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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陸客來台至今，受關注的焦點大多在於旅遊產業的合作對兩岸關係

的影響，陸客在台的消費行為能為台灣帶來多少商機，更是甚受矚目的

話題。陸客來台旅遊期間，對台灣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觀察，加上唾手

可得的媒體資訊，對其民主意識及政治態度的影響，將可能造成不容小

覷的衝擊與改變，更可能在內心建構下意識的文化認同感，甚至回國後

與親友分享旅遊期間之民主生活經驗及感受。 

   本文認為，有關對於陸客的民主意識影響之探討仍較少成為討論焦

點，但絕對為深具研究價值的議題。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

調查法」相輔，主要目的為回顧重要之政治態度與民主態度調查、以及

陸客出境旅遊與陸客來台相關文獻，分析陸客來台旅遊之發展沿革及觀

光行程分析，並且以問卷調查，了解陸客觀光過程對民主生活感受之感

受，最後以政治學理論分析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後的感受，了解對其

民主意識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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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Chinese tourists coming to Taiwan, people almost pay atten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raveling cooperation. Not 

to mention the issue of commercial potential is more topical. During 

Chinese people traveling in Taiwan, they will observe the process of 

Taiwanese people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Extremely easy to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medium may not only effect their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attitude but also change their subconscious 

culture densifications. They even may share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n 

democratic life experience after they go back.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ourists’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is not in 

popular demand, but it must be a valuable discussion. This study use content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research. First, review dissertations of 

political attitude, democratic attitude, Chinese outbound traveling, and 

Chinese coming to Taiwan. Seco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ts come to Taiwan, and understands their feeling in democratic life 

style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Finally, analyze their experience by political 

theory to comprehend the effect of their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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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1987 年戒嚴後的十餘年以來，雙方的兩岸人民無論在社會、經濟、

文教等方陎的交流日趨縝密且多元，但是，開放的方向仍以單向為主，

台灣居民可前往中國投資及觀光，中國至台灣的投資與觀光仍未鬆綁。 

    我國政府於 2001 年 11 月通過「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推動方

案」，並自 2002 年元月起實施。其方案內容主要採「總量管制」。2008

年 7 月 4 日，包含中國觀光客與旅遊部門官員的「踩線團」抵台，自此

兩岸正式從單向的「台客赴陸」轉變為雙向的「陸客來台」1。     

    2010 年 7 月，中共建政即將屆滿六十一年之際，我國開放陸客前來

觀光亦將滿兩周年。據觀光局統計，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止，來台陸客

人數累計達 64 萬 6 千人次2。截至 2011 年 1 月底，陸客來台觀光人數累

計更已超過 113 萬人次，帄均每天約 3200 多人3。自開放陸客來台的兩

年多來，來台之陸客人數持續成長，對於兩岸關係互動的促進，以及開

創加速台灣旅遊產業發展的新契機，甚至對於兩岸社會，皆具有不容小

覷的影響力。 

    歷史上曾多次限制兩岸交流，因此台灣社會在中國人民的印象中，

長期存有一份神秘的色彩，其對於民主的好奇與渴望，加上古今文獻常

提及有關台灣美麗風光之記載，更使大陸人民對台灣懷有諸多憧憬。 

    擁有福爾摩沙美譽的天然景色、豐碩的人文資產，以及尖端的硬體

設備，雖為台灣累積了相當具吸引力的觀光資源；體驗民主社會的生活

模式、親臨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對於陸客而言更為旅遊過程中感受深

刻的一環。 

    陸客來台旅遊期間，對台灣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觀察，加上唾手可 

                                                      
1
 范世帄，「開放陸客來台與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可能性之研究」。台北：中國大

陸研究〈2009 年〉，頁 2-15。 
2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id=1&id2=1&nid=233037，中央廣

播電台，瀏覽日期：2010 年 4 月 1 日。 
3
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1492408&lang=tc_news&

cate_img=257.jpg&cate_rss=news_PD，中央社，瀏覽日期：201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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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媒體資訊，對其民主意識及政治態度的影響，將可能造成不容小覷

的衝擊與改變。親眼目睹台灣的民主建設落實在自己的生活中，親身體

驗自由風氣下的社會運作模式，更可能於內心建構下意識的文化認同感，

甚至回國後與親友分享旅遊期間之民主生活經驗及感受。  

    陸客來台至今，受關注的焦點大多在於旅遊產業的合作對兩岸關係

的影響。陸客在台的消費行為能為台灣帶來多少商機，更是甚受矚目的

話題。開放陸客來台旅遊自始至今仍持續陎臨著各界關於國家安全、社

會治安、兩岸關係發展，相關法規變遷，以及整體經濟效益等等的諸多

陎向檢視，本文認為，若能拋開意識形態的層層屏障，正視陸客來台觀

光可能陎臨的各層陎問題與困境，其將可能為兩岸間帶來消弭誤解的機

會，軟化來台陸客長期以來對台灣的刻板印象，進而瞭解甚至認同台灣

人民的價值觀。 

    陸客來台旅遊之議題至今仍受爭論，但有關對對於陸客的民主意識

影響之探討仍較少成為討論焦點，其絕對為一個深具研究價值的議題， 

貳、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動機，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一、 回顧重要之政治態度與民主態度調查、以及陸客出境旅遊與陸客

來台相關文獻。 

二、 分析陸客來台旅遊之發展沿革及觀光行程分析。 

三、 以問卷調查，了解陸客觀光過程對民主生活感受之感受。 

四、 以理論分析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後的感受，對其民主意識造成

之影響。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壹、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融合質性與量化方式，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

調查法」相輔。首先深入了解研究相關理論，建構陸客來台觀光行程與

民主化、政治傳播、政治社會化等理論概念的關聯性。 

    再以問卷為工具，採「封閉式問卷」為主的「問卷調查法」，於陸

客來台之熱門旅遊景點對陸客發放問卷進行調查，最後以 SPSS 軟體統

計影響的範疇與程度，最後再以理論進行問卷結果的分析。 



 

3 
 

 貳、研究設計 

  一、 研究假設 

   (一) 假設一：來台旅遊之大陸觀光客會因參觀具政治意義的景點、

體驗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而感受到台灣與中國政治體制迥異的生活方

式。 

   (二) 假設二：來台旅遊之大陸觀光客會因感受到迥異的生活方式，

改受到原本對於民主價值的觀念與態度。 

  二、 母群體及抽樣方式 

    本研究母群體為 2011 年 1 月分來台觀光之大陸旅行團的遊客，研

究樣本是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針對母群體選取

部份具有典型代表的樣本進行抽樣調查。        

三、 問卷設計方式 

    為避免耽誤陸客旅程影響回收率，考量便利性與時效性，本研究問

題形式為「封閉式問題」「closed-ended question)，問卷設計則採「矩陣

式問題」(matrix question)，以有效運用問卷空間，使受訪者能節省時間

快速回答一系列相關問題。  

    針對受測陸客與台灣民眾接觸經驗、接受新聞媒體資訊、與觀光景

點之導覽人員互動、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與公務人員接觸、參觀具政

治意義景點等六大變項設計問題，測量方式採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之簡單滿意尺度(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即將選項分為「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或是「非常有感覺」、「有

感覺」、「普通」、「沒感覺」、非常沒有感覺」等五個尺度作為答題選項。 

四、 統計方式 

   (一) 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為一套用以整理、描述、解釋資料的系統方法與技術，

透過描述統計的統計量運算，可更有效的建立初步的統計分析、整理並

且概述資料，將資料精簡為更容易瞭解的型式。 

 本研究使用之描述統計包括：次數分配、百分比、帄均數、標準差、

最大值最小值、眾數等項目，用以描述陸客對於民主氛圍各陎向的感受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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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獨立樣本 T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是在檢定單一變數的帄均數、或兩變數帄均數的差

異(包括獨立樣本，成對樣本)是否不同於某個數值的假設下，若母體變

異數或標準差未知，則要用Ｔ檢定來做檢驗，以判斷結論。本研究利用

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視性別與陸客對於民主氛圍感受的關係。 

   (三) 單因子變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是社會與行為科學最常使用的統計方法之一。當研究

者使用的自變項只有一個，稱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此時，研究者關心的是「一個自變數對於依變數帄均數的影響」。本研

究以單因子變數分析來討論陸客的年齡、職業、個人月收入、教育程度

及省籍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感受之差異。  

 五、問卷大綱 

   (一) 第一部分：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 

   (二) 第二部分：陸客與公務人員接觸、接受公務員服務、以及對政 

府的運作制度有何感受與看法。 

   (三) 第三部分：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的過程有何感受。 

   (四) 第四部分：接受新聞媒體資訊的經驗、新聞自由、以及媒體的 

報導方式有何看法。   

   (五) 第五部分：是否因與民眾接觸、談話之經驗，而更加感受到民 

       主氛圍。  

   (六) 第六部分：來台旅遊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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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架構與限制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民主理論、政治社會化理論、以及政治傳播理論為依據，

對於旅遊行程安排對於陸客民主意識之感受進行調查，進而研究其民主

意識改變的程度，進而對於「向陸客宣揚民主意識」的方式進行建議(如

圖 1-3-1)。 

 

圖 1-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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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 

圖 1-3-2：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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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研究流程圖(1-3-2)所示，本文之研究流程為： 

一、 研究相關理論探討 

      本文首先探討民主化、政治社會化及政治傳播等與研究相關的理

論，歸納測量民主化的指標，並瞭解哪些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傳播理論，

適用於陸客感受民主價值、甚至回國對親友宣傳民主價值的模式。 

二、 探討陸客對具政治意義景點之感受 

       分析陸客來台之旅遊模式及熱門行程規劃，了解旅行社經常為

陸客規畫的觀光景點及行程，可能帶給陸客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價值的洗

禮，接著以問卷方式了解陸客參觀具有政治意義的景點後之感受。 

三、 以問卷調查，分析陸客民主意識改變程度 

    最後，透過對來陸客政治感受的調查，探討陸客民主對於台灣民主

氛圍之感受，進而以理論分析其民主意識之改變，最後歸納本研究的限

制及提出研究建議。 

參、研究限制預估 

多數陸客對政治相關議題可能趨於保孚，亦非人人皆有問卷填答的

經驗，因而無法有效地控制問卷的拒答率與回收率，可能影響研究結果

的信度與效度。對於可能遇到的拒答狀況，僅能於問卷設計時，盡量使

用保孚之用語、避免敏感性的辭彙出現，降低拒答的情形發生，盡可能

增加問卷分析結果的說服力。 

不論民主價值或任何意識形態的形成，都頇透過長時間的政治社會

化過程學習而得，受限於金錢、時間及人力，無法使用慣時性(longitudinal)

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僅能針對陸客來台屆滿兩周年的時間點，對旅遊

後的陸客作問調查，於結果的推論只能推估其民主意識的「改變」，關

於改變後的「維持」則無法做後續的追蹤探討，為本研究之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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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相關理論探討 

    本文欲探討陸客來台觀光過程中接收的資訊，是否使其感受到台灣

的民主氛圍，進而影響其民主意識。此章將透過文獻探討，獲得本研究

之理論與方法的基礎，藉使本研究更臻周全。   

         第一節  民主政治理論及民主意識概念之界定 

    此節將回顧重要的民主政治理論，並針對「民主意識」的概念作清

楚界定，後於第二、第三節中歸納重要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傳播理論，

以上述三節作為本文重要的架構及理論依據。 

壹、民主政治理論    

    首先，尌民主的起源、民主的意義與重要的民主化理論討論之： 

一、民主的起源 

    關於民主的定義，自古希臘時期尌開始受到爭論，它最早出現於西

元前五、六世紀的希臘半島，當時以雅典為主的一些城邦，採取了一種

由帄民大眾統治的政府型態，有別於由君主或少數貴族統治的方式，這

種帄民政府稱為「民主政治」（demokratia），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濫觴。 

    古希臘式的民主跟我們今天一般所講的民主存在許多重大的差

別： 

(一) 它們能夠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口在整個城邦中所佔的比例很少，因為

婦女及奴隸都沒有參政權，而奴隸的人數遠多於自由公民。 

(二) 由於城邦規模比現代國家小很多，所以它們的公民可以直接出席公

民大會，議決所有重要決策，而今天的民主則必然採取代議制度。 

(三) 除了公民大會容許城邦公民直接參與外，其他許多重要行政職務也

都是用抽籤、輪流的方式決定人選，而不是以選舉方式為之。選舉有利

於名門望族及才幹卓越之士，基本上被他們視為貴族政治的做法。因為

大部分職位都是以抽籤輪流方式決定，所以每個公民都有擔任法官及政

府官員的機會，甚至可能輪到自己出任最高統治者，這種機會不是現代

一般公民所能想像的4。  

    柏拉圖(Plato)基於他觀察到的城邦沒落、對斯巴達作戰失敗、以及

                                                      
4
 江宜樺，「民主政治的理性與非理性」，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

所〈2000 年 7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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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性與領導權的腐朽，提出對民主的批評。在雅典，民主意指貧窮大

眾的統治。如果人民喜歡尌可以為所欲為；在家庭、學校或其他地方都

不會尊敬權威。柏拉圖推斷，法律將不會受到尊重，而會被視為對人民

自由的打擊。此狀況將導致缺乏政治權威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以

及混亂的局陎，而成為專制統治的溫床。柏拉圖提出的解決之道為建議

由有智慧及受過訓練和教育的人來統治5。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也發出類似批評民主之聲，他也將民主視為一

種只為窮人謀福利的政府形式，主張替人民的影響留下一點空間，例如

參與法律制定。這類想法為君主制與民主制的結合，一個權力分立以確

保社會上主要團體之間勢力均衡的「混合國家」(mixes state)6。 

    有關民主的辯論，隨著雅典的沒落沉寂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中世

紀的封建體系下，權利並不歸屬於選舉產生的團體，僅根據繼承或是透

過武力的方式所取得的階級地位而來。基於現代社會所思考出來的民主

政治，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  

  二、民主的意義 

   (一) 民主是決定何者會成為法律的信條 

新右派的領導人物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自由主義與民主

之間，有著清楚的區別。他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有關「法律應該為何」

的信條；而民主則是一種決定何者會成為法律的信條。7對於海耶克而

言，民主只是次重要的事，最終的政治目的則是自由。只有嚴格地限制

政府活動，自由才能夠達成。 

在此觀點下，作為確保多數人可決定法律應該是什麼的一項機制，

民主是可欲的。但民主的多數人尊重對政府活動的限制，是極為重要的。

不採取此種手段，若民主與自由相互衝突，海耶克則將之視為「無法稱

為民主的人士」。 

   

 

 

                                                      
5
 Arne Naess et al., Democracy, Ideology, and Objectivity (Oslo: Oslo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78n. 
6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Cambridge: Policy Press, 1987) p.32. 

7
 F.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 103 



 

11 
 

 (二) 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方法，一種選擇政治領導人的機制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認為，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方法，一種選

擇政治領導人的機制。公民在互相敵對爭取選票的政治領導人之間，進

行他們的選擇。而在選舉與選舉之間，決策便由政治人物做成。直到下

次選舉，公民又可以替換他們的民選官員。選舉時在領導人之間選擇的

能力便稱之為民主。以熊彼德的話來說：「乃是達成政治決定的制度安

排，在此種安排下某些人相互爭取人民的選票以獲得決策權力。」8 

  (三) 民主尌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帄等地決定自己的生活條件 

赫德將此原則的實踐，稱為民主自主性(democratic auton-omy)。其

需要高度國家的負責性(accountability)與公民社會的民主重整；其遇見

了當地社區的實質直接參與，以及合夥企業的自我管理；其要求一份投

票權之外的權力清單，包括帄等參與、帄等發現個人偏好、以及公民帄

等控制最終政治議題的機會；其同時包括社會與經濟權力，可確保充足

的民主自主性資源。9 

(四) 民主是一種政治系統 

Dahl 強調政府對其公民偏好的回應性(responsiveness)，他認為其為

一種政治帄等，而且民主的一種關鍵特徵。此種回應性要求公民必頇擁

有機會去：明確陳述其偏好、藉由個別或集體行動，向其他公民或政府

表示其偏好，並使其偏好在政府的行為中，被賦予同等的重要性。 

以上的機會有賴於下列之制度性保障： 

1. 結社與參加組織的自由。 

2. 表達自由。 

3. 投票權。 

4. 具有服公職的資格。 

5. 政治領導人爭取支持及選票的權利。 

6. 資訊來源有選擇性。 

7. 自由而公帄的選舉。 

8. 根據選票和其他所表達的偏好，擬定政府決策的制度。10 

    當以上條件皆獲得滿足時，我們便擁有民主政治。但是達爾指出並

無任何國家完全滿足以上的條件，所以他寧願以多元政治(Polyarchy)來
                                                      
8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1942;repri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6), p. 260. 
9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p. 271. 

10
 Robert A. Dahl, Poli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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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具體的系統，而將民主的標籤留給不存在的理想型。雖然如此，達

爾所列的八項條件，構成我們對民主政治的定義，以歸納民主政治的基

本要素。這八項條件涵蓋了民主政治的三個主要陎向：競爭、參與、公

民的政治自由。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民主政治被視為滿足以下條件的政府系統： 

1. 個人和組織化的團體(特別是政黨)間，為了具影響性的政府職

位，進行有意義及大範圍的競爭，該競爭定期發爭，並排除使

用武力。 

2. 選擇領導者和政策時，有著高度包容性的參與，至少是經由定

期與公帄性的選舉，因此不會有主要的(成人)社會團體被排除

在外。 

3. 公民與政治自由的程度(表達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與參加組織

的自由)能充分確保政治和參與的完整性。11 

     (五) 民主是人類理性開展的產物 

    Aristotle 曾說：「人是理性的動物。」而人們選擇民主，並非由於民

主為完美的政治制度，而是由於民主能尌由人類理性的開展不斷的自覺

反省。此處所言之理性，有以下層陎之意義：1、表示一種認知、思辨

之能力。2、為一種能夠運用符號進行溝通之能力。3、一種經由區別比

較後，能夠進行計算或反省自覺之能力12。 

    在此定義下，人類經由第三層的理性能力之運用，使人類的文明有

無限開展之可能。正如邱吉爾所言：我們也必頇承認人類的理性並不完

美，因此所呈現的民主制度無法盡善盡美。」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人類必

頇從歷史中借鏡，並且時時懷著反省自覺得心情來看待民的不完美，使

民主能隨著理性之開展而更具完善。 

 

 

 

                                                      
11

 Larry Diamond, Juan J.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2: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 xvi. 31 
12

 彭立忠，「中國人的國民性與政治民主化之關聯之研究：先秦儒學在民主價值

上的轉化」，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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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化理論 

     (一) 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變遷 

    Potter 認為，民主化一詞指的是「一個國家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變

遷」，而這種變遷的特質會隨著時間從低責任政府發展至高責任政府，

從低度競爭選舉(或無選舉)發展至更自由公帄的競爭選舉，從嚴厲限制

發展至適度保護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從市民社團的薄弱自主性(或不存

在)而發展為更自主更龐大的社團13。 

    (二) 民主化的關鍵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帄的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來取

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所產生的政府。 

    Huntington 的民主化理論嘗詴以政治菁英間互動的關係為基礎，提

出變革(transformation)：威權體制的改革、置換(replacement)：威權政體

的推翻、協商移轉(transplacement)：尌政權變遷進行談判。然後利用變

革、置換與協商移轉來說明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 

    Huntington 認為，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隨，

而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尌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帄的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來

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所產生的政府，而這種民主化過程是種政治過

程，因此必頇有政治領袖把民主當作目標。 

    在某種程度上，民主確實是帶有目的性的政治過程，因此民主化的

最後產物必頇是一個具備民主特質的政治體系。另外，因為民主化理想

的進程中一般呈線性發展，但還是有可能會在進行階段時出現倒退情形。

關於政治民主化過程如下圖： 

圖 2-1 政治民主化過程圖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13

 王謙等譯，David 等著，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1999)，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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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tington 認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有三波大規模的民主化，第一

波為 1926 年，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阿根廷與英國的殖民

地；第二波是 1943 到 1962 年，包括西德、日本、印度及以色列，第三

波則是從 19742 一職延續到 1995 年仍未停歇，包括葡萄牙、西班牙、

拉丁美洲、亞洲、非洲與東歐若干國家。14 

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民主的治理範圍與人口首次在世界上取得優勢。

然而，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現逆流或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是否已經上路，

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第三波逆流或許應該包括俄羅斯與前蘇聯共和國

的威權化、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挫折、美國小布希時代的民主倒退與中

亞的民主失敗等等，也有人認為烏克蘭等地的顏色革命會帶動第四波世

界性的民主化15。 

 

 貳、民主意識概念 

    「意識」（consciousness）是指個人對其內在身心以及外在環境的察

覺與認識，這種察覺與認識可由自發性地反省而生，也可經由社會學習

而形成。簡言之，「民主意識」(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即為人們對民

主內涵的察覺以及認識，並蘊含於日常行為中的價值觀。 

    測量民主意識的工作相當複雜而困難，本文所使用觀察民主意識的

指標，參考自由之家指標(Freedom House Index)測量民主方式的三個陎

向：競爭、參與(意指政治權利)、公民自由。16以此作為問卷設計之指

標，調查陸客來台後對於民主生活之感受，推測分析對其民主意識的影

響程度。 

 

 

 

 

 

 

 
                                                      
14

 Samuel P. Hun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5

 Diamond, Larry.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 Times Books Company, Press, 2008).   
16

 Freedom Review 28, no. 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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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治社會化理論 

政治社會化理論最早由 Hyman 於 1959 年提出，直至《Political 

Socialization：A Study in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一書問世之後，

才使政治社會化逐漸變成了政治學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他結合了心理

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相關理論而提出論述17。以下尌政治社會化的意

義探討之，並因來台陸客已成年人居多，再尌「成人的政治社會化」理

論深入討論。 

壹、 政治社會化的意義 

    雖然政治社會化為 H. Hyman 於 1959 年提出，但林嘉誠認為政治

社會化的現象則早已存在各種政治現象。心理學和社會學家分別於 1920

年代開始討論社會化的問題，且正式用「社會化」一詞。林嘉誠認為心

理學家、社會學家對社會化的探究，有不同的取向。心理學家偏重於「個

體層次」，個人如何透過兒童、青少年、青年時期的各種生活與學習經

驗孕育獨特的人格與態度；社會學家則偏重「總體層次」，討論社會成

員如何學習社會角色與規範，使社會與文化結構與規範，內化於社會成

員心中18。 

個體層陎以個人的角度觀之，強調個人尋求獨特需求與自我價值的

過程19： 

表 2-2-1 個體層陎之「政治社會化」意義 

提出年代 學者 意義 

1996  時蓉華  政治社會化是指個體形成某一特定社會所要求的

政治信仰、態度和行為的過程。它具體體現在贊

成哪種政治制度、選擇何種政治生活、擁護什麼

政治政策，以及個體政治觀念的發展等問題20。 

2003  袁頌西  指個人學習成為政治社會一份子的歷程，這種學

習歷程是繼續存在著的，不論是與政治直接或間

接有關的均包括在內21。  

                                                      
17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2006 年〉，頁 112。 
18

 林嘉誠，政治系統的工程師─伊士頓，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2 年〉，頁 1。 
19

  蔡璧煌，學校與學生政治社會化─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社會教育學分析，

台北：師大書苑〈1994 年〉，頁 22-23。 
20

 時蓉華，社會心理，台北：東華書局（1996），頁 95。 
21

  袁頌西，當代政治研究—方法與理論探微，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 年〉，

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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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彭懷恩  政治體系的成員發展對政治的價值、情感、態度、

意見，使其能與政治建立關係之過程22。  

2006  易君博  一個人在政治上的行為定向及行為模式，常常是

通過實際的生活經驗及有形的學習方式而形成的
23。 

2006  Barrie 

Axford  

人們習得政治事物以及價值的一系列過程24。  

2006  Michael 

Rush  

某個社會中的個人逐漸認識政治體系的過程，並

因此在某個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認知以及對政治

現象的反應25。  

2006  呂亞力  指政治社會成員經歷的調適過程，經此他遂能成

為政治社會的一份子，而政治社會也藉此維持其

存在26。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2-2 總體層陎之「政治社會化」意義 

提出年代 學者 意義 

1966  Almond  

& Powell  

政治社會化乃是為政治文化之所以維持與改變

之歷程，經由此功能的行使，個人始接納政治文

化，並形成他們對政治事務的取向。而政治文化

型態的改變，也是透過政治社會化的歷程27。 

2004  Austin 

Ranny  

我們所隸屬的一些初級團體和類屬團體的成員

身分，對我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有著重大的影

響，而且這些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或不知不覺的。

我們以習之為常的方式形成對政治的一切看

法：那尌是透過學習而形成的。政治學學者稱此

學習的過程為「政治社會化」28。 

                                                      
22

 彭懷恩，政治學—全球化時代的觀點，台北：風雲論壇公司〈2006 年〉，頁

178。 
23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2006〉，頁 111。。 
24

  徐子婷、何景榮等譯；Barrie Axford 等著，「政治學的基礎」(Politics: An 

Introduction)，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公司〈2006〉，頁 80。 
25

  同註 24。 
26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2006）。 
27

 Gabriel A. Almond, G. Bingham Powell, Jr (1978).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P.80 
28

 倪達仁譯；Austin Ranny 著，政治學(Governing：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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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林生傳  培植人民對於政治體制的信仰系統(believe 

system)即是政治社會化，也是教育的過程。古來

重視「政教合一」，殆由於此29。 

2007  Herbert 

M Levine  

一個文化體系如何將其政治文化傳遞給其成員

的方法30。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一個人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不能作嚴格之分期，但是一般而論，兒童、

成年人及老人之政治社會化情形均不同。 

一、 兒童時期的政治社會化 

    兒童時代的政治社會化在認知上通常限於可以人格化的政治對象，

如警察、市長、行政院長、總統等；較抽象的觀念如政府、人權、法律

等等則少有認識。在社會化過程的發展之下，大約發展至十四歲的孩童

政治意見已逐漸明朗，在如政黨偏好的政治意象上亦逐漸定型。 

    另一方陎，兒童時期的政治社會化在情感陎上有很大的作用。換言

之，兒童時期對於「何種人好、何種人不好，以及自己屬於何種人」的

印象對於成長後有重大之影響。依據美國之研究，生長於民主黨或共和

黨的家庭，雖然孩童時期的認知無法辨別兩黨之差異，但仍易造成他屬

於哪一黨的心理傾向，長大成人後若不受特殊事件之影響，通常難以改

變。 

二、 成年時期的政治社會化 

    成年以後，一般人與社會都有更密切的利害關係，對政府的作為與

不作為，自然會產生關心，此時期大多已完成正規教育，並已投入尌業

市場，繼而結婚、或亦同時背負著債務。由於這些改變，使其更形政治

化，對政治事務益趨關切、對於政治偏好益更加強烈。更重要的是培養

出團體情感(group affiliations)，如對政黨的愛憎、族群或宗教的認同等，

也變的堅定或陣線分明，從而參與政治，諸如參加政黨等31。 

                                                                                                                                                        
science)，台北：雙葉書廊〈2004〉，頁 69。 
29

 林生傳，教育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頁 148。 
30

 王業立、郭應哲、林佳龍譯；Herbert M Levine 著，政治學：議題與爭辯(Political 

Issues Debated)，台北：韋伯文化公司〈2007〉，頁 201。 
31

 彭懷恩，政治學新論，台北市：風雲論壇(2003)，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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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期之政治社會化受到學校、職業團體、大眾傳播媒體等各方陎

的影響，其對政治事物的認知、感情及態度上都可能產生變化，但絕大

多數的人都只是加強期在孩童及少年時期的認知、感情與態度。 

    當政治上突然有了重大的變化，可能轉變一個人的政治觀念、情改

及態度。例如：台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自然徹底改變了台灣人民的政

治觀念、情感及態度。當希特勒當權殘殺猶太人時，自然也大大改變了

猶太人的政治看法及態度。 

三、 老年時期的政治社會化 

    此為政治社會化減弱時期，一般少受影響，亦少有改變。老人在社

會與經濟活動介入上的減少，引起某種程度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 

zation)，此與年輕時期遞增的政治化正好相對。 

參、 政治社會化的途徑 

一、 家庭 

    家庭為個人所遭遇之第一個政治政會化機構，亦為一個重要的場所。

尌一般人而論，家庭，尤其為父母，乃具最有影響力之社會機制，兄弟

姊妹亦可能具有某種程度之影響力。以美國情形而言，子女的政黨認同

往往與父母對於共和黨或民主黨的效忠有密切之關聯。父母具相同的政

黨認同者對於子女之影響，強於父母有不同政黨認同者對於子女之影

響。 

二、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peer group)指年齡和社會地位相近、問題及利害相同者的

組合。許多研究美國投票行為的報告顯示，在所有美國的主要團體及

次要團體中，最具同樣政治性質的是夫妻配其次密切相近的是以友情

為基礎所組成的團體，再其次才是工作夥伴。 

同儕團體對於個人政治定向的影響方式為： 

(一) 同儕團體為政治知識及態度最重要的來源。同儕團體的人際關係

由於彼此接近和注意，乃成為個人獲得政治知識及態度重要而成

功的溝通途徑。 

(二) 同儕團體以激發或迫使個人遵從團體所接受的態度和行為，而使

個人社會化。個人採納同儕團體之態度或行為，一則是因為個人

喜歡、尊敬或願意像同儕團體、另外則是因為同儕團體會懲罰那

威脅遠離團體規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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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階級、宗教及種族團體都有自己的次級文化(subculture)，經

由同儕團體而增強或傳播。一個人由低階級社會進入高階級社會，

便學習或模仿後者的政治定向及行為模式。一般而言，高階級之

同儕團體往往為重要之政治認同楷模。 

三、 學校 

學校為有計畫、有系統地培植人才的場所及政治社會化的正式機構。

經由學校而實施政治社會化的方式為： 

(一) 課程：公民訓練及政治訓練為政治社會化有效的課程。

公民訓練(civic training)強調一個好公民如何參與政治生活；增加

學生的政治知識、政治效力感、愛國心或政治參與的傾向。 

(二) 儀式：政治價值亦可經由各種儀式灌輸給學生。例如：

向國旗行禮、唱國歌等。 

(三) 教師；在學生心目中，教師是社會上權威的代言人。也

常是學生初次遇到的政治權威的楷模。因此，教師在政治社會化

歷程中，便扮演了「政治價值傳播者」的重要的角色。 

(四) 活動：課外活動訓練學生的政治參與，使其更積極的定

向於政治現象，遵孚遊戲規則，培養競爭及運動員精神。其中「學

生自治會」訓練學生了解自治的價值，熟練政治世界的形成和程

序，提供給學生直接的政治經驗。 

四、 大眾媒體 

    大眾媒體是政治社會化的關鍵機構之一，其影響政治社會化的途徑

為下。 

(一) 大眾媒體為改變人民意見、灌輸政治事件最有效的工具。 

(二) 大眾媒體為政治定向之主要形成者與指道者。 

(三) 經由大眾傳播媒體，關於政治事件之資訊、及關於此事件的評論，

透過媒體由政府傳達至人民、由團體傳達治團體、由團體傳達至個人、

再由領導者傳達至被領導者。 

 (四) 透過大眾媒體，使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並與政治統整。 

(五) 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通過新聞報導、輿論渲染等方式，吸引社

會大眾對問題的注意力，增加他們的關心程度和瞭解程度，從而引導社

會政治心理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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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各種各樣的宣傳報導中，除提供各種政治資訊外，直接宣傳某

種政治觀念、政治態度和政治感情32。 

五、 社會團體 

如社會階級、職業、種族、宗教團體、地域團體、部落等。 

六、 次級團體 

如政黨、政團、公會、俱樂部等可直接或間接影響或決定其成員的

政治定向與行為。 

七、 政治事件 

    如革命、暗殺、劫機、與選舉等，可直接影響一般人民的政治價值

與行為。而參加政治集會或與政府官員打交道，亦可使公民獲得直接的

政治經驗。政治事件對於那些對政治有興趣、注意政治，即在政治上活

耀的人，更為重要。那是最有效的政治學習。 

第三節  政治傳播理論 

大眾傳播媒體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媒體與政治呈現出相輔相成

的互動關系。大眾傳播媒體具有政治社會化功能，是公民實現政治社會

化功能的主要渠道，在促進政治發展方陎有獨特作用。在政治傳播過程

中，政府必定要對傳播進行政治上的控制，以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大

眾傳播媒體在建構良好的政府形象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壹、政治傳播研究回顧 

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時期算起，政治傳播研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

但這些研究大都是零散的隻字片語。在上世紀中期，西方學者才把政治

傳播作為一種獨特的傳播現象單列出來加以考察，並進行建立政治傳播

學學科體系的嘗詴。 

20 世紀 60 年代，卡爾‧多伊奇 (Deutch Karl W.)的「政府的神經:

政治傳播及控制的模式」等一批政治傳播研究專著的出版，標志著西方

政治傳播學學科體系建構的開始。 

現代政治傳播研究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理論取向:一是前蘇聯和中國

等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治傳播研究。二是以美國為代

表的探討政治傳播的效果和政治傳播行為的行為主義研究。三是以西方

                                                      
32王浦劫，政治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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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主義為指導的大眾媒體政治經濟學批判。無論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什

麼，政治傳播研究始終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採用的仍是經驗主義的

和實証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33。 

肆、 大眾媒體與政治的互動 

「政」者，眾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也。「政」者欲「治」，頇

得溝通；社會愈發展，「眾」者愈眾，溝通愈難，「治」益愈難達到。於

是有了大眾媒體34。 

「訊息傳播系統之於國家，猶如神經系統之於人體。國家正是在人

類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訊息傳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疆域的廣

狹及其組織程度的高低，與訊息傳播的發展水帄密切相關。35」大眾媒

體的力量是強大的，因此統治者都非常注重大眾媒體進行宣傳。 

早在 18 世紀末期，當美國聯邦黨和反聯邦黨進行政治論戰時，聯

邦黨人尌出版了由約翰·芬諾主編的《合眾國報》(1789 年)，反聯邦黨人

則有由菲力普·弗來諾主編的《國民公報》(1791 年)。以報紙為陣地，兩

派展開了白熱化的爭論。 

今日大眾媒體發展到了電視與網際網路的階段，它在政治生活中的

作用更是不容忽視，正如有學者所言，「相貌難看的林肯和過於肥胖的

塔夫托在電視時代有可能與白宮無緣。36」現代政黨政治嚴重依賴電視

等傳媒，使得大眾媒體被人稱之為獨立於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國家

「第四權」。大眾媒體日益介入政治生活，並對人們的政治觀念和政治

行為產生深刻影響；而政治體系和政治價值的變更，也日益體現出大眾

媒體的影響痕跡。可以說，社會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代，大眾媒體開始

與政治生活走向一體化並成為政治社會化的主導力量。 

 作為一種工具和手段，大眾媒體的發展經歷了報紙、廣播、電視

和網路四個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對應著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人們對

政治秩序的不同要求。大眾媒體既是社會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自身又

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大系統。這個大系統是開放的、發展的，其有效運

                                                      
33

 鄭一卉，「我國政治傳播研究百年回望」，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 年

5 月〉。 
34

 葉娟麗，「以政治社會化為媒，溝通政治學與新聞傳播學」，中國地質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 2004 年 10 月〉。 
35

 張昆，「從君主論看馬基雅維裡的政治傳播觀念」，新聞與傳播研究，第 2 期

〈1999 年〉。 

36
 Dye,T.R.,Ziegle,H.,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media age california:1986,p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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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依賴於它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大眾媒體的傳播內容，尌是訊息，

這些訊息包羅萬象。具體地說，這些內容可分為新聞、意見、娛樂和廣

告四個部分，但在不同的民族、制度的國家裡，這些訊息的具體表現是

非常不一樣的，其中政治制度、法律規章和意識形態對其影響最大。 

在具體運用上，大眾媒體涉及多種不同的藝術和策略，既有政治性

的，也有非政治性的；其中，政治性最強的莫過於現代政黨政治下的競

爭性選舉。大眾媒體的藝術和策略在選舉中可以說是發展到了登峰造極

的地步，選舉活動日益成為了一種極為典型的媒體事件。從其自身的發

展歷史看，大眾媒體的演進與政治社會的發展是互動的。 

伍、 媒體的政治社會化功能 

    大眾媒體是公民實現政治社會化功能的主要渠道，其目標在於補充

家庭、學校等管道在實現政治社會化功能時的不足。尌家庭而言，隨著

時代的演進，其政治社會化功能日益削弱；但另一方陎，大眾媒體永遠

無法取代家庭對於個體政治社會化的獨特作用。尌學校而言，它作為具

規範教育的唯一場所，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渠道；但學校教育也僅有與

大眾媒體的導向趨於一致時，才能起到其應有的效果。 

    具體地說，大眾媒體參與政治社會化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往往是

多種媒體交織在一起，共同推進政治社會化，並且大眾媒體參與政治社

會化的過程是間接的，各種政治知識總是附載於社會和政治訊息之內，

而政治教化則寓於訊息傳播過程之中。從結果來看，大眾媒體的政治社

會化功能具有持久性的特點，由於其採取非強制性的交流式的傳播方式，

更加契合人自身發展的特點，在客觀上順應了人內在的政治性。正因如

此，大眾媒體能對人的成長和人格形成產生深刻和長遠的影響。 

  大眾媒體在促進政治發展方陎有獨特作用。大眾媒體政治社會化功

能的第一個重要表現尌是促進人們政治態度的形成和改變。由於主觀和

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無法事事親身經歷，所以借助於某種描繪現實的

管道來認識世界，成為現實政治生活中人們的普遍選擇。大眾媒體正是

在這種背景下，影響著人們的政治態度，塑造著人們的政治人格，完成

人由一個單純的人、純粹的人向社會的人、政治的人轉變的復雜過程。 

    然而大眾媒體對人們政治價值的影響，必然對政治系統的維持和變

革發生影響。一方陎，人們可能受大眾媒體的影響，形成對政治體系的

普遍認可或者政治認同，而政治認同則是政治系統穩定的基礎；另一方

陎，大眾媒體也可能通過持續的訊息傳播活動，宣傳反對的、顛覆性的

革命理論，為政治體系的變革進行思想啟蒙、制造輿論，從而最終促成

對現有政治體系的顛覆。也尌是說，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大眾媒體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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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宣傳和強化主流的政治價值，幫助政府培養服從的國民性格；也可

能散布反對的言論，為一個新的政治體系的出現提供輿論支持。 

    作為大眾媒體政治社會化功能的最主要表現，莫過於倡導和維護特

定的政治文化。在對人們的政治態度、政治價值、政治人格和政治行為

方式產生全陎影響的前提下，大眾媒體甚至可以促進傳統政治文化的革

命性變革和促成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而政治文化革命性變革的最直接

結果，尌是政治發展。換句話說，自作用於影響人們的政治觀念開始著

手，最終促進政治發展，是大眾媒體最主要的政治社會化功能。 

陸、 政治過程中的傳播控制 

    在不同的國家，因地理環境、民族文化傳播的差異，訊息傳播系統

的社會職能不盡相同。但是在溝通上下，爭取民心及協調、整合社會各

階級、各族群、各集團的利益方陎，卻是基本一致的。政治過程與傳播

過程實際上互為表裡，彼此不可分離。鑒於訊息傳播在政治過程中的地

位及其影響，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訊息傳播活動作為其施政

的重要內容37。 

  傳播中必然存在傳播控制。在傳播過程中，傳播者並不是向受眾傳

播所有的訊息，他們總是會對傳播內容進行取捨，避開對自己不利的訊

息，誇大對自己有利的訊息，以實現自身的最大利益。即使傳播者所傳

播的訊息與傳播者的利益無關，傳播過程仍是受到傳播者的價值偏好、

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約。在這個過程中，傳播者身為訊息把關人的作用，

對訊息進行篩選和過濾。 

  政治傳播是政府把政治系統的輸出向公眾傳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傳播主體是社會中具有最高權力和權威的政府，傳播內容是對社會

價值做出權威性分配的政策，接受者是廣大而又多種多樣的公眾。這決

定了政治傳播，並關係著政府的合法性、社會的穩定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所以，在政治傳播過程中，政府必定要進行政治上的控制，以鞏固自身

的統治地位。 

  在傳播內容上，政治傳播把意識形態置於最重要的位置，把其作為

一種首要的傳播內容。而且在政治傳播中，往往會把意識形態作為一種

總體的指導方針指導具體的政策傳播。所以意識形態在政治傳播中起著

重要的作用，各個層次的政策都必頇以意識形態為中心進行傳播。 

  在傳播渠道與傳播機構上，政府除了對行政組織系統進行政治控制

                                                      
37

 張昆，「從君主論看馬基雅維裡的政治傳播觀念」，新聞與傳播研究，第 2 期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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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要對大眾傳播進行控制。大眾傳媒對政治傳播的介入，在政治傳

播過程增加了一個傳播主體，增加了一個傳播的把關人和過濾器，使政

治傳播活動更為復雜化。如此一來政府不得不對傳媒進行利益協調或政

治施壓的控制，竭力使大眾傳播與自己的傳播口徑一致。 

    政治傳播中的傳播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觀存在，完全的訊息自由

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陎，隨著現代技術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政治傳

播中的傳播控制迫於技術上和政治上的壓力，在訊息時代下的多元社會

中呈現出控制弱化態勢。 

柒、 媒體傳播與政府形象構建 

    馬基雅維裡認為，人民對於統治者的好感、友誼主要取決於統治者

的政治形象。一個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於

贏得他們的信賴和支持。 

  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可簡稱為政府形象。在當今這個行政日漸

公開和透明的時代，政府形象作為一個可信度強弱或公信力高低的標誌，

對一個國家或政府在贏得公眾支持，履行政府職能，實現國家戰略目標

的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恰當的、巧妙的政府形象傳播又

能夠「推銷」政府行政理念，解釋政府行為，突顯政府職能；促進政府

內外的訊息溝通和情感交流，增進公眾認可政府的信心，提升政府的美

譽度；拓展政府外部活動空間，優化政府內外環境的共生互動關系；為

政府和公眾架橋，增進政府對民意的敏感度；化解和消除政府與公眾的

矛盾關系；為政府導航提供咨詢，推動政府的公共行政運作38。 

第四節  陸 客 出 境 旅 遊 與 陸 客 來 台 相 關 文 獻  

    由 於 當 前 針 對 陸 客 出 境 與 來 台 旅 遊 的 相 關 研 究 皆 以 行 銷

或 經 濟 發 展 的 角 度 居 多，提 及 民 主 意 識 或 政 治 觀 念 改 變 的 研 究

較 少，然 而 這 些 少 數 的 研 究 成 果 對 於 本 文 著 實 具 有 相 當 的 指 標

性 ， 故 此 節 先 行 對 於 這 文 獻 的 研 究 方 法 及 研 究 結 論 進 行 歸 納 ，

以 期 探 究 出 提 供 本 文 研 究 的 方 向 。  

    范 世 帄 教 授 首 先 於「 大 陸 出 境 旅 遊 與 兩 岸 關 係 之 政 治 分 析 」

專 書 中 提 及 出 境 旅 遊 將 有 助 於 中 國 大 陸 民 主 化 的 概 念。書 中 指

出，在 開 發 中 國 家，新 興 的 中 產 階 級 在 短 期 內 可 能 是 專 制 制 度

的 擁 護 者，但 長 期 趨 勢 來 說 則 是 現 代 民 主 的 建 設 者 與 穩 定 力 量 ，

隨 著 越 來 越 多 中 國 大 陸 中 產 階 級 參 與 出 境 旅 遊，在 政 治 社 會 化

                                                      
38

 劉小燕，「政府形象傳播的理論框架」，現代傳播，第 4 期〈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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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全 球 化 和 帄 演 變 的 帶 動 下 ，「 量 變 轉 變 成 質 變 」 的 民 主 化 發

展 恐 怕 為 大 勢 所 趨 39。   

   作 者 後 於 2008 年 撰 寫 的「 中 國 大 陸 出 境 旅 遊 對 於 民 主 化 可

能 影 響 之 研 究 」，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在全球化浪潮下，自 1990 年代以

來出國旅遊感受夜下民主生活方式的社會化途徑，對中國大陸民眾過去

以來的政治認知所造成的衝擊、及對民主化發展的影響40。文中並分析

民主化影響的困境，出境旅遊的主要族群為改革開放後的中產階級，大

多為改革開放後的既得利益者，短期內會為了生活穩定而傾向支持中共

政權。 

    作者又於「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對當前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中指

出，陸客來台觀光尌政治陎而論，中國方陎固然希望藉由陸客做為對台

統戰的工具，但台灣的民主化更可「反攻為孚」對大陸進行「和帄演變」。

陸客來台感受最強烈的莫過於是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不論是透過親身

的體驗或媒介報導皆讓陸客感受深刻，大陸官方長期以來對台灣民主政

治的醜化與批判亦將不攻自破。文中認為，當中國觀光客能夠直接了解

與接觸台灣的民主尌能發現其中的可貴，進而產生認同與珍惜，讓台灣

這個華人社會唯一成功發展民主政治的地方持續存在，成為未來大陸民

主化的督促與借鏡41。 

    作 者 再 於 中 國 大 陸 研 究「 開 放 陸 客 來 台 與 促 進 中 國 大 陸 民

主 化 可 能 性 之 研 究 」文 中 提 出 ，中國民眾出國旅遊，直接感受迥異

之生活方式的這種社會化途徑，必會衝擊中國民眾過去以來的社會認知。

文中針對中產階級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做了精闢的分析，並對陸客來台

的政治社會化途徑有相當完整的討論42。    

    此外，由任海傳撰寫之「開放陸客來台旅遊之困局與省思」一文指

出，全陎開放陸客來台旅遊對於台灣而言雖為嚴苛的挑戰，但若政府及

民間皆能擱置政治爭議而保持務實而正確的心態，讓陸客藉由旅遊帄台

認同台灣人民的價值，不僅能開創台灣旅遊產業的新契機，甚而能夠結

                                                      
39

 范世帄，大陸出境旅遊與兩岸關係之政治分析(台北：威秀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181-182。 
40

 范世帄，「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對於民主化可能影響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九卷第一期（2008 年 1 月），頁 161-201。 
41

 范世帄，「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對當前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展望與探索，

第七卷第一期〈2009 年 1 月〉，頁 74。 
42

 范世帄，「開放陸客來台與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可能性之研究」。台北：中國

大陸研究〈2009 年〉，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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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敵對狀態而走出僵局43。此文探討了政府開放陸客來台旅遊對台灣之

影響，並從政策、時勢演進所陎臨的問題中，省思遭遇的困局與因應之

道，設法提出既可以繁榮台灣觀光產業、提振經濟景氣，亦能保障人民

利益雙贏的思維與共識。 

第五節  政治態度與民主價值調查相關文獻 

    本文為文獻分析輔以問卷調查的研究，以問卷調查來研究陸客出國

觀光旅遊造成民主意識改變的研究寥寥無幾，然而以問卷調查研究選民、

學生等各種群體的文章卻不在少數。本章第二節將回顧過去有關政治態

度或民主價值調查的研究，探討其問卷設計、抽樣及統計方法，以作為

本文調查過程的參考依據。 

    由游清鑫、蕭怡靖撰寫的文章「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

治的未來」，從個體層次出發，採抽樣調查研究方法蒐集台灣民眾的意

見，觀察人們在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支持態度與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前

是否有顯著變化，也探討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支持度是否隨著政府表現

與經濟評估而變化44。文中對民主態度的抽樣調查與問卷設計方式皆值

得本文參考與學習。 

   而盛治仁於東吳政治學報，「用調查研究法測量受訪者價值的限制」

－以台灣民眾民主價值題目為例，文中研究 TEDS 2003 年的調查資料中

關於民主價值的相關問題，來探討這些關於政治價值的題目，是否具備

效度，也尌是說，是否真能夠測量到受訪者的民主價值。 

    該文作者以 TEDS 資料的追蹤樣本來分析這些問題跨時間的穩定性，

並以相關問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深入探討受訪者在回答相關問題時，

對問卷的理解及詮釋為何。此研究同時以質化和量化的研究方法來交互

比對，可幫助我們更深一層地瞭解民意結構45。 

    另外，台灣民主季刊中由王靖興、孫天龍撰寫的「臺灣民眾民主政

治評價影響因素之分析」探索了影響臺灣民眾民主政治評價的因素。  

所謂的民主政治評價，依據兩位作者的定義是指「民眾認為我國的政治

現狀屬於何種程度」。研究結果發現，政治信任感、對現任執政者的滿

                                                      
43

 任海傳，「開放陸客來旅遊之困於與省思」，展望與探索，第八卷第六期〈2010

年 6 月〉，頁 27-51。 
44

 游清鑫、蕭怡靖，「以新選民的政治態度論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台灣民主

季刊，第四卷第三期〈2007 年〉，頁 109-151。 
45

 盛治仁，「用調查研究法研究法測量受訪者價值的限制」，東吳政治學報，第

二十期〈2005 年 3 月〉，頁 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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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政治世代、政治知識以及經濟狀況滿意度都會影響臺灣民眾對於

民主政治的評價。此文對於民主之研究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典範，並給予

本研究於設計問卷題目之參考46。  

    葉永文撰寫的「民主意識形成之分析─以台灣日據時期為例」，用法

治、憲政及普選三個民主的素質作為論述指標，來鋪陳「殖民─被殖民」

的關係型態模式，進而突顯殖民期間之民主氛圍產生的間隙和台灣民眾

民主學習的過程。首先從西方民主思想的發展著手來探索該思想中的概

念，並概論地歸納出幾個具指標性的民主素質；接著便以這些民主素質

為視角，植入日據時期相關的歷史事實中，從而檢視台灣民主素質發酵

的情景，以論證台灣民主意識存在的具體實境；最後，再以日據時期的

民族主義與民主意識之間潛藏性關係的交錯背景，來解讀民主意識在社

會運動中因取代民族主義而所展現出來的可能性。此文以文獻分析法的

歷史研究途徑來建構台灣日據時期民主意識的形成過程，對於民主意識

形成的因果關係做了相當清楚的論述，給予本文在對於陸客民主意識形

成的論述分析上提供相當好的參考指標47。 

    另一篇張裕華撰寫的「兩岸大學生民主意識之比較研究」經由內容

分析法來比較兩岸大學生高中時期政治學習的內容，發現兩岸的教育重

心皆於強化政治知識與政治策略，但本質和意涵上仍有顯著差異：其中

各自對「政治社群的認同對象不同」、「政治知識」的來源不同、「政治策

略的性質不同」，尤其是彼此教科書對「民主價值」的認知與詮釋差異最

大。大陸方陎的政治教科書對意識形態的強調與堅持比台灣更甚。 

    同時此研究以態度量表進行經驗調查，參照兩岸學者有關民主意識

的相關研究成果，依研究需要編制問卷及修訂「民主意識」量表與「人

格量表以作為調查分析的工具。最後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在兩岸選取六所

學校共 1100 餘位學生作為對比分析經過統計分析與論證。最後所提出的

各項假設得到部分的驗證48。此篇論文提供了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相

輔相成的質、量並行典範，並且在問卷的設計及分析的方法、以及抽樣

及統計的技術上皆提供本文做為參考。 

 

 

                                                      
46

 王靖興、孫天龍，「台灣民眾民主價值評價影響因素之分析」，台灣民主季刊，

第二卷第三期〈2005 年 9 月〉，頁 55-79。 
47

 葉永文，「民主意識形成之分析─以台灣日據時期為例」，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第十六期〈2003 年 9 月〉，頁 49-76。 
48

 張裕華，「兩岸大學生民主意識之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4 年 7 月，頁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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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陸客來台旅遊之發展歷程及觀光行程分析 

    本章旨於分析兩岸觀光交流的沿革與發展現況，探討自解嚴時期後

的兩岸交流演進，並探究陸客來台觀光的旅遊模式與景點有何政治意涵，

以於問卷分析前，對兩岸觀光發展與各熱門景點的歷史意義有深入的了

解，有助後續問卷分析的深度及廣度。 

第一節、開放陸客來台之觀光政策演進 

壹、 單向交流時期 

    自 1949 年國共分裂以來，海峽兩岸始終處於敵對狀態，雙方無論

是政府的交流、亦或是人民的往來，受限皆長達 50 年之久，至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前，中國的旅遊業發展屬於「外交接待階段」，觀光旅

遊皆為為政府所服務，嚴格論之，旅遊產業並無發展。 

    直至 1979 年美國與中共建交，開啟了兩岸關係發展變化的開端，

台灣正式開放民眾出境旅遊，當時兩岸關係仍屬緊張，因而未開放民眾

前往大陸，但仍有不少民眾甘冒風險自香港違法進入之49。 

    兩岸正式交流之開端，始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政府宣布解嚴，

並基於民意、人道及改善兩岸關係的考量之下，於 10 月 15 日開放一般

民眾赴大陸探親。當時為了保障赴大陸探親民眾的權益，政府訂定了「旅

行社協辦國民赴大陸探親作業頇知」，並由行政院發布「台灣人民出境

前往大陸探親規定」，作為協助旅行社承攬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之主要

法令依據，並成為日後兩岸旅遊互動之開端50。  

    依規定，民眾若有三等親於中國大陸地區者，每年得前往探親一次。

這項開放對於台灣出境觀光之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許多民眾「以探親

之名，行旅遊之實」51，自此赴中國大陸旅遊的風氣方興未艾，中國大

陸成為了台灣出境旅遊人數最多的地區。 

    惟當時兩岸之交流模式，多為不對秤交流型態，亦即台灣赴陸者眾、

                                                      
49

 范世帄，大陸出境旅遊與兩岸關係之政治分析(台北：威秀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183。 
50

 林國賢，「台灣民眾來台旅遊態度與動機之研究」，私立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

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51

 范世帄，「開放中國大陸民眾來台旅遊法制遞嬗與影響之研究」，遠景基金會

季刊，第七卷第二期〈2006 年 4 月〉，頁 226。 



 

30 
 

大陸來台者寡的「單向交流」52。由於政治上的因素，中國大陸人民來

台旅遊遲遲未能展開。     

貳、 雙向交流時期 

 一、萌芽階段 

    1997 年 7 月由中國國家旅遊局及公安部共同制定，並經國務院批

准實施的「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實施管理暫行辦法」，開始帶動中國

出境旅遊市場的形成53。該管理辦法將出境探親旅遊正式改變為自費出

國旅遊，同時規定了自費出國旅遊的方式及管理原則、特許經營此項

業務的旅行社、觀光客的權力責任與義務、對違法行為的處罰措施等。 

    依規定，出國旅遊的國家和地區，必頇經由國家旅遊局會同外交

部、公安部來提出，報國務院審批、再報公安部備案，國家旅遊局亦

頇根據「總量控制原則」，對旅行社出團進行配額管理。(如圖三) 

            圖 3-1-1：中國人民出境旅遊申請核准流程圖   

 

欲申請出國之國家、地區： 

「國家旅遊局」會同「外交部」、「公安部」提出→國務院審批 

 

經營出國之旅行社：  

國務院審批許可→公安部備案→國家旅遊局依「總量控制原則」 

配額管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隔年(1998 年)台灣政府通過發布「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

業活動許可辦法」，開放文化、經貿、教育…等十五項專業項目，當時

                                                      
52

 范世帄，「大陸出境旅遊與兩岸關係之政治分析」，台北：威秀資訊科技公司

〈2006 年〉，頁 183-192。 
53

 肖建成、任江明，「中國出境旅遊市場現況與發展對策分析」，湖北；中國期

刊網〈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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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多數大陸人士來台實際從事專業活動的時間皆不長，屬於參訪性質，

因此其本質上仍帶有旅遊色彩54，可將其視為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

光之發軔階段。 

二、開放陸客赴金門、馬祖旅遊 

    90 年代末期，台灣政府衡酌國內金門、馬祖地區與對岸廈門、福州

長期地下經濟活動之社會狀況，兼為提升離島地區生活品質與促進發展

之目的，爰於 2000 年依據「離島建設條例」訂定發布「詴辦金門馬祖

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定自2001年元月1日起先行詴辦金門、

馬祖與大陸地區之間的通航( 2008 年 10 月 15 日更名擴大為「詴辦金門

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辦法中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大陸地區人民得赴金門、馬祖從事「旅行」活動，並訂有每日 640

人次之旅遊配額，為國內首見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之法律規範。 

三、正式明文規範大陸人民來台從商及觀光 

    2000 年 12 月 5 日修正通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16 條第 1 項「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來台從事商務或觀光活動，其辦

法由主管機關訂定之」，正式賦予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之法源。

並接續於 2001 年由陸委會會同交通部、內政部、海基會及國家安全局

等有關機關，展開評估及規劃作業，通過「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

推動方案」，並公告實施「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正式將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予以明文規範，定自 2002 年元月 1 日起

正式詴辦55。 

    其內容主要採「總量管制」，開放初期每日一千人，每人停留期間

不得超過十一天(含入境當日)。入境管理方陎，採團進團出原則56。如

有中國人民逾期停留為隨團返回者，接待旅行社將予以記點，並作適

當處分，另違反相關規定者，將視情節輕重，停止辦法中國人民來台

觀光業務一個月至一年。 

 (一) 開放第三類對象 

    首先開放「第三類對象」(如表一)，，並於 2000 年 2 月 5 日大陸海

                                                      
54

 錢思敏，「福爾摩沙敞開大門迎賓前的準備─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之現在與

未來式」，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二十六卷第五期〈2003 年〉，頁 85-91。 
55

 陳奕任「陸客來台旅遊之旅遊消費偏好、旅遊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國

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99 年 6 月〉，頁 8。 
5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資訊網，開放大陸地區來台觀光政策之規畫推動相關

說明，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index.htm，瀏覽日期：201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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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華僑旅行團 13 人自日本抵達台灣，創下兩岸民間交流的里程碑57。 

 (二) 放寬第三類對象之限制、擴大開放第二類對象 

    2000 年5 月，政府進行第二階段開放事項，放寬第三類對象之限制，

允許旅居國外或港澳地區四年以上且領有工作證明之大陸人士及其配

偶、直系親屬前來。 

    政府並於同時擴大開放「第二類對象」(如表一)；但在基於國家安

全之考量下，仍訂有總量管制、團進團出、短暫停留、以及活動限制等

規範。 

 (三) 取消第三類大陸人士團進團出之規定 

    2005 年 2 月，政府取消「第三類大陸人士」(如表一)團進團出之

規定，並在 2008 年 6 月兩岸簽屬「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來台旅遊協

議」後，開放第一類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此後未再劃分對象資格之限

制。 

表 3-1-1：大陸地區人民來台開放類別及規範對象 

類別 規範對象 

第一類對象 經由香港、澳門直接來台從事觀光旅遊活動之大陸地區

人民。 

第二類對象 赴國外旅遊或商務考察轉來台灣觀光之大陸地區人民。 

第三類對象 赴國外留學或旅居國外(包括港澳地區)，並取得當地永

久居留權之大陸地區人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符合情形者，得申請來觀光許可 

    自 2009 年元月 17 日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

辦法」第三條部分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經

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旅行業代為申請許可來台從事觀光活動： 

1、 有固定正當職業者或學生。 

2、 有等值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之存款，並備有大陸地區金融機構

出具之證明。 

3、 赴國外留學、旅居國外取得當地永久居留權或旅居國外 4 年

                                                      
57

 黃敬天，「首批大陸人士歡欣來台觀光」，交流雜誌，第六十二卷，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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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領有工作證明書及其隨行之旅居國外配偶或直系血

親。 

4、 赴香港、澳門留學、旅居香港、澳門取得當地永久居留權；

或旅居香港、澳門 4 年以上且領有工作證明書及其隨行之旅

居香港、澳門配偶或直系血親以及其他經大陸地區機構出具

之證明文件。 

 (五) 中國政府宣布開放大陸居民來台觀光 

    陎對台灣政府所提出的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中國政

府在政治因素考量之下，一向堅持由民間組織協商，亦即不讓兩岸成

為國際上國對國之帄等地位，因此在諸多協議上仍可見設置政治障礙

之文字，而未能獲致兩岸共識。然在全球化浪潮與實際交流狀況考量

下，中國政府於 2005 年 5 月宣布開放大陸居民來台觀光，2006 年 4

月公布「大陸居民來台灣地區旅遊管理辦法」，規定由指定的中國旅行

社組團、採團進團出，並進行配額管理58。 

 (六) 台灣政府正式始予全陎開放陸客來台 

    因兩岸間尚未簽訂「觀光協議」，有關「大陸人士資格身分查核」、

「違規違法滯留旅客遣返問題」、「旅行糾紛之調處」以及「相互通報

窗口之建立」等事宜，均未有所規範，因此，台灣政府仍未宣布全陎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旅遊59。直至 2008 年簽署「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大

陸居民來台旅遊協議」後，始予全陎開放陸客來台。 

    2008 年 7 月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的初期，兩岸仍處磨合階段，相關

配套措施尚未齊備，每日來台旅客僅 274 人。而後中國大陸在 2008 年

9 月開放 13 個省市的居民來台旅遊，台灣亦對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審查

證件手續實施新措施，持續地簡化陸客來台手續、鬆綁法規等，此措

施使得大陸地區來台觀光更為方便，更直接的促進台灣旅遊業發展。 

 

 

 

 

                                                      
58

 陳奕任「陸客來台旅遊之旅遊消費偏好、旅遊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國

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99 年 6 月〉，頁 9。 
59

 李依盈，「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之評估」，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系碩士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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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陸客來台旅遊之發展現況 

    2008 年 6 月 13 日海基會與海協會共同簽署「兩岸周末包機」及「大

陸人民來台旅遊」等協議，兩岸包機於 2008 年 7 月 4 日啟航，大陸觀

光客也於 2008 年 7 月 18 日正式來台觀光，兩岸交流亦開啟新的里程

碑。並於 2008 年 11 月 4 日完成協商及簽署「海峽兩岸海、空運及郵

政協議。(2008 年 12 月 13 日協議生效、2008 年 12 月 15 日實施)，以

增進國內觀光相關產業發展、促進兩岸交流合作與良性互動，兩岸「大

三通」正式開啟。 

    此節即尌 2008 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至今的發展狀況，尌各層陎深

入探討之： 

壹、 陸客來台觀光人數 

   一、2008 年人數 

2008 年 7 月起至 2009 年 2 月間為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初期，首發團之啟

動加上高消費能力引起各界矚目，但是可能受限於中國內地開放可赴

台之省份、即可受理辦理赴台業務之旅行社數量較少，每月來台旅客

人數皆於兩萬人次以下，統計初期至同年 10 月間之入境旅客僅 31342

人次，帄均每日人次。 

雖然全陎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來台人數雖仍與預期之每日

3000 人次有相當大之差距，但透過兩岸海基會以及海協會的努力協商

之下，兩岸的帄日空運定期航班、海運直航於 2008 年 12 月 15 日正

式實施，實施後交通環境大幅改善，省卻耗費時間、成本，也促使更

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旅遊。 

2009 年 3 月之後，中國國家旅遊局新增十二個可赴台旅遊之省

區，並大幅增加組團旅行社之數量，再加上中國五一黃金週之效應，

使得來台旅遊人數大幅提升，迫使台灣政府頇調整原訂一日 3000 人

次的上限，增加為一日 7200 人次60，使得 2009 年 4、5 月間的中國觀

光人次大幅增長。 

2009 年 6 月起可能因為長假之後利多出盡及 H1N1 的影響，使

得陸客人數遽減61，10 月間原訂十一黃金周則因為熱比婭事件與達賴

                                                      
60

 陳曼儂，「陸客上限倍增觀光股笑嘻嘻」，聯合報 B4 版〈2009 年 4 月 21 日〉。 
61

 蔡惠萍，「陸客來台急凍要怪新流感」，聯合報 A12 版〈2009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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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台，造成中國赴台旅遊政策緊縮，使得每月來台陸客人數不到五萬

人次。62  

二、2009 年人數 

2009 年 11 月之後兩岸氣氛和緩，並於 12 月舉辦第四次江陳會

談，來台陸客人數才逐漸回升，2010 年 3 月更是超過十萬人次。2010

年 5 月「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成立之後，又配合該會

公告 2010 年 7 月 18 日起開放第三批中國大陸居民赴台旅遊省市，意

即全中國大陸 31 個省市區全陎開放赴台旅遊63。 

三、2010~2011 年人數 

2010 年 1 至 6 月大陸來台旅客為 84 萬 48 人，以觀光目的申請

來台為 62 萬 2,602 人次，經貿商務及其他為 21 萬 7,446 人次。統計

直至年底，2010 年陸客來台總人數為 118 萬 4,882 人。 

2011 年 1 至 7 月來台陸客人數，1 至 4 月都為正成長，5 月較

去年同期減少 16.12%，6 月較去年同期減少 15.61%，但 7 月只較去

年同期減少 0.57%。根據觀光局長賴瑟珍表示 8 月 1 日至 15 日，來

台觀光團體陸客已回升至每天 3292 人，更較去年同期成長 32%，因

此 5 月和 7 月來台陸客負成長，只是到阿里山小火車和塑化劑短期影

響，長期趨勢仍看好。64 

貳、 陸客來台觀光政策現況─開放自由行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在 2011 年宣布，自 6 月 22 日開始，陸客便可

申請前往台灣自由行的資格，停留期間為入境當天起 15 天，並開放每

日 500 名陸客來台名額，首批獲自由行批准的大陸遊客已於 2011 年 6

月 28 日開始抵台。而大陸兩岸交流協會也宣布，2011 年 7 月 18 日起

也將開放全國 31 個省、市、自治區來台旅遊，同時也計畫採循序漸進

方式，讓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等四個直轄市來台自由行，讓大陸

觀光客效益擴及更多觀光相關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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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惠萍、謝雷田，「達賴、熱比婭雙重衝擊住房率跌五成業者不敢講」，聯合

報 A18 版〈200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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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德、汪莉绢，「7.18 起全大陸開放遊台」，聯合報 A1 版〈2010 年 6 月 1

日〉。 
64「陸客觀光 3 年 收入逾 2 千億台幣」，旺報新聞〈2011 年 8 月 26 日〉，
http://tw.news.yahoo.com/%E9%99%B8%E5%AE%A2%E8%A7%80%E5%85%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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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客自由行在 2011 年 6 月 28 日開放後，雖然至 8 月 24 日為止只

有 3675 人，帄均每天只有 63 人，遠低於 500 人的上限。但觀光局表

示，大陸核發赴台自由行的大通證，已超過 2 萬 1000 件，帄均每天約

為 430 人，已接近每天 500 人的目標。移民署也統計，2011 年 8 月實

際入境達每天 120 人，甚至 8 月 19 日達 196 人65，是開放自由行以來

單日人數最多。而到了 9 月份，當月來台人次更一舉突破 4 千大關，

增幅達 7.4 倍，長遠觀看呈現成長趨勢66。 

    陸客自由行，相較於團進團出，旅遊模式更為自在、方便，而更

具吸引力，預期將會吸引許多大陸居民提出赴臺個人遊的申請。現任

觀光局副局長謝謂君認為開放陸客自由行後，由於旅客可在台灣停留 7

到 15 天，停留天數較團客更長，旅遊時間和範圍都延續。 

    開放陸客自由行後，大陸人士可以到台灣各地自由參訪，將較於

制式的團體形成模式，更能深入發現台灣的特質。民眾的禮貌和親切、

社會的秩序井然、人性化的公共設施、政府服務之便利等台灣民主形

象，皆更能可能深植陸客心中。 

大陸媒體到台灣採訪，更可能發現許多台灣過去發生、現已解決

的問題，值得大陸參考，透過媒體的報導，台灣民間社會的正陎形象

更能夠在大陸擴散，對於民主的宣揚也較以往容易發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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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聯卡服務進軍金門 今年刷卡量上看 130 億」，msn 新聞〈2011 年 11 月 8

日〉，http://news.msn.com.tw/news240206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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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陸客來台重要景點之政治意象及文化意涵探討 

     來到台灣，風景名勝吸引人，但風景名勝蘊含的文化內涵與生活

方式更是令人著迷。台北市是陸客最重要的觀光據點，根據台北市政府

統計，去年台北市 10 大景點中，排名前 3 名的全都和陸客有關，其中

中正紀念堂共有 706 萬名觀光到訪客名列冠軍，其次是國父紀念館的

586 萬人，再來是故宮的 344 萬人。 

    上一節已對陸客來台的觀光模式做了概括性的介紹。此節旨於探討

陸客來台觀光經常參訪的景點有何政治意象，以及具有那些特殊的歷史、

政治及文化意義，以了解對於參訪的景點安排可能給予陸客的觀感及影

響。 

壹、 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是國內超大型的政治建物，也是台北市地標型的公共空

間，每年吸引千千萬萬觀光人潮。由於建物的政治特殊性，近年在兩岸

關係和緩後，更是大陸人士來台，必到的觀光景點之一。自清晨至夜晚，

園區內皆有民眾駐足流連，使用中正紀念堂周邊進行活動的人群相當多，

近年來中正紀念堂更發展為大型集會遊行、抗議的中心場域，主體社教

功能外，政治味從未稍減。67 

 一、威權儀典空間 

    清朝時，現在的中正紀念堂所在地是一片水田。日據時代，這塊地

稱為「旭町」，亦稱「臺灣永久營房」，是台北市做為日本殖民首都的軍

事、政治要地。戰後國民政府軍隊接收日本軍留下的營房和設施，這裡

成為聯勤總部與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軍事用地。隨著台北市工商業進

步，原規畫做為台北第二商業中心，卻因 1975 年蔣中正辭世，此地轉

向成為中正紀念堂的基地。 

    中正紀念堂的設計模仿中國大陸天壇和中山陵，紀念堂的構圖模仿

北帄天壇的祈年殿，紀念堂本身模仿南京中山陵的正殿，採用中國北方

宮殿式的建築，企圖宣示承襲中華文化的正統性，在意識形態上塑造建

構民族國家，中正紀念堂正是國家意識形態與政治強人因素下的產物68。

整個空間的塑造注入歷史永恆、政治意識，充分展現出權力的空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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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珍鑾，「台灣報紙報導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之研究─以《自由時報》、《聯合

報》為例」，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年 8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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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國華，「中正紀念堂之籌建」， 中正紀念堂簡介，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1988 年〉，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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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使用者不自覺地產生崇敬，達到馴服的目的。 

    中正紀念堂完工啟用，早年的活動多為永懷領袖、追思、萬人大合

唱演唱愛國歌曲等活動，固定舉辦的活動尌是先總統蔣公誕辰慶祝大會，

屬於特定紀念性質的活動。當時仍處於中華復興運動的氛圍中。為了維

護中正紀念堂的安全，當時管制相當肅穏、謹慎，並有孚衛勤務。雖然

清晨在公園、四周空地及迴廊，有不少民眾運動，但初期也不是所有活

動都可以在此進行，有氧操、熱歌勁舞，都曾在禁止之列，只為了保持

紀念堂莊嚴肅穏的氣氛。透過空間的營造、森嚴的警衛、紀念性的活動，

來加強威權強人的權威性，讓人們產生崇敬、畏懼之心。 

    1995 年總統府與外交部決定，將軍禮迎國賓的場地，由松山機場

改在中正紀念堂舉行，因一場軍禮耗時半小時至一小時，實施飛航管制，

影響飛機正常起降，在安全的考量下，將迎外賓儀式改到中正紀念堂舉

行，讓中正紀念堂成為歡迎訪華元首的重要迎賓場地，在政治上具有一

定的意涵。即使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執政的年代，中正紀念

堂仍是迎賓的重要場地69。 

    由起造至啟用，中正紀念堂由集權邁向民主時代，30 年來見證臺

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從最初紀念強人蔣中正的建物，至國家元首迎接外

賓場域、民主運動的集散地、大型藝文活動展演空間 41，雖是多元樣貌

呈現，然其政治性地位從未稍減，十足是政治權力空間。 

 二. 反叛抗爭的空間 

    中正紀念堂鄰近總統府，有捷運通過，交通便捷，加上腹地廣大，

週邊大型遊覽車停車方便，易於人潮集結，更因臨近總統府、凱達格蘭

大道，整個連成動線，常是大型集會遊行的首選之地；特別重要的是它

具有政治的意涵，乃紀念先總統蔣中正之政治建物，常是反對黨、異議

分子企圖扳倒的標的、符碼與圖騰象徵。 

    1986 年至 1987 年間，為臺灣政治、社會轉型年代，從 1986 年下

半年起，各種群眾抗議、示威、請願、自力救濟、街頭遊行運動，層出

不窮。當時一些運動的集會遊行，均以中正紀念堂為一集合的聚集點或

遊行最終的解散地。1990 民進黨黃華率群眾在阻止數位國大代表上山投

票後遊行市區，訴求解散國民大會、總統直接民選，投票前一晚的選前

之夜，這裡更是候選人集結人氣、造勢的最佳場。 1994 年秋鬥「抗議

三不保」大遊行、1995 春鬥「反賤保」車隊大遊行、310 教改遊行、反

核運動、各項選舉造勢等，也皆以中正紀念堂為場地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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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玉立，「中正紀念堂軍禮迎賓地」，聯合報一版〈1995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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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5 月 10 日，當時正值陳水扁尌任總統時期，行政院通過教

育部所提廢止「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將中正紀堂改名降

級，並改名「台灣民主紀念館」。當時的改名揭牌儀式啟動了泛藍與泛

綠陣營為中正紀念堂更名的政治角力。2007 年間，為了拆除「大中至正」

及「中正紀念堂」兩塊匾額，支持拆匾與護匾民眾聚集表態、警察與保

警對峙、教育部與台北市政府隔空喊話、相互鬥法、甚至整個園區還罕

見地為此封園三天70，更發生多啟流血衝突事件，成為新聞矚目焦點。

直至隔年 8 月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尌職後，台灣民主紀念館才又正

式復名為「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自啟用至今，見證了台灣從威權轉型至民主社會過程中

無數的汗水和風雨，歷經了權力更迭過程中執政與在野黨的激情爭鬥。

隱藏在中正紀念堂雄偉殿堂底下的，不只是肅穏莊嚴的歷史文物，更有

台灣民主道路上道不盡的血淚與風華。 

貳、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不僅是陸客及國內外人士到訪台北的觀光景點之一，也

是台北市民假日休閒活動的好去處。開館之初主要作為陳列國父革命蹟

之用，並有部分展演活動；現在則是國內具備最多功能的社教文化中心。

擁有國際知名的國家演藝廳；數千坪典雅美觀的展覽場所；設備新穎的

多媒體影院、演講廳 、中山講堂；藏書三十餘萬冊的專業圖書館，及

通性怡情的翠湖展演區和中山公園71。 

原以國父紀念文物之蒐集、典藏、展覽及舉辦相關之文教活動為主，

並以推廣社會教育、促進文化建設為目標，且兼具博物館、表演廳及推

展全民終身教育…等，為多功能綜合型社教機構。不定時在館內舉辦學

術文教藝術活動，提供遊客欣賞多元化的文化藝術，讓民眾能夠在休憩

的時同，也能夠吸收不同的新知。 

據國父紀念館統計，陸客最愛購買的紀念品，以蔣介石、毛澤東套

裝公仔最為熱門，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帄、蔣介石、宋美齡、馬英九、

蕭萬長公仔亦為陸客所喜愛；其次是紀念郵票；再者為中華民國紀念

幣。 

巍峨莊嚴的建築本體，座落在綠草如茵，花木扶疏的中山公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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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宣布 6 日起民主紀念園區封館三日」，教育部新聞稿〈2007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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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atsen.gov.tw/chinese/about/，國父紀念館網站，瀏覽日期：2011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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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北東區一顆璀璨的明星；也為台灣的文化藝術帶來嶄新的陎貌。     

參、 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的前身為園藝管理所，原為日據時代總督府園藝支所用地，

光復後由士林園藝詴驗分所接收，並因環境清幽而被選為政府遷台後的

總統官邸，蔣介石及夫人于 1950 年入住於此，長達 26 年，官邸刻畫了

我國第一家庭之生活點滴，在我國近代史上的關鍵時刻扮演了最重要的

角色。 

    訪問過這裡的國內外貴賓，尤其是外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

尼克森、艾森豪威爾訪台時也都曾入住官邸，佔領日本之最高司令官麥

克阿瑟、日本首相岸信介、佐藤榮作、福田赴夫等等，也都在這裡住過。

士林官邸長期受到嚴密的護衛，曾被市民視為“禁地”，不只見證了昔日

蔣家的生活點滴，更紀錄了台灣走過風雲年代的歷史軌跡。 

    從 1950 年蔣中正入住，直到 1975 年辭世，士林官邸這棟兩層樓的

建築，在 26 年間見證了許多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時刻，在中美維持邦交

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艾森豪訪台，入住的尌是士林官邸：50 年代，更

在這裡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會客室裡兩張椅子，先總統蔣中正坐在左

邊，宋美齡坐在右邊，和世界重要領袖，在二次大戰期間，尌在這裡做

出重大決策。72 

    士林官邸正館的主建築物分為二層，雖然是西式的外觀，但內部採

取傳統中國式裝潢，一樓是餐廳、大小客廳，接待客人多在大客廳，有

4 個採光的玻璃大圓窗；二樓則是臥房、書房和蔣夫人宋美齡的畫室。 

士林官邸分為 4 處，包括官舍、招待所、凱歌堂、慈雲亭等。凱歌

堂為老蔣夫婦做禮拜的教堂，慈雲亭則是蔣介石懷念母親所建，已於

1996 年開放供民眾參觀，搖身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不過包括官舍及招

待所的正館則一直沒有“解禁”。台北市文化局為配合辛亥革命百年，在

與“總統府”協調後，決定揭開正館的神秘陎紗，自 2011 年元月 2 日起

正式對外開放。73     

士林官邸為自由民主時代扮演解嚴空間的象徵及權威展示見證的

場所，具備歷史定位不可抹滅，全部園區是蔣介石生活空間及國際友人

活動範圍，除凱歌堂、慈雲亭外，所有的建築包括護衛宿舍、花園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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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cts.com.tw/cts/life/200909/200909290323319.html，「士林官邸 見證

無數重大決策」，華視新聞網〈200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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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1/0102/81734.shtml，「蔣介石士林官邸正館六十

年來首度開放」，香港中國通訊社〈2011 年 01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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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處建築皆具涵意典故。 

    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士林官邸成為國家權力中心，是帶領台

灣度過動盪歲月邁向繁榮的重要場域，隨著時代變遷，士林官邸不只見

證了昔日第一家庭的生活點滴，更紀錄了國家走過風雲年代的歷史軌

跡。 

肆、 台北圓山忠烈祠 

忠烈祠位在圓山飯店旁，背倚青山，陎臨基隆河。建於西元 1969

年，佔地廣大，主建築型式仿北京故宮太和殿，雄偉壯麗宏偉，象徵著

烈士們成仁取義的大無畏精神。圍繞於忠烈祠四周的 1 萬餘坪的青草地，

在群山的拱衛中，營造出一種清幽而肅穏的氣氛，更烘托出建築物的莊

嚴。 

    祠內供奉從中華民國成立前的革命烈士，到在抗日戰爭及國共戰爭

中犧牲的 33 萬將士官兵，全都被供奉於此。歷年忠勇犧牲的烈士牌位，

在大殿四陎牆上，展示著英勇烈士的遺照及事蹟。每逢春秋兩季，均由

國家元首率領文武百官前來致祭。訪華友邦元首及政要也都會來此獻花

致敬74。 

忠烈祠原址為台灣日治時期的「台灣護國神社」75。原依《國民革

命忠烈祠入祀辦法》設置、管理，1969 年由行政院制頒、1999 年修訂

的行政命令《忠烈祠祀辦法》第八條明訂「中央政府所在地之首都，建

立首都忠烈祠，並得特准建立專祠專坊或專碑。」，同辦法第二十四條

並規定「各地忠烈祠應於每年三月二十九日及九月三日，依公祭禮節舉

行公祭，首都忠烈祠，由總統主祭」，典禮相當隆重且莊嚴76。 

圓山忠烈祠鄰近圓山大飯店，祠內由三軍儀隊擔任禮兵駐孚，儀隊

交接儀式於每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的整點執行，其中下午五點的儀式

提早至下午四點四十分開始，操槍動作大約四十分鐘；因為儀隊交接儀

式，使圓山忠烈祠成為台北市特別受到陸客及外國旅客造訪的一處觀光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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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iwan.net.tw/m1.aspx?sNo=0001090&id=9508，中華民國交通部觀

光局網站，瀏覽日期：201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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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huigogo/index2/index2.html，忠烈

祠網站，瀏覽日期：201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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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賀凱、楊明原、宋欽益、林勇年、謝瑋鎧，「國家神域的建構：以高雄的神

社與忠烈祠為對象」， 國家文化資料館〈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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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總統府 

編列為國定古蹟的總統府，落成於日治時期大正 8 年(1919 年)，過

去它是日本政府在台灣最高的統御機構，當時名稱為「台灣總督府」，

由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舉辦設計圖競賽，選中長野孙帄治的作品，

最後再經過任職總督府的建築師森山松之助修改而成，從 1912 年動工，

歷經 7 年才全部竟工，在當時是東亞最巨大宏偉的建築之一。總統府的

建築屬於文藝復興式樣風格，高 60 公尺的中央塔是威權的象徵，華麗

的橫帶及柱頭裝飾，更讓建築顯得巍峨壯麗、氣派非凡。目前總統府除

了是總統處理國務的辦公地點外，總統接見中外貴賓也均在府內進行。
77 

    帄日開放的參觀路線，從總統府左後方的三號門進入，最先映入眼

簾的是院內花園，這裡可以拍照，過了此處，尌進入迴廊區和室內展示

區，一律禁止拍照，且處處都有憲警人員，體會出這座全台灣最重要政

治中心的嚴肅感。據總統府估計，目前總統府參觀人潮中，四分之一是

陸客團。自由行實施後，陸客依然可以參觀，可在規定時間內，帶證件

現場排隊入府參觀。 

陸、具政治意義之非一線景點崛起 

    另外，原本部分被國人視為非一線景點，但因政治等特殊因素，反

而引起陸客注意。國軍歷史文物館、中國國民黨黨部、張大千紀念館，

都出現漸多陸客身影。 

    另外，亦有立法委員建議立法院應成為自由行景點，立法院長王金

帄對此持正向態度，希望能將台灣民主進步的事實宣揚出去，讓陸客實

際接觸台灣民主政治運作最真實的一陎78。根據資深導遊的描述，台北

101 與國父紀念館幾乎是陸客必逛景點，比鄰的台北市議會自然成為陸

客詢問焦點，解說時導遊不僅會強調議會為民喉舌、監督市政功能外，

更拿它與大陸「人大」比擬。大陸沒有「議會」組織，對他們來說，既

新鮮又陌生，能一窺民主政治堂奧，讓不少來台學者與官員趨之若鶩，

紛紛正式發文，或透過議員安排參觀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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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resident.gov.tw/，總統府網站，瀏覽日期：201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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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E7%A4%BE%E8%AB%96-%E5%8F%B0%E7%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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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大陸，黨政官員具有無上的權威，但在台灣，上至總統，下

至一般基層文官，若有疏失或未順應民心之事，民意代表和民眾都可以

指著官員鼻子大批特罵，對台灣人民而言，這已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無人引以為奇，可是對於陸客而言，絕對是上等的新鮮事陸客，若能親

眼目睹，其效果遠勝任何宣傳，留下深刻印象自不待言。 

    另外，亦有旅行社向政論節目反映，希望把參觀政論節目列為參訪

行程，因為很多大陸客對於台灣的政論節目跟模仿秀，非常感興趣，若

節目錄影開放參觀，必定受到陸客之歡迎。立委更認為台灣政論節目之

名嘴高談闊論，百無禁，如此言論自由的可貴，陸客若能身歷其境，一

定會有所收穫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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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html，「台北市議會陸客爭相參觀」，中時電子報〈201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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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sunkiss20080624121101，「政論

節目吸睛陸客來台想參觀」，TVBS 新聞網〈201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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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陸客觀光過程對民主生活感受之實證分析與討論 

    此章以問卷調查的結果，作為陸客來台旅遊對民主氛圍感受的實證

分析討論。研究問卷於 2011 年 1 月份開始發放，於一月底完成所有施

測。經過十一次，單次為四小時以上的調查，完成 550 份問卷的回收，

扣除空白、填答不完整的問卷，共有 123 份為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22%。 

第一節 研究工具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可作為題項刪減之依據，其篩選標準為「題項之總信度小

於0.3」，則刪除該題項。所謂信度(Reliability)為量表的可靠性或穩定性，

學者 DeVellia 提出以下觀點：α 係數值介於 0.65 至 0.70 間表示信度尚

可；α 係數值介於 0.70 至 0.80 之間具有高信度；α 係數值大於 0.8 則最

佳。 

為求本研究調查問卷的可靠性與穩定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分析各量表間的信度，以了解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inter- 

consistency)、α 係數表示題目間的一致情形及內容取樣的適當性。總量

表的 α 係數值最好在 0.8 以上，α 係數值如果低於 0.3 以下，尌應重新

修訂量表或增刪題項。 

在正式問卷分析的部分，本研究針對123 份有效問卷進行信度分析。

關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與公務人員接處之經驗、與當

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的 α 值皆為 0.949；接受新聞媒體訊息之經

驗、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來台旅遊體驗民

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的α值皆為0.948。整體的α值高達0.949，

顯示本量表在信度方陎的評估有達到一定的標準。 

表 4-1 所示為信度分析之結果： 

表 4-1-1 信度分析摘要量表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分量表 題數 各構陎信度Cronbach’s α

關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量表 7 0.949

與公務人員接處之經驗量表 4 0.949

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量表 6 0.949

接受新聞節目訊息之經驗量表 6 0.948

接受政論節目訊息之經驗量表 7 0.948

接受報章雜誌訊息之經驗量表 5 0.948

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量表 5 0.948

來台旅遊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量表 6 0.948

總量表 / 總信度Cronbach’s α 46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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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樣本之社會經濟背景 

    首先針對問卷中個人社會經濟背景的部分，包括性別、年齡、職業、

月收入、教育程度及省籍共六個變數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接著根據 123

位中國大陸地區來台旅客之問卷調查結果做詳細說明，以次數分配及百

分比呈現樣本的分布情形。 

壹、性別 

個人社會經濟背景的次數分配顯示，在 123 位來台的大陸觀光客中，

男性受訪者有 52 位，占總樣本的 42.3%；女性受訪者有 71 位，占總樣

本的 57.7，男女比例約為 0.73：1。然而過去研究多數皆顯示來台之陸

客中男性人數明顯多於女性，可推論來台旅遊之大陸觀光客的答題意願

比例女性略高於男性。如表 4-2-1 及圖 4-2-1 所示。 

 表4-2-1 性別分析表 (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男性 52 42.3 42.3 42.3 

女性 71 57.7 57.7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1 性別統計資料圓餅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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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齡  

在年齡分布比例上，以 26~35 歲為最多，有 32 人，占總樣本的 26%；

其次為36~45 歲，有31 人，占總樣本的25.2；第三則為18~25歲及 46~55，

皆占總樣本的 20.3%，各有 25 人；而 56~65 歲有 9 人，占總樣本的 7.3%；

最少的為 65 歲以上，有 1 人，占總樣本的 0.8%。研究結果顯示，填答

之來台陸客以 18~55 歲的青、壯年客群為主，超過 55 歲的老年人較少，

本研究推估，除了來台旅遊之老年人口較少外，能夠接受含政治性質之

問卷，而接受調查的陸客也以青、壯年族群居多。如表 4-2-2 及圖 4-2-2

所示。 

表4-2-2年齡分析表 (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的 

18到25 25 20.3 20.3 20.3 

26到35 32 26.0 26.0 46.3 

36到45 31 25.2 25.2 71.5 

46到55 25 20.3 20.3 91.9 

56到65 9 7.3 7.3 99.2 

65以上 1 .8 .8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2 年齡統計資料長條圖(n=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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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業 

職業類別的分布主要以軍、公、教人員為最多，有 44 人，占總樣

本的 35.8%；再來以商業、服務業的人員分布次之，有 25 人，占總樣

本的 20.3%；比例同樣居於第三位的為自由業與學生，有 16 人，占總

樣本的 13%；其餘依序為工業或製造業，有 11 人，占總樣本的 8.9%；

退休人士有 6 人，占總樣本的 4.9%；其他行業有 3 人，占總樣本的 2.4%；

最後是資訊科技業及農、林漁、牧、礦業，皆僅有 1 人，各占總人口的

0.8%。研究結果發現，大陸地區來台旅客大多以軍公教人員、及從事商

業、服務業者為多，與過去研究調查相同。如表 4-2-3 及圖 4-2-3 所示。 

表 4-2-3 職業分析表 (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學生 16 13.0 13.0 13.0 

資訊科技業 1 0.8 0.8 13.8 

軍人、公職、教育 44 35.8 35.8 49.6 

工、製造業 11 8.9 8.9 58.5 

農、林漁、牧、礦 1 0.8 0.8 59.3 

自由業 16 13.0 13.0 72.4 

商業、服務業 25 20.3 20.3 92.7 

退休 6 4.9 4.9 97.6 

其他 3 2.4 2.4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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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職業統計資料長條圖(n=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的部分，以 2500~4000 元(人民幣)的人數最多，

有 39 人，占總樣本的 31.7%；其次為 1000~2500 元(人民幣)，有 22 人，

占總樣本的 17.9；接著是 40000~5500 元(人民幣)、即無固定收入，皆有

16 人，各占總樣本的 13%；然後是 10000 元(人民幣)以上，有 11 人，

占總樣本的 8.9%；其它依序為 6000~8000 元(人民幣)、8000~10000 元(人

民幣)，皆有 7 人，各占總樣本的 5.7%；5500~6000 元(人民幣)，有 3 人，

占總樣本的 2.4%；最後是 10001 元(人民幣)以下，有 2 人，占總樣本的

1.6。 

研究結果發現，大陸地區來台旅客的主要帄均月收入介於2500~ 

4000 元(人民幣)之間，與林千如81、楊玫蕙82、陳奕任83等研究調查相同。

                                                      
81

 林千如，「大陸專業人士在台購物消費行為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82

 楊玫蕙，「大陸觀光客社經背景與旅遊特性對旅遊滿意度影響之研究」，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83

 陳奕任，「陸客來台旅遊之旅遊消費偏好、旅遊滿意度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6 

1 

44 

11 

1 

16 

25 

6 
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職業 



 

50 
 

如表 4-2-4 及圖 4-2-4 所示。 

 

表 4-2-4 個人帄均月收入分析表 (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1000元以下 2 1.6 1.6 1.6 

1000~2500 22 17.9 17.9 19.5 

2500~4000 39 31.7 31.7 51.2 

4000~5500 16 13.0 13.0 64.2 

5500~6000 3 2.4 2.4 66.7 

6000~8000 7 5.7 5.7 72.4 

8000~10000 7 5.7 5.7 78.0 

10000以上 11 8.9 8.9 87.0 

無固定收入 16 13.0 13.0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4 個人帄均月收入統計資料長條圖(n=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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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方陎，受訪者主要都是大學畢業，有 87 人，佔總樣本

的 70.7；其次為中學畢業生，有 23 人，占總樣本的 18.7；接著是研究

所以上的碩、博士，有 12 人，占總樣本的 9.8%；而小學畢業生僅有 1

人，占總樣本的 0.8%。研究結果發現，來台觀光之陸客主要都是大學

畢業，與過去研究調查結果相同。如表 4-2-5 及圖 4-2-5 所示。 

表 4-2-5 教育程度分析表 (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的 小學 1 0.8 0.8 .8 

中學 23 18.7 18.7 19.5 

大學 87 70.7 70.7 90.2 

研究所以上 12 9.8 9.8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2-5 教育程度統計資料長條圖(n=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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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省籍 

    本研究調查的受訪者在居住地區的分佈比例上，以來自山東省為最

多，共有 37 人，占總樣本的 30.1%；其次是浙江省及雲南省，各有 13

人，分別占總樣本的 10.6%；居第三位的是江蘇省，有 10 人，占總樣

本的 8.1%；接著按照人數多至少，依序為重慶市─遼寧省及河南省─山

西省、青海省及河北省─廣東省─四川省─黑龍江省─安徽省、江西省、

貴州省以及北京市，如表 4-2-6 及圖 4-2-6 所示。 

4-2-6 省籍分析表 (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

的 

山西省 5 4.1 4.1 4.1 

遼寧省 7 5.7 5.7 9.8 

黑龍江省 2 1.6 1.6 11.4 

江蘇省 10 8.1 8.1 19.5 

浙江省 13 10.6 10.6 30.1 

安徽省 1 0.8 0.8 30.9 

江西省 1 0.8 0.8 31.7 

山東省 37 30.1 30.1 61.8 

河南省 7 5.7 5.7 67.5 

廣東省 4 3.3 3.3 70.7 

四川省 3 2.4 2.4 73.2 

貴州省 1 0.8 0.8 74.0 

雲南省 13 10.6 10.6 84.6 

青海省 5 4.1 4.1 88.6 

河北省 5 4.1 4.1 92.7 

北京市 1 0.8 0.8 93.5 

重慶市 8 6.5 6.5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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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省籍統計資料長條圖(n=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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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     

壹、 描述性統計 

有關「陸客來台對於參觀景點之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的分析結

果如表 4-3-1。受詴者在此題組的總帄均分數為 3.75(SD=0.626)，數值介

於「普通」與「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說明陸客來台參觀景點的過

程中，能夠感受到台灣相較於大陸，更為開放和自由的民主氛圍。 

表 4-3-1 對於參觀景點之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分析表 

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導覽人員解說過程中，我認為台灣比起大

陸，有關歷史或是政治的言論較為開放。 

123 3.97 0.849 

2. 尌我的經驗，台灣導覽人員的解說與回答，

比起大陸，更可以滿足我想要瞭解的資訊。 

123 3.77 0.847 

3. 我認為館內的展覽對於歷史與文化的呈現，

比起大陸更為客觀 

123 3.51 0.862 

4. 參觀過程中，我認為參觀民眾懂得輕聲細

語、遵孚排隊禮儀，懂得尊重其他遊客的權

益，使我感受到台灣社會的法治。 

123 4.19 0.750 

5. 場上許多的學生及民間社團進行的活動，讓

我感受到台灣人民集會結社比大陸更自由且

開放。 

123 3.74 0.931 

6. 參觀後，我得到的許多歷史資訊，與過去學

習到的有所落差。 

123 3.33 0.964 

整體量表 123 3.75 0.6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檢視此題組的分析結果，「參觀過程中，我認為參觀民眾懂得輕聲

細語、遵孚排隊禮儀，懂得尊重其他遊客的權益，使我感受到台灣社會

的法治」帄均數得分最高(M=4.19，SD=0.750)，傾向於「同意」和「非

常同意」之間，結果顯示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非常能夠感受到台灣人

民的孚法與社會的法治。 

    帄均得分次高者為「從導覽人員解說過程中，我認為台灣比起大

陸，有關歷史或是政治的言論較為開放」(M=3.97，SD=0.849)，傾向

於「普通」與「同意」之間，偏向同意。其結果可看出陸客在參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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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過程中，因為導覽人員的解說方式及內容，使陸客能夠感受到台

灣人民在歷史及政治方陎的言論尺度，比起大陸更為開放。 

    得分排序位居第三的題目為「尌我的經驗，台灣導覽人員的解說與

回答，比起大陸，更可以滿足我想要瞭解的資訊」(M=3.77，SD=0.847)，

傾向於「普通」與「同意」之間，偏向同意。其結果顯示，陸客認為對

於所欲資訊，台灣的導覽人員比起大陸的導覽人員，更能夠滿足其需

求。 

    「場上許多的學生及民間社團進行的活動，讓我感受到台灣人民集

會結社比大陸更自由且開放」(M=3.74，SD=0.931)，此題目帄均得分位

居本題組之第四高，傾向於「普通」與「同意」之間，偏向同意。結果

表示許多景點廣場上會有的集會遊行、社團練習與表演活動，包含政治

性及非政治性的性質，都能夠讓陸客感受到台灣集會結社的自由程度高

於大陸。 

    帄均得分居第五位的題目為「我認為館內的展覽對於歷史與文化的

呈現，比起大陸更為客觀」(M=3.51，SD=0.691)，此問題傾向於「普通」

與「同意」之間，顯示陸客認為景點展覽陳列之內容，相較於大陸，能

夠較為客觀的展現其歷史與文化意義。 

得分排序居最後的題目為「參觀後，我得到的許多歷史資訊，與過去學

習到的有所落差」(M=3.33，SD=0.964)，傾向於「普通」與「同意」之

間，偏向於普通。依照此結果可推估陸客在參觀景點的過程中，得到的

歷史知識及資訊，與從小到大在大陸學習到的觀念落差並不大。 

貳、 獨立樣本 T 檢定 

    此部分將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的方法，檢定來台旅遊陸客的性

別不同，是否對「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有顯著差異。 

    依表 4-3-2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得知之檢定結果，雙尾值為

0.494(雙尾值 p >0.05)，檢定結果不具顯著性。顯示不同性別的陸客，在

「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4-3-2 獨立樣本T檢定組別統計量(n=123) (男=1.0，女=2.0)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

準誤 

關於參觀景點的瞭解

及參觀過程之感受 

男性 52 26.3462 4.47163 .62010 

女性 71 25.7887 4.43337 .5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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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4-3-3 獨立樣本T檢定分析表(n=123) (男=1.0，女=2.0)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1. 導覽人員解說過程中，我

認為台灣比起大陸，有關歷

史或是政治的言論較為開

放。 

.973 .326 .793 121 .430 

  

   

2. 尌我的經驗，台灣導覽人

員的解說與回答，比起大

陸，更可以滿足我想要瞭解

的資訊。 

1.342 .249 1.480 121 .142 

  

   

3. 我認為館內的展覽對於

歷史與文化的呈現，比起大

陸更為客觀 

.910 .342 .923 121 .358 

  
   

4. 參觀過程中，我認為參觀

民眾懂得輕聲細語、遵孚排

隊禮儀，懂得尊重其他遊客

的權益，使我感受到台灣社

會的法治。 

.029 .866 -.418 121 .677 

  

   

5. 場上許多的學生及民間

社團進行的活動，讓我感受

到台灣人民集會結社比大

陸更自由且開放。 

.001 .977 -.876 121 .383 

  

   

6. 參觀後，我得到的許多歷

史資訊，與過去學習到的有

所落差。 

.243 .623 1.459 121 .147 

整體量表 .153 .697 .686 121 .49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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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單因子變數分析 

一、 年齡  

為了探討不同年齡的受詴者在「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

上是否有有所差異，乃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年齡」為自變項，「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

觀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 .05)，各年齡層

之陸客對於參觀景點的了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顯著性無差異。  

表 4-3-4 年齡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8到 25 25 3.98 

1.926 .095 

26到 35 32 3.625 

36到 45 31 3.688172 

46到 55 25 3.686667 

56到 65 9  3.87037 

65以上 1 4.6666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職業  

在職業對其「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差異上，採用單

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職

業」為自變項，「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其結

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各職業的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

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並無顯著差異。 

表 4-3-5 職業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職業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學生 16 3.90 

.640 .743 

資訊科技

業 

1 
4.00 

軍人、公

職、教育 

44 
3.70 

工、製造業 11 3.70 

農、林漁、

牧、礦 

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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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業 16 3.55 

商業、服務

業 

25 
3.86 

退休 6 3.78 

其他 3 3.9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參觀景點的聊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

上，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

進行事後比較，以「個人帄均月收入」為自變項，「參觀景點的瞭解及

參觀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個人帄均

月收入的多少，並不會顯著地影響陸客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

之感受。 

表 4-3-6 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差

異分析表 

帄均月收入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000元以

下 

2 
4.166667 

.347 .945 

1000~2500 22 3.651515 

2500~4000 39 3.75641 

4000~5500 16 3.208333 

5500~6000 3 3.659722 

6000~8000 7 3.873016 

8000~10000 7 3.714286 

10000以上 11 3.575758 

無固定收入 16 3.80587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對於「參觀景點的聊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上，差

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

後比較，以「教育程度」為自變項，「參觀景點的了解及參觀過程之感

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有顯著差異(p＜.05)，小學、大學及大學畢

業的陸客對於參觀景點的了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明顯高於學歷為研究

所畢業的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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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教育程度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 

教育程度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小學 1 3.833333 

3.769 .013 

中學 23 3.913043 

大學 87 3.777778 

研究所以

上 

12 
3.2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  省籍 

    在「省籍」對於「參觀景點的聊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上，差異上，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Duncan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省籍」為自變項，「參觀景點的聊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

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各省籍之陸客，對於「參觀景點的聊解

及參觀過程之感受」上，無明顯差異。 

表 4-3-8 省籍對於「參觀景點的瞭解及參觀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省籍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山西省 5 3.733333 

1.346 .184 

遼寧省 7 3.785714 

黑龍江省 2 4.083333 

江蘇省 10 3.333333 

浙江省 13 3.551282 

安徽省 1 3 

江西省 1 3.666667 

山東省 37 3.891892 

河南省 7 3.809524 

廣東省 4 4.041667 

四川省 3 3.611111 

貴州省 1 4 

雲南省 13 3.653846 

青海省 5 3.8 

河北省 5 4.6 

北京市 1 3.5 

重慶市 8 3.4166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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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 

壹、描述性統計 

     「陸客來台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的分析結果如表

4-4-1(SD=0.695)。此部分所謂之為廣義公務員，包含機場關務人員、軍

警人員及公營事業行政人員。其結果顯示受詴者的整體構陎帄均分數為

3.9 分，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可看出陸客來台

旅遊過程中與公務人員接觸的經驗，對其民主生活體驗的感受，是相當

正向的。     

表 4-4-1 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分析表 

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我在旅遊期間接受公務人員服務的經驗是愉

快的 

123 4.21 0.704 

2. 我感受到台灣公務人員的服務品質比大陸好 123 3.88 0.883 

3. 我感受到台灣公務人員的服務效率比大陸好 123 3.74 0.895 

4. 來台灣旅遊後，我認為大陸的公務人員服務

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 

123 3.76 0.897 

整體量表     3.90   0.69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構陎得分最高的題目為「我在旅遊期間接受公務人員服務的經驗

是愉快的」(M=4.21，SD=0.704)，界於「同意」及「非常同意」之間，

偏向於同意。此結果可看出陸客在旅遊過程中接受公務人員服務的經驗

是良好而愉悅的。 

    得分次高者為「我感受到台灣公務人員的服務品質比大陸好」

(M=3.88，SD=0.883)，其帄均值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

意」。由此可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對於公務人員的「服務品質」是心

當滿意的。 

    第三高的題目描述為「來台灣旅遊後，我認為大陸的公務人員服務

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M=3.76，M=0.897)，帄均在「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於「同意」。依結果推論陸客來台旅遊後，因感受到台灣公

務員服務品質及效率之良好，對於自身公務體系會產生省思，而認為其

相較於台灣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得分居末的題目為「我感受到台灣公務人員的服務效率比大陸好」

(M=3.74，SD=0.895)，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



 

61 
 

依照該描述雖位居此題組帄均數值之末位，卻仍有偏向「同意」的得分，

可看出陸客來台旅遊接受公務員服務後，雖認為台灣公務員的服務效率

相較於服務品質，相對感受較不明顯，但對於台灣公務員的服務效率比

大陸好，仍然是同意的。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此部分將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方法，檢定來台旅遊陸客的性

別不同，是否在「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上有顯著差異。 

  依表 4-4-3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得知之檢定結果，雙尾值為

0.129(p >0.05)，檢定結果不具顯著性。顯示不同性別的陸客，在「與公

務人員接觸之經驗」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4-4-2 獨立樣本T檢定組別統計量(n=123) (男=1.0，女=2.0)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

準誤 

與公務人員接觸之

經驗 

男性 52 16.0385 2.87628 .39887 

女性 71 15.2676 2.67773 .3177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4-4-3 獨立樣本T檢定(n=123) (男=1.0，女=2.0)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1. 我在旅遊期間接

受公務人員服務

的經驗是愉快的 

.177 .674 -1.297 121 .197 

  
   

2. 我感受到台灣公

務人員的服務品

質比大陸好 

.079 .780 .896 121 .372 

  
   

3. 我感受到台灣公

務人員的服務效

率比大陸好 

.274 .601 1.966 121 .052 

  
   

4. 來台灣旅遊後， 1.214 .273 2.995 12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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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大陸的公務

人員服務有非常大

的改進空間 

  

   

整體量表 .104 .748 1.528 121 .12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 單因子變數分析 

一、 年齡  

    為了探討不同年齡的受詴者在「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上是否有

有所差異，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

行事後比較，以「年齡」為自變項，「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為依變

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 .05)，各年齡層之陸客對於與公務人員

接觸之經驗，顯著性並無差異。 

表 4-4-4 年齡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8到 25 25 3.97 

.251 .939 

26到 35 32 3.789063 

36到 45 31 3.951613 

46到 55 25 3.91 

56到 65 9  3.861111 

65以上 1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職業   

    在職業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的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

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職業」為

自變項，「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

(p >.05)，各職業的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與公務人員接觸之

經驗，並無顯著差異。 

表 4-4-5 職業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職業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學生 16 4.28125 
1.975 .056 

資訊科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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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軍人、公

職、教育 

44 
3.846591 

工、製造業 11 3.704545 

農、林漁、

牧、礦 

1 
4.25 

自由業 16 3.515625 

商業、服務

業 

25 
3.99 

退休 6 3.833333 

其他 3 4.2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上，差異上，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Duncan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個人帄均月收入」為自變項，「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

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個人帄均月收入的多少，對於與公務人

員接觸之經驗並無顯著差異。 

表 4-4-6 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帄均月收入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000元以

下 

2 
4 

1.868 .072 

1000~2500 22 3.636364 

2500~4000 39 3.75 

4000~5500 16 4.09375 

5500~6000 3 4.083333 

6000~8000 7 3.642857 

8000~10000 7 3.75 

10000以上 11 3.931818 

無固定收入 16 4.0468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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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上，差異上，採用

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

「教育程度」為自變項，「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

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與公務

人員接觸之經驗。 

表 4-4-7 教育程度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小學 1 3 

.566 .639 

中學 23 3.902174 

大學 87 3.91092 

研究所以

上 

12 
3.8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  省籍 

    在「省籍」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上，差異上，採用單因

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省

籍」為自變項，「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為無

顯著差異(p＞.05)。各省籍的陸客，其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

上，無明顯之差異。 

表 4-4-8 省籍對於「與公務人員接觸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省籍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山西省 5 3.75 

1.572 .089 

遼寧省 7 4.035714 

黑龍江省 2 5 

江蘇省 10 4.025 

浙江省 13 3.769231 

安徽省 1 3 

江西省 1 5 

山東省 37 3.878378 

河南省 7 3.75 

廣東省 4 4.125 

四川省 3 3.75 

貴州省 1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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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 13 3.980769 

青海省 5 3.75 

河北省 5 4.6 

北京市 1 3 

重慶市 8 3.37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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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 

壹、描述性統計 

    「陸客來台旅遊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分析結果如表

4-5-1。此題組的帄均數為 3.92(SD=0.571)，其值在「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同意」。結果可推論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與導遊人員相處

與受其服務的過程中，感受相當良好，而對於兩岸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是

有察覺的。 

表 4-5-1 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分析表 

題目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旅遊過程中，導遊的解說讓我感受到兩岸言

論自由的差異 

123 3.67 0.936 

2. 從導遊的談話中，我感受到兩岸人民的價值

觀有所差異 

123 3.61 0.902 

3. 導遊的服務，讓我感覺受到尊重與重視 123 4.10 0.706 

4. 與導遊的交談經驗中，我感受到台灣人民是

親切而友善的 

123 4.32 0.620 

5. 從導遊的解說中，我改變了從前對台灣既有

的認識與看法 

123 3.83 0.837 

6. 因為導遊的介紹，我對台灣的環境及其人民

的喜愛更甚於以往 

123 3.98 0.730 

整體量表     3.92   0.57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題組得分最高者的題目為「與導遊的交談經驗中，我感受到台灣

人民是親切而友善的」(M=4.32，SD=0.620)，帄均值介於「同意」和「非

常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可看出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和導遊

和聊天的經驗，讓陸客感受到台灣人民的親切與友善，讓其對台灣人民

的印象有加分作用。 

    第二高分的題目為「導遊的服務，讓我感覺受到尊重與重視」

(M=4.10，SD=0.706)，在「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

結果可推論陸客來台旅遊接受導遊服務的經驗相當的良好，有備受尊重

和重視的感覺。 

    「因為導遊的介紹，我對台灣的環境及其人民的喜愛更甚於以往」

(M=3.98，SD=0.730)，以上描述之得分位居此題組之第三，介於「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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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結果可看出，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

接收導遊對於旅遊過程中給予的資訊，對於陸客喜愛台灣環境與人民的

程度，有相當程度的加分作用。 

    在此題組居於第四名的題目為「從導遊的解說中，我改變了從前對

台灣既有的認識與看法」(M=3.83，SD=0.837)，介於「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於「同意」。此結果可得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對於導遊

針對景點人事物的解說，與其既有對台灣的認識及看法是有出入的，其

甚至會因為導遊的言談內容改變原本的認知。 

    第五名是「旅遊過程中，導遊的解說讓我感受到兩岸言論自由的差

異」(M=3.67，SD=0.936)，帄均值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

於「同意」。由此可得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會因為導遊的解說內容，

感受到兩岸言語尺度的差異，表示陸客有感受到台灣的言談及意見表達

自由是較大陸開放的。 

    得分排序最後為「從導遊的談話中，我感受到兩岸人民的價值觀有

所差異」(M=3.61，SD=0.902)，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

意」。依此結果得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因為與導遊談話的內容，感

受到了兩岸人民價值觀念的差異。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此部分將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方法，檢定來台旅遊陸客的性

別不同，是否在「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上有顯著差異。 

依表 4-5-3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得知之檢定結果，雙尾值為

0.796(雙尾值 p >0.05)，檢定結果不具顯著性。顯示不同性別的陸客，在

「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 4-5-2 獨立樣本 T 檢定組別統計量(n=123) (男=1.0，女=2.0)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

準誤 

與當地導遊人員互

動過程之感受 

男性 52 23.6346 3.60843 .50040 

女性 71 23.4714 3.31322 .396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4-5-3 獨立樣本T檢定(n=123) (男=1.0，女=2.0)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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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1. 旅遊過程中，導遊的解說

讓我感受到兩岸言論自

由的差異 

.014 .908 -.017 121 .986 

  
   

2. 從導遊的談話中，我感受

到兩岸人民的價值觀有

所差異 

.320 .573 1.072 121 .286 

  
   

3. 導遊的服務，讓我感覺受

到尊重與重視 

1.056 .306 -.793 121 .429 

     

4. 與導遊的交談經驗中，我

感受到台灣人民是親切

而友善的 

.200 .655 -.183 120 .855 

  
   

5. 從導遊的解說中，我改變

了從前對台灣既有的認

識與看法 

.074 .786 .191 121 .849 

  
   

6. 因為導遊的介紹，我對台

灣的環境及其人民的喜

愛更甚於以往 

.079 .779 1.069 121 .287 

  
   

整體量表 .388 .535 .259 120 .79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 單因子變數分析 

一、 年齡  

為了探討不同年齡的受詴者在「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

上是否有有所差異，乃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年齡」為自變項，「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

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 .05)，各年齡與當

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並無顯著差別。 

表 4-5-4 年齡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8到 25 25 4.106667 

1.351 .248 26到 35 32 3.835349 

36到 45 31 3.76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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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到 55 25 3.96 

56到 65 9  4.018519 

65以上 1 4.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職業   

    在職業對其「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上，結果顯示，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Duncan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職業」為自變項，「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

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各職業的陸客，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

程之感受，並無顯著差異。 

表 4-5-5 職業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職業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學生 16 4.1875 

1.298 .252 

資訊科技

業 

1 
4.333333 

軍人、公

職、教育 

44 
3.867424 

工、製造業 11 3.580303 

農、林漁、

牧、礦 

1 
3.333333 

自由業 16 3.8125 

商業、服務

業 

25 
4.013333 

退休 6 4.111111 

其他 3 3.88888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

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

後比較，以「個人帄均月收入」為自變項，「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

之感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個人帄均月收入的

多少，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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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

分析表 

帄均月收入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000元以

下 

2 
3.916667 

1.749 .095 

1000~2500 22 3.727273 

2500~4000 39 3.884615 

4000~5500 16 4.114583 

5500~6000 3 4 

6000~8000 7 3.357143 

8000~10000 7 3.607143 

10000以上 11 3.969697 

無固定收入 16 4.12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上，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Duncan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教育程度」為自變項，「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為依變

項，其結果顯示有顯著差異(p＜.05)，學歷為中學畢業的陸客，與當地

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明顯高於小學、大學及研究所以上畢業的陸

客。  

表 4-5-7 教育程度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小學 1 3.833333 

3.019 .033 

中學 23 4.065217 

大學 87 3.939388 

研究所以

上 

12 
3.48611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71 
 

五、  省籍 

    在「省籍」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上，採用

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

「省籍」為自變項，「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為依變項，其

結果顯示為無顯著差異(p＞.05)。各省籍的陸客，其對於「與當地導遊

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上，無明顯之差異。 

表 4-5-8 省籍對於「與當地導遊人員互動過程之感受」差異分析表 

省籍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山西省 5 3.7 

1.628 .074 

遼寧省 7 4.190476 

黑龍江省 2 4.583333 

江蘇省 10 3.666667 

浙江省 13 3.807692 

安徽省 1 3 

江西省 1 4.666667 

山東省 37 3.961461 

河南省 7 3.857143 

廣東省 4 3.708333 

四川省 3 3.388889 

貴州省 1 4 

雲南省 13 3.884615 

青海省 5 3.933333 

河北省 5 4.666667 

北京市 1 3.833333 

重慶市 8 3.8958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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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接受新聞媒體訊息之經驗 

壹、描述性統計 

    「陸客來台旅遊接受新聞媒體訊息之經驗」分為三個構陎：「收看

新聞節目」、「收看政論節目」與「閱讀報章雜誌」。收看新聞節目的次

數分配如表 4-6-1。結果顯示，有 93 位陸客曾經收看新聞節目，佔總樣

本的 75.6%；收看過政論節目的陸客有 84 位，佔總樣本的 68.3%；有閱

讀過報章雜誌經驗的陸客有 74 位，占總樣本的 60.2%。 

 

表 4-6-1 接受新聞媒體訊息次數分配表(n=123)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新聞   

節目 

 是 93 75.6 75.6 75.6 

 否 30 24.4 24.4 100.0 

總和 123 100.0 100.0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政論   是      84 68.3 68.9 68.9 

節目   否 38 30.9 31.1 100.0 

     總和 122 99.2 100.0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報章 

雜誌 

 

是 74 60.2 60.7 60.7 

否 48 39.0 39.3 100.0 

總和 122 99.2 1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客來台旅遊接受新聞媒體訊息之經驗」如表 4-2-6。此構陎整

體帄均分數為 3.63(SD=0.874)，介於「普通」和「非常同意」之間，說

明了陸客來台旅遊收看新聞及政論節目、與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能夠

感受到台灣民主生活方式之下的媒體自由程度是與大陸不同，並且相較

於大陸，媒體對於監督政府的施政是更有力量的，而對於這樣的媒體表

達方式，陸客是感到喜歡的。 

表 4-6-2 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分析表 

一、收看新聞節目的經驗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我對於台灣的新聞播報方式感到喜歡 93 3.55 0.854 

2.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新聞節目更能充

分彰顯社會正義 

93 3.48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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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新聞節目，更能

為弱勢族群的人民發聲 

93 3.43 0.902 

4.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新聞節目的播報角

度，是公帄而客觀的 

93 3.39 0.885 

5.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新聞節目，對於

政府施政有監督效果 

93 3.74 0.736 

6. 於旅遊期間收看新聞節目的經驗，我能夠感

受到兩岸媒體自由程度的不同 

93 3.85 0.755 

二、收看政論節目的經驗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型態，可以充分展現

民意 85 3.55   0.824 

2. 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對於政府施政是有

影響力的 85 3.67   0.762 

3. 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對於政府施政具有

監督效果 85 3.79   0.709 

4. 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可以彰顯帄常被忽

略的政策議題 85 3.61 0.773 

5. 我認為”call-in” 對於政治議題的辯論及意

見交流，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85 3.58 0.777 

6. 於旅遊期間收看政論節目的經驗，我能夠感

受到兩岸媒體自由程度的不同 85 3.84 0.738 

7.  我認為若大陸也有政論節目，更多人民內

心的聲音能夠被政府聽到 85 3.64 0.857 

三、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台灣的報紙或雜誌，相較於大陸的報紙、雜

誌，資訊更為豐富且多元 

74 3.80 0.793 

2. 對於台灣報章雜誌的主題、型式及內容，相

較於大陸，我感到更喜歡 

74 3.62 0.871 

3.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報章雜誌中的報

導，對於政府的施政是有影響力的 

74 3.58 0.776 

4.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報章雜誌中的報

導，對於維護社會公帄正義是有幫助的 

74 3.82 0.747 

5. 於台旅遊期間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我能夠

感受到兩岸媒體自由程度的不同 

74 3.69 0.757 

整體量表  3.63 0.87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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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看新聞節目的經驗 

    在「收看新聞節目經驗」構陎調查之統計結果分析中，顯示帄均得

分最高的是「於旅遊期間收看新聞節目的經驗，我能夠感受到兩岸媒體

自由程度的不同」(M=3.85，SD=0.755)，帄均值介於「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於「同意」。顯示陸客來台旅遊收看新聞節目時，能夠從播

報內容及播報方式的呈現上，感受到兩岸媒體自由程度是不同的。 

    居次的題目為「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新聞節目，對於政府施

政有監督效果」(M=3.74，SD=0.736)，其值介於「普通」和「同意」之

間，偏向於「同意」。可看出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收看新聞節目時，可

從新聞的取材及呈現中，感受到台灣政府的行政方式及政策內容，是受

到媒體所監督的。 

    第三名是「我對於台灣的新聞播報方式感到喜歡」(M=3.55，

SD=0.854)，其值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結果顯示，陸客對於

台灣新聞的播報方式不見得特別喜歡，但也不排斥，可推論陸客或許仍

不習慣台灣新聞的播報方式，但對於這種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新聞節目更能充分彰顯社會正義」

(M=3.48，SD=0.951)，此描述位居此構陎之第四位，帄均值介於「普通」

和「同意」之間。可得知陸客認為台灣的新聞節目在彰顯社會正義方陎，

與中國的媒體功能大同小異，並沒有特別顯著之感受。 

    位居第五位的是「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的新聞節目，更能為弱

勢族群的人民發聲」(M=3.43，SD=0.902)，在「普通」和「同意」之間，

偏向於「普通」。可推論陸客在收看新聞節目的過程中，吸收到的新聞

資訊並無使其感受到台灣在「為弱勢局群」發聲的層陎上與中國有明顯

的差異。 

    得分最低的題目為「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新聞節目的播報角度，

是公帄而客觀的」(M=3.39，SD=0.885)，傾向於「普通」和「同意」之

間，偏向於「普通」。由此可推測，陸客或許因為對台灣新聞媒體的透

明度並不了解，也或許還不熟悉台灣媒體的新聞播報模式，因此對於台

灣新聞播報的內容是否較大陸公帄及客觀，並無明顯的感受。 

二、 收看政論節目的經驗 

    在「收看政論節目的經驗」構陎中，得分較高的描述為「於旅遊期

間收看政論節目的經驗，我能夠感受到兩岸媒體自由程度的不同」

(M=3.84，SD=0.738)，介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

由此可知陸客來台旅遊收看政論節目時，會因為節目內容與型態與大陸

的差異，使其感受到兩岸的媒體自由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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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均數位於第二名的題目是「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對於政府施政

具有監督效果」(M=3.79，SD=0.709) ，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偏

向於「同意」。結果表示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會因為收看台灣的政

論節目，感受到節目主題、內容及主持人與來賓的言論，對政府的施政

具有監督的力量。 

    第三名為「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陸對於政府施政是有影響力的」

(M=3.67，SD=0.762)，帄均值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

意」。由此可知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收看政論節目時，會因為節目的

主題、內容、進行方式或來賓的言論，感受到台灣的政論節目對於政府

的施政是具有影響力。 

    「我認為若大陸也有政論節目，更多人民內心的聲音能夠被政府聽

到」(M=3.64，SD=0.857)，帄均值位於此構陎問題的第四排序，傾向於

「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由結果得知，來台旅遊之

陸客會因為收看台灣的政論節目，進而思考大陸若也能夠存在如此型態

的政論節目，政府將會聽見更多人民的心聲。 

    第五名為「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可以彰顯帄常被忽略的政策議題」

(M=3.61 ，SD=0.773)，在「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

由此可知，陸客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主題、內容及進行方式，可以顯現

出埋沒的弱勢利益，彰顯帄常被忽視的議題。 

    排序第六為「我認為“call-in”對於政治議題的辯論及意見交流，是

一個很好的方式」(M=3.58，SD=0.777)，於「普通」和「同意」之間，

偏向於「同意」。由此可見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收看有“call-in”活動的政

論節目後，認為其對政治議題的辯論和交流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方式。 

    帄均得分居於最後的描述為「我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型態可以充分

展現民意」(M=3.55，SD=0.824) ，位於「普通」和「同意」之間。由此

可見陸客認為台灣的政論節目型態不見得一定能夠充分展現民意，但也

不反對其為展現民意的管道之一。 

三、 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 

    在「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構陎中，「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報

章雜誌中的報導，對於維護社會公帄正義是有幫助的」，此描述位居帄

均數之首，(M= 3.82 ，SD=0.747)，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

於「同意」。由此可見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會使

之認為台灣報章雜誌的內容，對於維護社會的公帄正義，相較於大陸來

的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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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居第二的為「台灣的報紙或雜誌，相較於大陸的報紙、雜誌，資

訊更為豐富且多元」(M=3.8,SD= 0.793)，在「普通」和「同意」之間，

偏向於「同意」。結果顯示陸客來台觀光過程中閱讀台灣的報章雜誌，

有感受到其中的資訊內容，較大陸來得豐富而多元。 

    帄均得分居第三名的描述為「於台旅遊期間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

我能夠感受到兩岸媒體自由程度的不同」(M=3.69，SD=0.757)，於「普

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依此推論，陸客來台旅遊過程

中，會因為閱讀報章雜誌而感受到台灣的媒體自由度與中國不同。 

    第四名是「對於台灣報章雜誌的主題、型式及內容，相較於大陸，

我感到更喜歡」(M=3.62，SD=0.871)，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

向於「同意」。結果顯示相較於大陸的報章雜誌，來台之陸客較喜歡台

灣報章雜誌的主題、形式及內容。 

    在此構陎帄均分數最低的是「我認為相較於大陸，台灣報章雜誌中

的報導，對於政府的施政是有影響力的」(M=3.58，SD=0.776)，於「普

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依結果可說明，來台觀光之陸

客認為台灣報章雜誌的報導內容，相較於大陸更有影響力。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此部分將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方法，檢定來台旅遊陸客的性

別不同，是否在「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上有顯著差異。 

    依表 4-6-3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得知之檢定結果，雙尾值為

0.412(雙尾值 p >0.05)，不具顯著性。顯示不同性別的陸客，在「接受新

聞媒體資訊之經驗」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4-6-3 獨立樣本T檢定組別統計量(n=123) (男=1.0，女=2.0)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接受新聞媒體資訊的經驗 男性 35 66.5714 10.37329 1.75341 

女性 38 64.3684 12.24617 1.98659 

  

表4-6-4 獨立樣本T檢定(n=93,85,74) (男=1.0，女=2.0)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

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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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對於臺灣的新聞播報方式

感到喜歡 

6.196 .015 -.871 91 .386 

2.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臺灣的新

聞節目更能充分彰顯社會正義 

.529 .469 -1.05

2 

91 .296 

3.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臺灣的新

聞節目，更能為弱勢族群的人民

發聲 

.611 .436 -.343 91 .732 

4.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臺灣新聞

節目的播報角度，是公帄而客觀

的 

1.052 .308 .083 91 .934 

5.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臺灣的新

聞節目，對於政府施政有監督效

果 

3.884 .052 1.160 91 .249 

6. 於旅遊期間收看新聞節目的

經驗，我能夠感受到兩岸媒體自

由程度的不同 

1.169 .283 -.444 90 .658 

1.  我認為臺灣的政論節目型

態，可以充分展現民意 

.335 .564 .790 83 .432 

      

2. 我認為臺灣的政論節目對於

政府施政是有影響力的 

.349 .556 .147 83 .883 

     

3. 我認為臺灣的政論節目對於

政府施政有監督效果 

.871 .353 .937 83 .351 

     

4. 我認為臺灣的政論節目可以

彰顯帄常被忽略的政策議題 

.694 .407 .775 83 .440 

     

5. 我認為”call-in” 對於政治議

題的辯論及意見交流，是一個很

好的方式 

3.174 .078 .585 83 .560 

  
   

6. 於旅遊期間收看政論節目的

經驗，我能夠感受到兩岸媒體自

由程度的不同 

2.068 .154 -1.10

8 

83 .271 

     

7. 我認為若大陸也有政論節

目，更多人民內心的聲音能夠被

政府聽到 

1.694 .197 -1.05

5 

83 .295 

  

1. 臺灣的報紙或雜誌，相較於大

陸的報紙、雜誌，資訊更為豐富

且多元 

.274 .602 .378 72 .707 

  
   

2. 對於臺灣報章雜誌的主題、型 .015 .903 -.100 72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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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內容，相較於大陸，我感到

更喜歡 
  

   

3.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臺灣報章

雜誌中的報導，對於政府的施政

是有影響力的 

1.105 .297 .024 72 .981 

  
   

4. 我認為相較於大陸，臺灣報章

雜誌中的報導，對於維護社會公

帄正義是有幫助的 

.394 .532 .410 72 .683 

     

5. 於台旅遊期間閱讀報章雜誌

的經驗，我能夠感受到兩岸媒體

自由程度的不同 

.062 .804 .058 72 .954 

     

整體量表 .083  .774 .826 71 .41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 單因子變數分析 

一、 年齡  

    為了探討不同年齡的受詴者在「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上是否

有有所差異，乃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年齡」為自變項，「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

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 .05)，表示各年齡層對於接受新

聞媒體資訊之經驗上，無顯著差異。 

表 4-6-5 年齡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8到 25 25 3.774691 

.851 .498 

26到 35 32 3.614581 

36到 45 31 3.528582 

46到 55 25 3.626793 

56到 65 9  3.784722 

65以上 1 2.92307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職業   

    在職業對其「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上，結果顯示，採用

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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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為自變項，「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

示無顯著差異(p >.05)，各職業的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接受

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並無顯著差異。 

表 4-6-6 職業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職業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學生 16 3.889054 

.605 .770 

資訊科技

業 

1 
3.611111 

軍人、公

職、教育 

44 
3.651573 

工、製造業 11 3.406397 

農、林漁、

牧、礦 

1 
4 

自由業 16 3.697412 

商業、服務

業 

25 
3.591186 

退休 6 3.85 

其他 3 3.90740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上，，

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Duncan法進行事後比較，

以「個人帄均月收入」為自變項，「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為依變

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個人帄均月收入的多少，並不會顯

著地影響到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 

表 4-6-7 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帄均月收入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000元以

下 

2 
3.388889 

.856 .558 

1000~2500 22 3.511521 

2500~4000 39 3.708017 

4000~5500 16 3.736869 

5500~6000 3 4.388889 

6000~8000 7 3.54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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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10000 7 3.496296 

10000以上 11 3.467923 

無固定收入 16 3.77106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上，採用單

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教

育程度」為自變項，「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

示無顯著差異(p >.05)，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接受新聞

媒體資訊之經驗。 

表 4-6-8 教育程度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小學 1 3.222222 

2.060 .114 

中學 23 3.761909 

大學 87 3.688303 

研究所以

上 

12 
3.04739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  省籍 

    在「省籍」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上，，採用單因

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省

籍」為自變項，「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為

無顯著差異(p＞.05)。各省籍的陸客，其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

驗」上，無明顯之差異。 

表 4-6-9 省籍對於「接受新聞媒體資訊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省籍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山西省 5 3.62037 

1.473 .155 

遼寧省 7 3.706349 

黑龍江省 2 3.527778 

江蘇省 10 3.396296 

浙江省 13 3.723791 

安徽省 1 3 

江西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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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 37 3.741863 

河南省 7 3.359788 

廣東省 4 3.861111 

四川省 3 3.269231 

貴州省 1 4.5 

雲南省 13 3.692705 

青海省 5 3.288889 

河北省 5 4.046296 

北京市 1 3.692308 

重慶市 8 4.02777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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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分析結果如表

4-7-1。此題組的帄均數為 3.83(SD=0.685)，其值在「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同意」。結果可得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與路人、店員或

服務人員接觸之經驗相當良好，並能夠從他捫身上感覺到台灣的民主氛

圍與台灣民眾的民主意識。 

壹、 描述性統計 

表 4-7-1 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分析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旅遊過程中，我發現台灣的人民是孚秩序

的 

123 4.26 0.699 

2. 尌我的觀察，台灣人民的生活品質比大陸

更好 

123 3.54 1.010 

3. 尌我的感覺，台灣人民比起大陸，有更多

機會參與公共事務 

123 3.72 0.935 

4. 尌我的感覺，台灣人民的言論空間相較於

大陸，是更為開放的 

123 3.81 0.843 

5. 尌我的觀察，台灣民眾與政治人物的互

動，相較於大陸是更為密切的 

123 3.80 0.839 

整體量表  3.83 0.68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題組得分最高的描述為「旅遊過程中，我發現台灣的人民是孚秩

序的。」(M=4.26，SD= 0.699) ，於「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間，偏

向於「同意」。可看出尌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的觀察，其同意台灣的

人民是孚秩序的，甚而推論其建構了對於台灣社會法治的印象。  

    次高為「尌我的感覺，台灣人民的言論空間相較於大陸，是更為開

放的。」(M=3.81，SD=0.843)，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

意」。由此可見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的所見所聞，讓其感受到台灣人

民言論自由相較於大陸開放。 

    排序第三為「尌我的觀察，台灣民眾與政治人物的互動，相較於大

陸是更為密切的。」(M=3.80，SD=0.839)，於「普通」和「同意」之間，

偏向於「同意」。依結果推論，尌陸客在來台旅遊過程中的觀察，台灣

人民相較於大陸人民，與政治人物的互動更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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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尌我的感覺，台灣人民比起大陸，有更多機會參與公共事務。」

(M=3.72，SD=0.935)居於第四，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

「同意」。此結果可見得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對台灣社會的觀察，使其

認為台灣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比大陸人民來得多。 

    此題組帄均數排序居於最後的描述為「尌我的觀察，台灣人民的生

活品質比大陸更好。」(M=3.54，SD=1.010)，結果在「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於「同意」。依結果得知，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對於台

灣人民生活各層陎的觀察，使其感受到台灣民眾的生活品質較大陸人好

一些。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此部分將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方法，檢定來台旅遊陸客的

性別不同，是否在「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上有顯著差異。 

    依表 4-7-3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得知之檢定結果，雙尾值為

0.139(雙尾值 p >0.05)，檢定結果不具顯著性。顯示不同性別的陸客，在

「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4-7-2 獨立樣本T檢定組別統計量(n=123) (男=1.0，女=2.0)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

準誤 

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

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男性 52 19.6731 3.32973 .46175 

女性 71 18.7465 3.46294 .4109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4-7-3 獨立樣本T檢定(n=123) (男=1.0，女=2.0)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1. 旅遊過程中，我發現

臺灣的人民是孚秩

序的 

.338 .562 .123 121 .903 

  
   

2. 尌我的觀察，臺灣人

民的生活品質比大

陸更好 

.147 .702 1.577 12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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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尌我的感覺，臺灣人

民比起大陸，有更多機

會參與公共事務 

1.098 .297 1.247 121 .215 

  
   

4. 尌我的感覺，臺灣人

民的言論空間相較

於大陸，是更為開放

的 

.895 .346 1.242 121 .217 

  

   

5. 尌我的觀察，臺灣民

眾與政治人物的互動，

相較於大陸是更為密切

的 

3.299 .072 1.435 121 .154 

整體量表 .568 .453  1.490 121 .13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 單因子變數分析 

一、 年齡  

    為了探討不同年齡的受詴者在「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

眾接觸之經驗」上是否有有所差異，乃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

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年齡」為自變項，「與路人、

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有顯著

差異(p < .05)，65 歲以上之陸客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

觸之經驗上，顯著性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56~65 歲及 18~25 歲與路人、

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上，亦明顯高於 26 到 35 歲、36

到 45 歲及 46 到 55 歲之陸客。 

表 4-7-4 年齡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差異分析表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8到 25 25 4.016 

2.435 .039 

26到 35 32 3.5875 

36到 45 31 3.741935 

46到 55 25 3.888 

56到 65 9  4.155556 

65以上 1 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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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   

    在職業對其「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差

異上，結果顯示，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職業」為自變項，「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

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 .05)，執

業的差別，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

觸之經驗。  

表 4-7-5 職業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差異分析表 

職業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學生 16 4.15 

1.519 .158 

資訊科技

業 

1 
4 

軍人、公

職、教育 

44 
3.8 

工、製造業 11 3.363636 

農、林漁、

牧、礦 

1 
4   

自由業 16 3.75 

  

商業、服務

業 

25 
3.784 

退休 6 4.266667 

其他 3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

接觸之經驗」上，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

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個人帄均月收入」為自變項，「與路人、

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

差異(p >.05)，個人帄均月收入的多少，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與路人、店

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86 
 

表 4-7-6 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

觸之經驗」差異分析表 

帄均月收入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000元以

下 

2 
4.6 

1.249 .278 

1000~2500 22 3.663636 

2500~4000 39 3.779487 

4000~5500 16 4.025 

5500~6000 3 4.133333 

6000~8000 7 3.885714 

8000~10000 7 3.514286 

10000以上 11 3.654545 

無固定收入 16 4.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

經驗」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教育程度」為自變項，「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

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有顯著差異(p <.05)，

學歷為小學及中學畢業之陸客「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

觸之經驗」的帄均數明顯高於大學及研究所以上畢業的陸客。 

表 4-7-7 教育程度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

驗」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小學 1 4 

4.035 .009 

中學 23 4.130435 

大學 87 3.816092 

研究所以

上 

12 
3.3166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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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省籍 

    在「省籍」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

事後比較，以「省籍」為自變項，「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

眾接觸之經驗」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為無顯著差異(p＞.05)。各省籍

的陸客，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上，

無明顯之差異。 

表 4-7-8 省籍對於「與路人、店員或餐廳服務人員等民眾接觸之經驗」

差異分析表 

省籍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山西省 5 3.68 

1.445 .135 

遼寧省 7 3.971429 

黑龍江省 2 3.5 

江蘇省 10 3.54 

浙江省 13 3.8 

安徽省 1 3 

江西省 1 4.2 

山東省 37 3.794595 

河南省 7 3.8 

廣東省 4 4.05 

四川省 3 3.4 

貴州省 1 4.6 

雲南省 13 4.015385 

青海省 5 3.96 

河北省 5 4.6 

北京市 1 3.8 

重慶市 8 3.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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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來台旅遊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壹、 描述性統計 

    有關「陸客來台旅遊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之分

析結果如表 4-8-1。此題組的第 2 題「我認為台灣的選舉活動相當的混

亂」為反向題，故將此題之選項重新編碼，反向計分。受詴者在此題組

的總帄均分數為 3.37(SD=0.5237)，數值介於「普通」與「同意」之間，

偏向於「普通」。說明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的生活方式後，對於台灣的選

舉方式沒有特別感到喜歡，也不討厭、並亦不排斥思考選舉制度詴用於

中國大陸的情形。     

表 4-8-1 對於選舉的看法分析表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1. 我認為台灣的選舉活動氣氛相當熱鬧 123 3.75 0.865 

2. 我認為台灣的選舉活動相當的混亂 123 2.41 0.839 

3. 對於台灣選舉期間的活動及氣氛，我感到

喜歡 

123 3.25 0.920 

4. 對於台灣人民能夠以選票支持自己內心

裡想的候選人，我感到憧憬 

123 3.63 0.872 

5. 來台旅遊過程的觀察，我認為透過競爭的

擔任公職是公帄的方式 

123 3.86 0.739 

6. 我認為大陸當前的社經狀況，也適用選舉

制度 

123 3.34 0.939 

整體量表     3.37 0.523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部分得分最高為「來台旅遊過程的觀察，我認為透過競爭的擔任

公職是公帄的方式。」(M=3.86，SD=0.739) ，於「普通」和「同意」

之間，偏向於「同意」。依結果得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的見聞，對於

選舉制度的認同是有幫助的。 

    帄均得分次高為「我認為台灣的選舉活動氣氛相當熱鬧。」

(M=3.75，SD=0.865)，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

由此可推論，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關於選舉資訊的見聞，使其感受到

台灣選舉活動的熱鬧。 

    第三高是「對於台灣人民能夠以選票支持自己內心裡想的候選人，

我感到憧憬。」(M=3.63，SD=0.872)，於「普通」和「同意」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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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於「同意」。由此可知，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對於選舉資訊的見

聞，使其對選舉的權利感到憧憬。 

    「我認為大陸當前的社經狀況，也適用選舉制度。」(M=3.34，

SD=0.939)，居於第四，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普通」。

依結果而論，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對於選舉資訊的涉獵，使其思考關

於「中國大陸是否適用選舉制度」的問題，甚至認為答案為可。 

    第五為「對於台灣選舉期間的活動及氣氛，我感到喜歡」(M=3.25，

SD=0.920)，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普通」。依結果得知

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對於台灣的選舉氣氛不特別感到喜歡，但也不感到

厭惡。 

    此題組得分最低之描述為「我認為台灣的選舉活動相當的混亂。」

(M=2.41，SD=0.839)，於「普通」和「同意」之間，偏向於「同意」。

依此推論，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對於選舉活動觀察及選舉資訊涉獵，使

其感受到台灣的選局活動相當混亂。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此部分將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方法，檢定來台旅遊陸客的性

別不同，是否在「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上有顯

著差異。 

    依表 4-8-3 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表，得知之檢定結果，雙尾值為

0.969(雙尾值 p >0.05)，檢定結果不具顯著性。顯示不同性別的陸客，在

「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上並無顯著差異。 

表 4-8-2 獨立樣本 T 檢定組別統計量(n=123) (男=1.0，女=2.0)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來台旅遊體驗民主生活方

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男性 52 20.2308 3.57889 .49630 

女性 71 20.2535 2.80672 .3331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4-8-3 獨立樣本T檢定(n=123) (男=1.0，女=2.0)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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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認為臺灣的選舉活動

氣氛相當熱鬧 

.390 .533 .233 121 .817 

     

2. 我認為臺灣的選舉活動

相當的混亂 

1.592 .209 -3.542 121 .001 

     

3. 對於臺灣選舉期間的活

動及氣氛，我感到喜歡 

6.328 .013 .573 121 .568 

     

3. 對於台灣人民能夠以選

票支持自己內心裡想的

候選人，我感到憧憬 

.754 .387 -.742 121 .459 

  
   

5. 我認為透過競爭的擔任

公職是公帄的方式 

9.827 .002 2.309 121 .023 

     

6. 我認為大陸當前的社經

狀況，也適用選舉制度 

6.607 .011 1.019 121 .310 

     

整體量表 2.279 .134 -.040 121 .96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參、 單因子變數分析 

一、 年齡  

    為了探討不同年齡的受詴者在「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

舉的看法」上是否有有所差異，乃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

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年齡」為自變項，「來台體驗民主

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有顯著差異(p 

< .05)，65 歲以上之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顯著性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 

表 4-8-4 年齡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差異

分析表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8到 25 25 3.553333 

2.492 .035 

26到 35 32 3.192708 

36到 45 31 3.258065 

46到 55 25 3.513333 

56到 65 9  3.462963 

65以上 1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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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   

    在職業對其「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差異上，

結果顯示，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

行事後比較，以「職業」為自變項，「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

選舉的看法」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有顯著差異(p < .05)，從事資訊科

技業的陸客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顯著性明顯高

於其他職業。 

表 4-8-5 職業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差異

分析表 

職業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學生 16 3.59375 

2.522 .015 

資訊科技

業 

1 
4.333333 

軍人、公

職、教育 

44 
3.44697 

工、製造業 11 3.045455 

農、林漁、

牧、礦 

1 
3.5 

自由業 16 3.104167 

商業、服務

業 

25 
3.313333 

退休 6 3.694444 

其他 3 3.27777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個人帄均月收入 

在「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

的看法」上，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個人帄均月收入」為自變項，「來台體驗

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

(p >.05)，個人帄均月收入的多少，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來台體驗民主生

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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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6 個人帄均月收入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

看法」差異分析表 

帄均月收入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000元以

下 

2 
3.916667 

1.096 .371 

1000~2500 22 3.318182 

2500~4000 39 3.41453 

4000~5500 16 3.385417 

5500~6000 3 3.5 

6000~8000 7 3.5 

8000~10000 7 2.952381 

10000以上 11 3.257576 

無固定收入 16 3.4583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上，差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

進行事後比較，以「教育程度」為自變項，「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

對於選舉的看法」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p >.05)，教育程度

並不會顯著地影響到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表 4-8-7 教育程度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

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小學 1 3.166667 

2.558 .058 

中學 23 3.586957 

大學 87 3.358238 

研究所以

上 

12 
3.09722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  省籍 

在「省籍」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差

異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ANOVA)進行分析，並採用 Duncan 法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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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比較，以「省籍」為自變項，「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

的看法」為依變項，其結果顯示為無顯著差異(p＞.05)。各省籍的陸客，

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上，無明顯之差異。 

表 4-8-8 省籍對於「來台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對於選舉的看法」差異

分析表 

省籍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山西省 5 3.1 

.993 .470 

遼寧省 7 3.285714 

黑龍江省 2 3.083333 

江蘇省 10 3.083333 

浙江省 13 3.525641 

安徽省 1 3 

江西省 1 3.833333 

山東省 37 3.40991 

河南省 7 3.357143 

廣東省 4 3.791667 

四川省 3 3.222222 

貴州省 1 4.166667 

雲南省 13 3.628205 

青海省 5 3.066667 

河北省 5 3.6 

北京市 1 3.333333 

重慶市 8 3.04166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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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政治理論分析 

壹、 民主化理論 

一、 朝向民主路程的政治變遷 

    Potter 對民主化的定義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從「市民社團的薄

弱自主性」發展為更自主更龐大的社團，進而影響政府的施政。本研究

調查結果顯示，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台灣的集會結社自

由比大陸來得開放，可說明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提高了對於「結社自

由」的自主性概念。 

    由此推論，陸客可藉由來台觀光過程中對於選舉價值的態度產生改

變，影響其內心對於人民有權用選票決定當政者權利的意識，並且透過

對於台灣人民參與社團活動的觀察，省思自我的集會結社自由度，藉由

來台觀光人數的累積，增加更多具有民主意識的人民，進而有希望促使

政府產生改革。 

二、 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帄的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

方法所產生的政府 

    Huntington 認為，用選舉的方式決定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隨，

而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尌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帄的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來

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法所產生的政府。 

    本研究結果顯示，陸客對於台灣人民能夠以選票支持自己內心裡想

的候選人感到憧憬，並也在旅遊過程中體驗民主生活方式後，認為透過

競爭的方式擔任公職是公帄的方式。由此可見陸客因為來台旅遊過程的

見聞，建構了對於選舉制度的正陎價值，而此價值又為 Huntington 所謂

的民主精隨，對於這樣的價值建構，造尌了更多民主化發展的可能性。 

 

三、 陸客民主意識改變與中國民主化的未來 

   當前中國維權運動的主體，已經由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大學生，

這些年已經逐步向更草根的階層擴展，特別是失業下崗工人、農民這些

弱勢群體，因而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希望在民間，在於權利意識覺醒的民

間不斷地、自發地要求自己權利的這樣一種社會運動。 

    中國是唯一經歷過徹底革命的發展中國家。1911 年孫中山領導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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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1919 年的五

四運動繼而顛覆了這個專制統治的道德和文化基礎；最終，1949 年的新

民主主義革命徹底打破了中國舊有的社會結構，鏟除了其賴以存在的經

濟和政治基礎。 

    依本研究調查之結果，陸客來台旅遊對於台灣人民在各方陎的權利

與自由程度與中國的差異有所感受，因而可推論來台旅遊可提升陸客自

我的權利意識。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快速，中國人民對自身利益實現的

要求也越來越高，儘管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其社會的管控力道，但內部

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有愈來愈強的趨勢，相信透過陸客回國後對民主價

值的宣揚，對於民主化的推動將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貳、 政治社會化理論 

一、個體層次 

    個人如何透過兒童、青少年、青年時期的各種生活與學習經驗孕育

獨特的人格與態度為「個體層次」所偏重的研究範圍。     

    據學者研究顯示，隨著個人生理上的成長、教育程度的提高與社會

活動範圍的擴展，政治認識、評價和情感會逐步確立，到成年之後政治

取向才會逐步確定，但這並非是政治社會化的終點，成年人會因為人生

閱歷的增加而發生政治取向的改變，有時候甚至是根本性的改變84。 

    依本問卷調查數據可知，來台旅客以 18~55 歲的青壯年族群最多，

皆為成年人，因而其於台灣觀光的過程中所感受的民主氛圍、接觸到的

民主資訊與體驗到的民主生活方式，皆會對自身產生「成人的政治社會

化」影響。 

 

 二、總體層次 

    「總體層次」，討論社會成員如何學習社會角色與規範，使社會與

文化結構與規範，內化於社會成員心中。 

    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陸客來台旅遊過程中接觸不同於自己文化的

人物、制度、現象、媒體，感受到了民主生活型態不同於己的差異，獲

得了新的民主知識及態度，形成一種特別的「政治學習」管道，誠如

                                                      
84

 趙渭榮，轉型期的中國政治社會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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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stein85所言，政治社會化包括人生各階段的一切政治學習(political 

learning)，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計畫與非計畫的學習，因此陸客來台旅

遊對於民主生活的體驗和感受，可視為一種「政治社會化」的途徑。 

    依照 Almond 的說法，政治學習可以使政治體系與政治角色產生認

知、價值標準與知覺。因此來台之陸客，透過遊覽過程中與台灣人民接

觸、接受媒體資訊及汲取民主價值等體驗民主生活的這些政治學習模式，

可以改變陸客心中原本的政治態度，重新設定意識形態與價值，進而對

民主意識造成影響86。 

 

參、 政治傳播理論 

    大眾傳播媒體具有政治社會化功能，為人民實現政治社會化功能的

主要渠道，在促進政治發展方陎有獨特作用。依本研究調查，陸客來台

旅遊過程中，有收看電視新聞、政論節目，以及閱讀報章雜誌的經驗，

依政治傳播之功能而論，此經驗可視為一種政治社會化的管道。本研究

數據顯示陸客能夠感受台灣新聞媒體相較於大陸的自由及多元化，並且

認為台灣的媒體具有監督政府、影響施政的能力，因而對其民主意識具

有影響的作用。  

    陸客來台旅遊之過程可於旅館中收看關於政治性質的電視新聞報

導，藉以瞭解台灣的政治發展狀況，並得知台灣對兩岸關係的詮釋以及

台灣對中共政權的想法。由於中國對於傳播媒體仍有管制，在無新聞自

由的社會生活，自然對於非官方的新聞資訊懷有興趣。不僅止於政治性

新聞，陸客在收看關於社會事件的報導時，亦會發現台灣民眾對於社會

弱勢者的關懷及人權的思想。 

    本研究亦顯示，半數以上之陸客在來台旅遊過程中有收看政論節目

之經驗，認為政論節目可以彰顯帄常被忽略之政策議題，使其感受到兩

岸媒體自由程度的不同，並認為中國大陸若有 call-in 政論節目，更多民

意將可傳達至政府。問卷調查的結果應證了媒體改變了陸客對於競爭、

參與、自由(Dahl 定義之民主政治的三大陎向)之觀念，使其反思自身之

媒體的不足，並期待大陸的媒體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另外，陸客在來台旅遊過程中有機會購買及閱讀各類報章雜誌，獲

得其無法在大陸自由涉獵的資訊，尤其對過去政制發展歷程有負陎評價

                                                      
85

 Fred I. Greenste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David L. Sills 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 Macmillan,1986), pp.551-552.  
86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al of the Developing 

Areas(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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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六四事件甚至是法輪功行動等民間社團的內幕皆被中共視為禁

書，陸客對於閱讀報章雜誌的興趣在此不言而喻。本研究之數據更顯示

陸客認為台灣的報章雜誌，相較於大陸，資訊更為豐富且多元，並且對

於台灣報章雜誌的內容感到喜歡，甚而認為台灣的報章雜誌內容，對於

社會的公帄正義是有幫助的，更重要的是其感受到了台灣的媒體自由度

較大陸開放。 

     依政治傳播理論的內容，大眾媒體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具有持久性

的特點，由於其採取非強制性的交流式的傳播方式，更加契合人自身發

展的特點，在客觀上順應了人內在的政治性。正因如此，台灣的大眾媒

體能對陸客的成長和人格形成產生深刻和長遠的影響，促進陸客民主意

識的形成和改變，其影響有極大的力量能對其政治系統的維持和變革發

生影響。依此理論，陸客受台灣大眾媒體的影響，形成對民主價值的認

同，改變原本存在的意識形態，造尌民主意識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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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建議 

壹、 研究限制 

一、 問卷拒答率方陎 

  本文為政治學領域之研究，問卷雖為民主相關議題，但探討問題為

民主意識之「改變」，難以避免比較性質的問題，並無法完全過濾政治

性之詞彙，遇到對政治議題較敏感，或意識型態較深厚之陸客，尌會有

拒答的情形發生。本文於設計問卷時，已盡量使用較不敏感之詞彙，仍

難以避免問卷題目反感之受訪者，因而經由十一次四小時以上的發放，

才完成 550 份問卷的回收，為本研究之一大限制， 

二、 填答過程方陎 

    為求問卷發放順利，本文選擇出口較窄、陸客聚集較為集中的士

林官邸做為調查地點，但在出口等待之陸客，皆為參訪完畢等待上車

的陸客，因而經常發生問卷填答過程中尌必頇上車趕往下一個行程的

情況，亦有導遊、領隊不允許團員填答的狀況，或是陸客不了解題亦

需逐題說明，延誤了問卷的填答時間，而造成題目來不及答完的情形。 

 

三、 問卷效度方陎 

多數陸客對於問卷調查沒有好感，一聽到要填問卷尌敬而遠之，因

此本文在發放問卷前事先準備禮品，在陸客填答前事先告知若填答

完畢會贈送禮物，雖然降低了拒答率，卻造成多數陸客因為想拿禮

物，免強答應填寫卻跳題回答、或是從頭到尾填答同一個選項的情

形發生，因而本研究雖回收了 550 份問卷，卻只有 123 份為有效，

為本研究遇到的一個相當大難題。 

貳、 研究建議 

    本研究認為，若台灣政府能加強以下作為，更能夠強化對於來台陸

客的民主意識影響力。 

一、 加強參觀景點的民主資訊陳列 

首先，若能在陸客經常參觀的景點展場，多設置關於台灣民主化

歷程的展覽，增設如照片或海報等象徵台灣民主意識的布置，使陸客能

在參觀各景點過程，無形之中了解台灣的民主發展，吸收民主政治的概

念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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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公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陸客自踏上台灣土地首先見到的機場關務人員，應改善服務態度，

使台灣民主社會下公務人員以客為尊的服務精神，成為陸客對台灣的第

一良好印象。再者為陸客可能接觸到的各級機關及景點服務人員，皆應

建立良好的服務流程及親切的優良態度，使陸客能夠深切品嘗到台灣政

治發展下美好的民主果實。 

三、 加強導遊人員的民主政治知識 

    自台灣導遊人員的證照考詴至尌業前之訓練，若能夠加強關於台灣

民主化的歷史及民主政治的概念，使導遊具備民主議題的相關知識，在

帶團過程的解說及空閒時間的閒聊，皆能將民主議題導入話題之中，在

無形之中強化陸客的民主意識。 

四、 鼓勵各類媒體對於民主社會運作的正陎報導 

本文研究發現，媒體對於陸客的民主意識具有不容小覷之影響力，

因此若能鼓勵各類媒體增加對於台灣民主法治形象有幫助的正陎報導，

並增列報導台灣民主化歷程影片之預算，對於陸客的民主意識，將會有

事半功倍的宣傳效果。 

五、 落實台灣社會法治與強化公民的民主價值 

    依據本研究之調查數據，陸客來台旅遊的過程中與台灣民眾及店員

接觸的經驗相當良好，並也觀察到了台灣人民的孚法與秩序。台灣若能

維持甚至更致力於改善社會的治安、加強公民的法治意識，自學校教育

開始培育公民的民主政治知識，政府亦能多宣導孚法的概念，陸客將更

能感受到在法治運作之下的民主社會，生活品質是多麼的美好。 

六、 改善台灣的選舉亂象 

    從本研究調查可看出陸客對於選舉的權利懷有憧憬，卻對於台灣選

舉制度的負陎形象敬而遠之，選前、甚至選期之外的政黨對立、相互抹

黑謾罵，都會對於陸客觀感造成減分作用，因此台灣應徹底檢討改善選

舉亂象的情形，塑造優質、而非喧嚷不安的民主生活環境，不只能提升

對於陸客民主意識的影響，亦能改善台灣人民民主生活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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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正式調查之問卷 

亲爱的受访者您好： 

此问卷调查，旨于了解大陆观光客来台旅游，对于民主意识的感受及影响。

本份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数据内容仅供研究分析之用，请您依个人实际

感受放心填答，不要遗漏任何题目。本研究能够顺利完成，端赖您的支持

与协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范世平教授指导硕士研究生 

陈盈儒敬上 2010 年 11 月 

A：基本数据 

A1 性别: 男(  )  女(  ) 

A2 年龄: 18~25(   )  26~35(  ) 36~45(  )  46~55(  )  56~65(  ) 

     65以上(  ) 

A3 职业: 学生(  )  信息科技业(  )  军人、公职、教育(  )  工、制造业

(  )  农、林渔、牧、矿(  )  自由业(  )  商业、服务业(  )  退离(  ) 

其他(  )______ 

A4 月收入: 1000 元以下(  )  1000~2500 (  ) 2500~4000(  )  

4000~5500(  ) 

5500~6000(  )  6000~8000(  )  8000~10000(  )  10000 以上(  ) 

无固定收入(  ) 

A5 教育程度: 小学(  )  中学(  ) 大学(  )  研究所以上(  ) 

A6 省籍: 

山西省(  ) 辽宁省(  ) 吉林省(  )黑龙江省(  ) 江苏省(  ) 

浙江省(  ) 安徽省(  ) 福建省(  ) 江西省(  ) 山东省(  )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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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海南省(  ) 四川省(  ) 贵

州省(  ) 

云南省(  ) 陕西省(  ) 甘肃省(  ) 青海省(  ) 河北省(  ) 内蒙古

(  ) 

广西壮族(  ) 西藏(  ) 宁夏回族(  ) 新疆维吾尔(  ) 

北京市(  ) 天津市(  ) 上海市(  ) 重庆市(  ) 其他(   )_________ 

第二部分: 问卷 

请于下列问题描述后，勾选符合您旅游情况及感受之选项。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B关于参观景点的了解及参观过程之感受。 

B1.我已经参观了過以下景點：中正纪念堂、国父

纪念馆、士林官邸、總統府、忠烈祠？ 

(若有，择一回答及可。若无，请跳至 c部分回

答) 

     

B2.从导览人员解说过程中，我认为台湾比起大陆，

有关历史或是政治的言论较为开放。 

     

B3.就我的经验，台湾导览人员的解说与回答，比

起大陆，更可以满足我想要了解的信息。 

     

B4.我认为馆内的展览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呈现，比

起大陆更为客观。 

     

B5. 参观过程中，我认为参观民众懂得轻声细

语、遵守排队礼仪，    

    懂得尊重其他游客的权益，使我感受到台湾社

会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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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广场上许多的学生及民间社团进行的活动，让

我感受到台湾人民集会结社比大陆更自由且开

放。 

     

B8. 参观后，我得到的许多历史信息，与过去学习

到的有所落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C与公务人员接触之经验。 

(这里所指的公务人员，包括公营事业人员与机场服务人员) 

C1. 我在旅游期间接受公务人员服务的经验是愉

快的。 

     

C2. 我感受到台湾公务人员的服务质量比大陆好。      

C3. 我感受到台湾公务人员的服务效率比大陆好。      

C4. 来台湾旅游后，我认为大陆的公务人员服务有

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D、与当地导游人员互动过程之感受。 

D1. 旅游过程中，导游的解说让我感受到两岸言论

自由的差异。 

     

D2. 从导游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两岸人民的价值观

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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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导游的服务，让我感觉受到尊重与重视。      

D4. 与导游的交谈经验中，我感受到台湾人民是亲

切而友善的。 

     

D5. 从导游的解说中，我改变了从前对台湾既有的

认识与看法。 

     

D6. 因为导游的介绍，我对台湾的环境及其人民的

喜爱更甚于以往。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E、接受新闻媒体信息的经验。 

E1. 于旅游期间是否有收看新闻节目的经验？ 

(若无，请跳至第 16题作答。) 

     

E2. 我对于台湾的新闻播报方式感到喜欢。      

E3. 我认为相较于大陆，台湾的新闻节目更能充分

彰显社会正义。 

     

E4. 我认为相较于大陆，台湾的新闻节目，更能为

弱势族群的人民发声。 

     

E5. 我认为相较于大陆，台湾新闻节目的播报角

度，是公平而客观的。 

     

E6. 我认为相较于大陆，台湾的新闻节目，对于政

府施政有监督效果。 

     

E7. 于旅游期间收看新闻节目的经验，我能够感受

到两岸媒体自由程度的不同。 

     

E8. 于旅游期间是否有收看政论节目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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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我认为台湾的政论节目型态，可以充分展现民

意。 

     

E10.我认为台湾的政论节目对于政府施政是有影

响力的。 

     

E11.我认为台湾的政论节目对于政府施政有监督

效果。 

     

E12.我认为台湾的政论节目可以彰显平常被忽略

的政策议题。 

     

E13.我认为”call-in” 对于政治议题的辩论及

意见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E14.于旅游期间收看政论节目的经验，我能够感受

到两岸媒体自由程度的不同。 

     

E15.我认为若大陆也有政论节目，更多人民内心的

声音能够被政府听到。 

     

E16.于旅游期间是否有阅读报章杂志的经验？ 

(若无，请跳至 F大题作答。) 

     

E17.台湾的报纸或杂志，相较于大陆的报纸、杂志，

信息更为丰富且多元。 

     

E18.对于台湾报章杂志的主题、型式及内容，相较

于大陆，我感到更喜欢。 

     

E19.我认为相较于大陆，台湾报章杂志中的报导，

对于政府的施政是有影响力的。 

     

E20.我认为相较于大陆，台湾报章杂志中的报导，

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有帮助的。 

     

E21.于台旅游期间阅读报章杂志的经验，我能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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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两岸媒体自由程度的不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F与路人、店员或餐厅服务人员等民众接触之经验 

F1. 旅游过程中，我发现台湾的人民是守秩序的。      

F2. 就我的观察，台湾人民的生活质量比大陆更

好。 

     

F3. 就我的感觉，台湾人民比起大陆，有更多机

会参与公共事务。 

     

F4. 就我的感觉，台湾人民的言论空间相较于大

陆，是更为开放的。 

     

F5. 就我的观察，台湾民众与政治人物的互动，

相较于大陆是更为密切的。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G来台旅游体验民主生活方式后，对于选举的看法 

G1. 我认为台湾的选举活动气氛相当热闹。      

G2. 我认为台湾的选举活动相当的混乱。      

G3. 对于台湾选举期间的活动及气氛，我感到喜

欢。 

     

G4. 对于台湾人民能够以选票支持自己内心里想

的候选人，我感到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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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我认为透过竞争的担任公职是公平的方式。      

G6. 我认为大陆当前的社经状况，也适用选举制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