之研究，以族群為預測變項的結果似亦無定

論。因此，本研究也將族群列為家庭變項之一，惟鑑於傳統臺灣地區四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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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洛人(福佬人)、客家人、外省人、原住民—之分類因不同族群間通婚情形普遍

而益形困難20，且為避免區分族群的不當聯想，故本研究將族群分類的依據改為

「家庭主要溝通語言」，以探討進修學校學生是否因所屬語言族群不同而在公

民參與態度上有所差異。 

二、家庭社經地位(socio-eco status) 

家庭社經地位通常由父母教育程度和職業類等換算而得，社經地位的高

低，代表著精神文化與物質條件的差異，通常高社經地位的家庭在社會上享有

別人較高的尊重，也比中低社經地位的家庭較能提供豐富的文化刺激和學習的

環境。因此，家庭社經地位的高低，可能影響學生的價值觀念、態度及行為。 

袁頌西(1972：53)對景美地區國中小學生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其結果顯示

家庭社經地位對政治功效意識的影響並未顯著；然而，同樣以國中小學生為對

象，袁頌西(1974：25)之研究卻發現，父母之社經地位較高者，其子女的政治功

效意識也較高。余霖(1985：195)的研究，父母教育程度是影響國中生政治社會

化成效的重要個人因素。羅瑞玉(1989：167)對國中和國小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

究結果顯示，不同家庭社經地位背景者，其政治社會化的態度傾向上並無顯著

差異。廖添富(1993：121)對臺北市國中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中發現，家長所

得與教育程度較高者，其子女政治功效意識也較高；然而，廖添富(1994：160)

對大專院校學生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家庭社經地位之不同，其民主態度並無顯

著差異。陳秋燕(1994：108)對北、高兩市國中生政治認知與態度的研究結果，

不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政治態度並無顯著差異。張雪君(1995：97)之研究

顯示，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的政治參與傾向高於中、低社經地位的學生，且家

庭社經地位是影響國小學生政治社會化成效的最重要因素。廖添富等(1998：75)

以臺北市中正國中二年級學生為對象的公民參與態度研究中，不同社經地位學

生，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曾欣儀(2001：110)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中，社經地位不

同之高中生，其政治態度並無顯著差異。鄭慧蘭(2001：187、191)對臺北市公立

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地位不同者，其公民參與

                                                 
20 除原臺灣地區四大族群的相互通婚外，來自東南亞、大陸等國家的所謂外籍配偶(新移民)人數也

日益增加。因為不同族群的通婚，其子女究竟應以父親或母親所屬之族群為其族群歸屬即成問題；

若強行規定以父(或母)方為依據，則又難免受到對性別歧視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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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總體表現並無顯著差異；然而，家庭社經地位的不同，其公民參與行為總

體表現則有顯著差異(高社經地位背景者較低社經地位背景者積極)。陳南州

(2006：8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中，社經地位不同的學生，

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國外研究方面，Oliver(1999:74)就美國民眾公民參與的研究發現，公民參與

情形在同質性、富有的城市中最差，在異質多元和中等所得城市中最高；

Docherty、Goodlad與Paddison(2001:2225)對蘇格蘭二城市(Glasgow和Edinburgh)

四個居住區(Dalside、Lockhart、Westfields和Leaflie)的780位戶長有關公民參與

的研究結果卻顯示，貧窮居住區居民的公民參與情形往往較差。Hooghe(2003:50)

以比利時民眾為對象的公民參與研究結果顯示，家庭地位與參與程度並無顯著

相關。Fuller(2004:938)對說英文且非屬公共團體(noninstitutionalized)的美國成人

的線上公民參與(on-line civic participation)研究發現，社會地位比性別更能解釋

在一般性、政治性資訊來源收集，以及多樣政治興趣的線上追求上的不同。 

綜觀前述相關研究，家庭社經地位背景變項在依變項上的影響並沒有定

論，故本研究亦將其列為家庭變項之一，以探討不同社經地位的進修學校學生，

其公民參與態度是否有所差異。 

三、父母(家長)管教方式 

家庭是個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化場所，家庭生活方式往往對個人未來

價值觀、態度與行為有深遠的影響，而家庭生活中與個人關係最為親密的應該

就是父母。所謂父母(家長)管教方式乃是指父母(家長)在訓練或教育子女方面所

持之相關認知、情感及行為傾向(楊國樞，1986：37)。Stacey認為，在家庭中過

慣民主生活的人，將來才有希望成為民主人士，而為締造和捍衛民主政治努力(引

自黃景裕，1994：85)。所以，生活在一個比較民主的家庭裡，是否會培養出較

為積極參與公共事務的公民？不同類型父母管教方式下的青少年，其公民參與

態度是否有所不同？這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袁頌西(1972：54)對景美地區國中小學生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中，父母教養

方式之寬嚴與其子女政治功效意識高低之相關，在國小階段並不顯著，國中階

段則有相關。羅瑞玉(1989：170)對國中和國小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結果顯示，

父母教養方式對其子女政治社會化的態度傾向具影響力。黃景裕(1994：15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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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高中職學生的研究中也發現，家長的管教方式愈民主，其子女現代公民

性特質(參與公共事務、守法、世界觀、尊重容忍、社會正義、了解權利義務關

係及愛國心等)表現上有愈強的傾向。 

鄭慧蘭(2001：187、191)在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的研究中也有類似的結

果：高中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整體表現上，受民主方式管教者，均較受權威

方式管教者積極。陳現義(2002：150)對屏東縣國小學生政治知識與態度的研究

發現，父母管教方式為民主型的兒童，其政治信任感、政治功效感、政治參與

態度與守法態度皆顯著高於權威型、關懷型與放任型者。陳怡伶(2003：107)對

臺北縣高中職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也發現，家長管教方式與政治態度呈顯著正

相關，即家長管教方式愈民主，其子女的政治態度也愈積極。然而，陳南州(2006：

8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家長管教態度不同的

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前述有關公民參與(態度)之研究，其以父母(家長)管教方式為變項的探討，

結果雖以具正面相關者居多，然卻亦非絕對。 

有關父母(家長)管教方式，一般研究常以其權威之模式傾向「民主」或「威

權」來區分，本研究則以學生所知覺的父母對其行為表現所作的「回應」與「要

求」二向度等級觀察值各分為高、低二組，再交互組合成四種不同的管教類型

－積極型(高要求，高回應)、權威型(高要求，低回應)、關懷型(低要求，高回應)、

放任型(低要求，低回應)－以更細膩探究不同管教類型是否對進修學校學生公民

參與態度造成顯著影響。 

參、學校因素 

學校是學生接受教育正式而重要的場所，對於青少年而言，除假日外，在校

時間甚長，因此學校中不同學習情境及條件，自是難免影響學生各種心理特質的

發展。一般研究常用的學校背景變項有幹部經歷、校園或班級(教室)氣氛、社團參

與及就讀系科等，本研究則選擇幹部經歷、校園民主氣氛及學生就讀科別所屬類

別三項加以探討。 

一、幹部經歷 

江美慧(2003：68)認為透過班級幹部的實務經驗，可以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

感，以及體驗自由民主國家中民主法治的意義與重要性，更有助於培養學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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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參與的傾向，學習合作服務與建立良好的群己互動關係。 

相關研究的發現有下：余霖(1985：196)的研究中，幹部經歷為影響國中生

政治社會化成效的學校因素之一。鄭慧蘭(2001：187、191)研究臺北市公立高中

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之狀況，發現幹部經歷的不同，其公民參與態度總

體表現有顯著差異(幹部經歷達三年以上者高於無幹部經歷者)；其公民參與行為

總體表現上亦然(幹部經歷達三年以上者較其他學生積極)。陳現義(2002：150)

對屏東縣國小學生政治知識與態度的研究也發現，經常擔任班級幹部的學童，

其政治功效感、政治參與態度及守法態度皆顯著高於偶爾擔任與從未擔任者。

游欣儀(2004：151-152)對臺北市社區大學學員公民意識與公民參與行為的研究

顯示，社大學員之公民意識並不因有無擔任學員幹部或志工而有差異，但其公

民參與行為卻因有無擔任學員幹部或志工而有差異(有擔任幹部或志工的學員，

其公民參與行為的平均數(M=55.79)大於沒有擔任幹部或志工的學員)。陳南州

(2006：8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發現，幹部經歷不同的學

生，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幹部經歷時間越長者越積極。 

綜觀前述以幹部經歷為預測變的相關研究，其結果亦非絕對。本研究亦將

幹部經歷列為學校變項之一，以探討進修學校學生是否因幹部經歷不同而在公

民參與態度上有所差異。 

二、校園或班級(教室)氣氛 

學校是個人社會化的重要場所之一，而教師是學校進行社會化的重要人

物。因為教師在教室內的行為風格、價值觀念、教學方式，以及對學生的一般

態度，無形中都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以及人格與價值的養成，故教師的領導與

教學方式對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會產生作用。如果教師在民主的方式下教學，

鼓勵學生參與各種的學校政策之決定，獎勵學生發言、參與，採用民主、活潑、

具有互動性的上課方式，讓學生自動自發、自尊自重，那麼他所培育的學生會

養成與民主價值一致的態度與技能，有助於未來的公民參與；如果教師以權威

獨裁的方式教導，只注重個人講解，不讓學生有參與意見的機會，強調嚴格的

紀律控制，較少師生的互動與活潑的教學方式，那麼將會引導學生形成與獨裁

一致的態度與技能，並且對公共事務產生嚴重的冷漠與疏離(林水波，1973：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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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認為一個開放的教室氣氛，即學生可自由討論爭議性議題的教室

環境，將可培育某一範圍之積極的政治態度；如果教師運用權威，使上述情形

未出現，則稱為封閉的教室氣氛，此將對政治態度的養成有負面效應(張秀雄，

1993：56)。 

江美慧(2003：73)認為民主的教學方式會產生開放式的教室氣氛，而開放的

教室氣氛，可以培育某一範圍之積極的政治態度；相反的，權威的教學方式會

產生封閉性教室氣氛，而封閉性教室氣氛則有負面效應。 

國內研究方面，余霖(1985：196)的研究中，學校氣氛及班級氣氛均為影響

國中生政治社會化成效的學校因素。段盛華(1988：134)對我國五專學生政治社

會化的研究發現，學校教育方式越民主，學生越有正向的政治態度。張秀雄

(1993：107)對高中職學生民主法治教育之研究結果也顯示，教師民主風度、師

生互動關係及班會活動等，均為影響學生民主法治態度的學校環境因素。曾欣

儀(2001：113)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班級氣氛愈開放、

民主，學生之政治態度也愈積極。葉佳文(2001：163)對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政

治社會化的研究發現，教室氣氛愈民主，學生對政府的信任感也愈高。鄭慧蘭

(2001：187-188、191)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發現，

教師教學方式不同，其公民參與態度總體表現有顯著差異(接受民主的教學方式

者高於接受權威的教學方式者)；其公民參與行為總體表現上亦然(接受民主的教

學方式者較接受權威的教學方式者積極)。陳怡伶(2003：108)對臺北縣高中職學

生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教師領導方式與學生政治態度呈顯著正相關，即教師

領導方式愈民主，學生政治態度愈積極。陳南州(2006：8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

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也發現，教師領導方式不同的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

著差異；教師領導採民主方式，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較積極。 

國外研究方面，國際教育成效評鑑協會(IEA)1999年的跨國研究中也指出，

學校能重視民主價值，提昇開放氣氛讓學討論議題並參與校園生活的形塑者，

其學生公民知識和參與民主活動的表現也較佳(Torney-Purta, et al., 2001:8)。 

上述相關研究的結果顯示，校園或班級(教室)氣氛與公民參與(態度)似有正

向相關存在，故本研究將以「校園民主氣氛」為變項，探討高中職進修學校學

生所知覺的校園民主氣氛，是否同樣與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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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團參與 

楊極東(1992：3)認為學校內的社團是同儕團體的一種，而同儕團體關係對

學生個人的觀念態度和行為取向的影響甚大，且社團的參與可以產生下列四種

的心理效能：(一)社會(團體)歸屬感；(二)獲得自尊與肯定；(三)基本需慾的昇華；

(四)內化團體規範。 

國內研究方面，余霖(1985：196)的研究中，社團經歷為影響國中生政治社

會化成效的學校因素之一。鄭慧蘭(2001：187、191)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

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結果顯示，社團經歷長短不同者，其公民參與態度總體

表現並無顯著差異；然而，在公民參與行為總體表現上則有顯者差異。游欣儀

(2004：151-153)對臺北市社區大學學員公民意識與公民參與行為的研究發現，

社區大學學員之公民意識並不因有無參與社團活動課程而有差異的情形，然而

有無參與社團活動課程的社區大學學員在公民參與行為上卻有顯著差異(有參與

社團者高於沒有參與者)。陳南州(2006：8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

的研究結果，社團經歷不同的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國外研究方面，Torney-Purta、Richardson與Barber(2004:7)以14歲學生為對

象的公民參與研究結果也顯示，高度參與自願性組織的美國學生對公民參與的

平均期待高於低度參與者。 

從前述相關研究的結果來看，學生社團參與與其公民參與(態度)間似無必然

關係，再則由於現行進修學校課程中並無必須安排社團活動之科目，加以夜間

上課時間有限及其他條件的限制，大多數學校應無學生社團活動，因此校園中

社團參與經歷不是本研究變項之一。 

四、就讀系科 

學生就讀系科不同係因性向、興趣及能力等因素綜合考量後選擇的結果，

除此背景因素的不同外，就讀系科不同也意味修習課程的性質不同(如理、法、

文、藝術等)，學生是否因就讀系科不同而影響其某種態度或行為，也是社會科

學研究中值得探討且有趣的問題。 

田秀萍(1987：134-135)對政治大學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結果顯示，法學

院學生的民主態度較其他學院學生高。廖添富(1994：160)對臺灣地區日間部大

專學生民主態度的研究中，就讀科系不同之學生其民主態度上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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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錦雀(1995：244、247)對我國國中公民科教師政治態度與行為的研究中，就讀

科系不同教師其政治態度與政治行為均無顯著差異。然而，廖添富等(1997：76)

對我國師範院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就讀不同科系師範生，

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社會科學類科學生高於數理與藝術類科學生，語

文類科也高於藝術類科。 

陳怡伶(2003：108)對臺北縣高中職學生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高中學生與

高職學生之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且高中學生之政治態度較高職學生積極。陳

南州(2006：89)對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也有相同發現：高中學

生、高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高中生較高職生為積極。 

從前述相關研究的結果來看，就讀系科不同對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影響似

亦難定論。本研究也將以進修學校學生就讀科別所屬類別不同為變項，探討其

是否與學生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相關。 

肆、社會因素 

除家庭、學校外，社會也是學生社會化重要的場所。社會變項包括廣泛，一

般與社會化相關之研究最常用的變項則為大眾傳播媒體的接觸及參與社會(服務)

團體或活動經歷二項，本研究配合高中職進修學校一定比例學生之特有情形，則

另加入職場經歷一項加以探討。 

一、大眾傳播媒體的接觸 

科技的進步日新月異，報紙、電視、廣播、網路等大眾傳播媒體因其快速、

大量傳送資訊，甚至可以雙向溝通的特性，已成為民眾獲得資訊與傳播訊息不

可或缺的工具。除提供與傳遞訊息外，大眾傳播媒體還具有教育文化、休閒娛

樂與監督政府的功能，其功能與影響力可謂無遠弗屆。 

國際教育成效評鑑協會(IEA)在1999年所進行的跨二十八國公民教育研究也

顯示出，在幾乎所有國家中，電視的新聞報導是學生取得政治訊息的最重要來

源(86%)，其次分別為閱讀報紙(68%)與收聽新聞廣播(55%)；而且在大部分國家

中，大部分學生表示信任媒體所傳遞的內容(Torney-Purta, et al., 2001:11)。 

在大眾傳播媒體與人們生活緊密結合的今天，對媒體接觸的種類及時間等

因素是否對個人某些價值認知、態度與行為產生影響，也是許多領域學者所感

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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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方面，袁頌西(1974：29)對臺北市仁愛國中小、臺北縣鶯歌國中小

學生政治功效意識的研究發現，父母接觸新聞媒介頻率高者，其家庭政治化程

度較高；家庭政治化程度高者，其子女政治功效意識也較高。張妮秀(1982：

124-125)對高中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發現，政治參與與接觸報紙頻率、接觸電視

內容之不同而有差異；民主觀念則與接觸電視時間量呈現負相關。田秀萍(1987：

135)對政治大學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發現，接觸媒介頻率與政治知識與政治容

忍度呈正相關。廖添富等(1998：76)以臺北市中正國中二年級學生為對象的公民

參與態度研究中，接觸新聞頻率不同的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並無顯著差異。 

葉佳文(2001：163)對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發現，學生對

大眾傳播媒體接觸率愈高，其對政府的信任感也愈高。鄭慧蘭(2001：187-191)

對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公民參與態度與行為的研究發現，閱報時間量、看電視

時間量、以及收看電視的內容不同者，其公民參與態度總體表現無顯著差異；

然而，上網時間量、閱讀報紙之內容類型的不同，其公民參與態度總體表現則

有顯著差異。另閱報時間量、收看電視時間量、閱讀報紙及收看電視之內容類

型等的不同，其公民參與行為總體表現有顯著差異。吳俊瑤(2003：120)對高雄

市及臺南縣市國小教師政治態度的研究發現，利用媒體種類不同和媒體使用時

間量上不同的國小教師之「國家認同」具有顯著差異。陳南州(2006：89-90)對

臺中市高中職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閱報時間長短不同、閱報

版面不同、收看電視時間長短不同、收看電視節目類型不同及上網時間長短不

同的學生，其公民參與態度有顯著差異。 

國外研究方面，Wyatt、Kim與Katz(2000:110)以來自美國50州的1029個成人

為對象的公民參與研究發現，新聞報紙的閱讀也是預測政治會話 (political 

conversation)的有效變項，但對特定議題會話則否。Kang與Kwak(2003:80)以830

位美國社區(of Madison,Wisconsin)居民公民參與的研究發現，居住在住戶流動率

比較低之鄰里的居民，其透過電視收看地方公共事務新聞者，往往也比較願意

參與社區事務；然而，居住在一社區時間較短者，其收看電視時間與其公民投

入似乎呈現負相關。Hooghe(2003:50)以1341個隨機取樣民眾(來自比利時Flanders)

的公民參與研究發現，觀看電視時間與參與程度並無顯著相關，但觀看電視時

間過長(>21 hr/week)者，傾向較低程度的參與。Shah(2005:1)對成人公民參與的

研究結果顯示，資訊媒體的使用可促進公民參與。Shah與Scheufele(2006:1)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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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性取樣之美國民眾為對象的公民參與研究發現，被政治興趣所激勵的意見領

袖們傾向於從電視、報紙和網際網路尋獲資訊。 

從前述學者的研究中，研究者以為，一般而言，傳播媒介的內容對接觸者

的態度與行為較有影響，而接觸傳播媒介的種類及時間長短不同，其影響則較

無定論，甚至有負面影響。本研究為控制研究變項數，未將大眾傳播媒體的接

觸列為研究變項。 

二、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 

美國中等教育課程基金會在1983年提出的報告中曾建議：每位中學生應完

成一項服務性的必修學分，使學生投入社區或學校的自願服務工作。例如：讓

學生參與社區計劃與直接的社區調查，或是參加志願性組織以及政府組織。在

這些過程中學生擁有發言權及工作權，和他人為了共同目標一同努力，讓他人

能信賴他們的行為。如此，民主公民所需的認知與情意教育方能明顯提昇

(Battistoni, 1985:123)。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參與經歷也是晚近社會化相關研究

使用的背景變項之一。 

國內研究方面，廖添富(1994：160)對臺灣地區日間部大專院校學生民主與

法治態度的研究顯示，在民主態度上，學生是否參與政黨，其結果無顯著差異。

廖添富等(1997：71-74)對我國師範院校學生公民參與態度的研究結果顯示：曾

參加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的師範生，其公民參與態度較未曾參加者積極；曾參

加政治性集會或遊行的師範生，其公民參與態度較未曾參與者積極；曾捐款給

政黨及政治人物或社會服務團體的師範生，其公民參與態度較未曾捐款者積

極；然而，參與政黨與未參與政黨的師範生，在公民參與態度上，則沒有顯著

差異。鄭慧蘭(2001：192)以臺北市公立高中學生為對象的公民參與態度與公民

參與行為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公共事務態度、社會關懷態度、社會責任態度、

關心時事態度等四項公民參與態度彼此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學生班級參與、

學校參與、社會參與等三項公民參與行為彼此之間亦呈顯著的正相關；而且，

公民參與態度與公民參與行為之間亦達顯著正相關。李明珠(2004：141)對臺中

市祥和計畫志工之志工服務學習與公民參與行為之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就學

時是否曾參與服務性社團」與「現在是否在多個單位當志工」之志工，其公民

參與行為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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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方面，Zimmerman(1989:558)以388位大學生及159位非學生人士為

對象所作政治效能感與公民參與研究，其結果顯示內部政治效能感與組織數

目、社區活動和自我效能感的相關達顯著水準(p<.01)，而內部政治效能感與外

部政治效能感有相關，且達顯著水準(r=.23; p<.01)。Schwadel(2005:159)對教會

成員公民參與的研究發現，教育及非宗教服務的教會活動參與對教會成員參與

非教會組織的活動具有高度正面影響；保守的教會背景因素限制了其成員對非

教會組織的活動參與，也潛在地限制了他們建造異質社會網路及使教會成員與

其他社區民眾相連結的社會資本的機會。Ohmer與Beck(2006:179)對四個鄰近居

住區中貧窮等級在24%到38%之地區的居民所作有關公民參與、鄰里集體效能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與組織集體效能 (organizational collective 

efficacy)的研究中發現，居民對鄰里組織的參與愈多，其組織集體效能感也愈

強，但與鄰里集體效能感則無相關。 

從前述相關研究的相關結果來看，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對公民參與

(態度)的影響雖無定論，但似以正向者居多。本研究因對象係於夜間上課，相較

於日校的高中職學生更有時間參與社會(服務)團體與活動，因此也將其列為背景

變項之一。 

三、職場經歷 

研究者綜覽蒐集之公民參與(態度)相關研究，國內部分未見有以職場經歷作

為背景變項者，惟就高中職進修學校學生現況，確有相當比率因各種原因而於

日間(或大夜間)在職場工作(含正職與工讀)者，因此，研究者以為職場經歷對於

研究進修學校學生的公民參與態度是一新鮮有趣且有意義的變項，故而將其列

為社會(參與)變項之一。 

伍、本節小結 

本節從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及社會因素四方面，就研究者所蒐集

之文獻中加以探討公民參與(態度)相關研究常用之背景變項及其發現，以作為本研

究自變項選擇之參考與依據。 

就個人因素而言，常被探討的有性別和年齡。從相關研究發現來看，性別對

公民參與(態度)之影響並無普遍一致的結果，惟幾乎所有研究皆探討此一因素，因

此本研究也將其列為背景變項之一。就年齡因素而言，絕大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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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民參與(態度)似有密切相關，故本研究也將其為背景變項之一，並參考進修學

校學生年齡分布特性，將其概分為未滿18歲和己滿18歲二類。 

就家庭因素而言，常被探討的有族群(省籍、籍貫)、家庭社經地位及父母(家

長)管教方式。從相關研究發現來看，族群對公民參與(態度)的影響似亦無定論，

國外雖少見以族群為變項之研究，但國內研究者仍多採用，故本研究也將其列為

背景變項之一，並以「家庭主要溝通語言」作為分類的依據，稱之為「語言族群」，

避免學生有「省籍」或「族群」區分的不當聯想。就家庭社經地位變項來看，其

對公民參與(態度)的影響仍無定論，不過此一變項仍常被探討，故本研究也將其列

為背景變項之一。至於父母(家長)管教方式此一變項也常被探討，而相關研究結果

也多顯示父母管教方式愈民主，其子女的公民參與(態度)也愈傾向積極，因此，本

研究也將加以探討。 

就學校因素而言，常被探討的有幹部經歷、校園或班級(教室)氣氛、社團參與

和就謮科系等。就幹部經歷對公民參與(態度)的影響而言，相關研究的結果亦無一

致性，惟是否擔任過幹部是學校生活中重要的經歷之一，況且進修學校學生多為

學業表現上的弱勢，在國小、國中階段可能少有擔任幹部的機會，就此變項對進

修學校學生作探討，更有其義意，故本研究仍將其列為背景變項之一。校園或班

級(教室)氣氛似乎是晚近研究常喜歡探討的變項，且從相關研究結果來看，校園或

班級(教室)氣氛與公民參與(態度)似有正向相關存在，故本研究也將以「校園民主

氣氛」作為背景變項之一。社團參與變項也在若干研究中被探討，其結果與公民

參與(態度)並無必然關係，且就研究者了解，多數進修學校並無社團組織與活動，

故本研究不予列入。至於就讀科系一項，也有少數研究將其列為探討變項，而其

對公民參與(態度)的影響同無定論，惟不同科系(尤其不同類群)，可能代表學科(甚

至是學校)性質不同，因此研究者仍感興趣，也將其列為背景變項之一。 

至於社會因素，其變項其實很廣泛，但最常被社會化相關研究探討的是大眾

傳播媒體的接觸和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二項。就大眾傳播媒體的接觸而

言，從相關研究結果來看，傳播媒介的內容對接觸者的態度與行為似乎較有影響，

而接觸傳播媒介的種類及時間長短不同，其影響則較無定論，甚至有負面影響；

本研究為控制背景變項數，本變項將不予探討。參與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經歷變

項是晚近隨著國內公民社會蓬勃發展而逐漸被相關研究所採用的社會因素之一，

雖然相關研究之結果並無定論，惟進修學校學生相較於日校學生，白天更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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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參加各種社會(服務)團體或活動，故本研究仍將其列為背景變項之一。此外，

就進修學校有相當比例學生白天工讀(或正職工作)晚上進修情形，本研究特別加入

「職場經歷」一項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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