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
治
學
研
究
所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碩
士
論
文

亡
國
感
的
因
素
與
對
投
票
選
擇
的
影
響
：
以
我
國
2020
總
統
大
選
為
例
研
究
生
：
林
婉
萱
108
學
年
度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亡國感的因素與對投票選擇的影響：
以我國 2020 總統大選為例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Sense of the Nation’s Impending
Doom: Taiwan’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研究生：林婉萱
Wan-Hsuan Lin
指導教授：劉正山

博士

Dr. Frank Cheng-shan Liu
中華民國 109 年 07 月
July 2020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亡國感的因素與對投票選擇的影響：
以我國 2020 總統大選為例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Sense of the Nation’s Impending
Doom: Taiwan’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研究生：林婉萱
Wan-Hsuan Lin
指導教授：劉正山

博士

Dr. Frank Cheng-shan Liu
中華民國 109 年 07 月
July 2020

論文審定書

i

論文公開授權書

ii

致謝

致謝
很喜歡中山，在這裡想看海就看海、想爬山就爬山，不用特地騎到很遠的地
方才能做這些事。而每當看到校園裡的野生動物總會感到驚嘆，牠們總是讓我感
激能在如此美好的地方上學。大學畢業後，學校成為我一直渴望能再回去的一個
家。而我也很幸運在這短短兩年、已然豐收的碩專生活裡，認識了從面試那一天
就成為同窗好友的嘉慧、羽成，一起上課讀書、下課後並肩走長長的隧道到福泉
點碗雪花冰，是碩專生涯裡最日常、也最難忘的回憶；跟隨著劉正山老師一起踏
進 R 語言的世界，在每一次的編碼獲得順利開牌時的驚喜，與檢證數據與假設的
成就感，很感謝劉正山老師總是毫無保留地指導解惑與鼓勵。

逢周末進圖書館看書前，習慣先早起上山找學校的校狗喬妹、皮皮、莉莉與
胖弟，一同在後山散步；下午圖書館閉館後，又再次上山找這群毛小孩在西灣的
夕陽下吹吹風，謝謝心愛的舒壓小夥伴喬皮莉胖。謝謝我的未婚夫峻賢，關於那
些我行我素、永遠都是沒關係有我陪著妳。謝謝我的家人，尤其哥哥以研究生過
來人的身分提供了許多注意事項與指教。與謝謝任職的雪明企業總是厚待於我，
當公司得知入取碩專班，立刻提出我每日可以提前下班、好趕車到高雄讀書。謝
謝系辦鐘瑩學姊不厭其煩地解決我各種提問、107 年級碩專班的同學們切磋學習，
及傳授寶貴知識的老師們。

求知應是一輩子的事，謝謝三年前決定報考研所的自己，才能在中山政研所
如此自由的思辨學風下，再次追尋理想。論文書寫近完稿時，香港正經歷旺角大
圍捕與通過港版《國安法》
。願天佑香港，願覺醒了的不再沉睡、站起來的不再屈
膝。

林婉萱

謹誌於

國立中山大學
2020/08/31
iii

中文摘要

摘要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8 年持續提出「民族復興」
、
「兩岸一家親」及「不
放棄武力犯台」等軟硬兼施對台策略。面對中國威脅，
「亡國感」成為甚囂塵上的
一個詞彙。而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更是強化此一感受性詞彙的源頭，港
警無差別攻擊市民，使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警語不斷被發出。本研究希
望能找出「亡國感」較合理的意涵，因此透過微笑小熊調查小棧蒐集網路問卷以
驗證本研究的問題與假設，資料檔將解釋中國威脅與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氛圍、及
選擇社群網站接觸政治新聞、台灣人認同與世代，如何連動影響兩岸政治氣氛，
與選民在 2020 年總統大選時的投票選擇。因此建構兩個模型以研究「亡國感」的
因素，與檢證「亡國感」是否為蔡英文以族群認同為動員選舉的主力。研究結果
顯示，
「亡國感」的主因為中國對台灣戰爭的威嚇一直未消失，也使得台灣人意識
到中國威脅，尤其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使台灣人民感受到與香港正面臨著中國威
權政體的壓迫。而「亡國感」也證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在看到香港當前的
悲劇，產生最終將被中國併吞的擔憂感，蔡英文的勝選在此議題上突顯投票選擇
時選民的考量因素。

關鍵字：亡國感、中國威脅、國族認同、政治世代、社群網站與政治、投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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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in recent years put forward the
“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re all of one
family”, “Do not give up the armed forces to fight Taiwan” and other hard and soft to
Taiwan strategy. Facing a threat of China, the mind sends people’ s subtle warning
signals that our country’s death is fast-approaching. And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became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movement until 2019, the
movement has almost lost its momentum. The Hong Kong's police were
indiscriminately just beating people, “Today’s Hong Kong, Tomorrow's Taiwan.” is
keeping warning. The author hopes to discover a rational meaning of “a sense of the
nation’s impending doom”. In order to verify my hypotheses, I conduct the data from a
web survey provided by smilepoll.tw. The data are used for explaining China threat, and
whether hostility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lso people who use social media to
understand public affair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Taiwanese identity” and age, have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voting selection in
2020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this thesis is to
construct two target detection models, and discover the concept of “a sense of the
nation’s impending doom”. Also sets out to explore is “a sense of national doom” of
Tsai Ing-wen, use ethnic identity as the main issue to run the election campaigns or no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use of “sense of the nation’s impending doom”
is the threat of war has not gone away, resulted in Taiwanese are aware that China is the
nation’s biggest threat. As well as watching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that we are
facing oppression by the same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same subjugating force from
China. And the sense of “national doom”, also confirm will affect the voters' vote
choices: seeing the current tragedy in Hong Kong and fearing an apocalyptical scenario
of Chinese annexation, that Tsai’s Tsai Ing-wen triumphed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marks highlighted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that determines who voters will
vote for.

Keywords：A sense of national doom, China threat,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generation,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Voting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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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9 年年初習近平否定一中各表、明示兩岸未來只有一國兩制，眼見揚言不
放棄使用武力統一的中國步步進逼台灣，激發台灣強烈危機感；另一方面美國聯
邦眾議院在 5 月通過「2019 年台灣保證法」與「重新確認美國對台及對執行台灣
關係法之承諾」決議案，台美關係升溫的同時，兩岸在中美貿易戰中更加劇敵我
關係；香港的一國兩制因 6 月的反送中運動而徹底破產，對於中共政權的性格與
黨國體制的作為，在港警與群眾的對峙現場裡，警示般躍入人們的腦海與眼簾；
高雄市長韓國瑜於 7 月壓倒性獲逾 4 成支持率獲選為總統候選人，而國民黨黨主
席吳敦義則表示若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將與中共簽署《兩岸和平協議》
，不少人
因此擔憂韓國瑜當選總統後，中國勢力將光明正大進入台灣；10 月香港反送中運
動從最初的撤回條例開始，抗爭方向已轉變為針對警察暴力，香港警察輕則嘲諷、
騷擾，重則被控性侵、私刑示威者致死，更多以「性暴力」為主的鎮壓手段，導
致警民不信任感升高、衝突越演越烈；11 月港警實彈射擊、持續以催淚瓦斯與汽
油彈逼催，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發放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對理工大學使用包圍模
式，除記者和能證明在校內有校務或工作的理大師生外，凡從校園離開者，均會
以涉「參與暴動罪」被捕，其鎮壓手段與斑斑血跡激起隔著一片海的台灣民眾深
層擔憂與不安；12 月在台灣總統大選的前幾週，一名自稱是中國間諜的男子王立
強（William, Wang Liqiang，音譯）逃往澳洲，揭露其授命於北京情報機構，以滲
透台灣媒體、廟宇及基層組織為首要工作，並通過操縱媒體干預香港抗議運動和
台灣選舉，同時間台灣朝野圍繞《反滲透法》激烈爭辯，台灣國家安全情勢對於
中國是否透過代理人或協力者、對台灣事務試圖施壓與干預的評估在選前形成爭
議性話題。

2019 年的台灣處境，就在這一串與中國相關聯的新聞事件裡浮現出
「亡國感」
，
Google Trend 的搜尋熱度顯示，「亡國感」首次出現搜尋聲量為 2019 年 3 月 24 日
高雄市長韓國瑜踏入中聯辦，而後在 6 月 2 日香港反送中遊行達到搜尋熱度最高
1

峰，
「亡國感」也因此成為甚囂塵上的詞彙，只要輸入「亡」字，Google 系統跑出
第一個熱門搜尋字詞就為「亡國感」
。此引起筆者想從「亡國感」一詞的脈絡，找
出中國激發台灣人產生「亡國感」的觸發點為何、哪一世代較有「亡國感」
、與憂
懼亡的是哪一「國」找出背後的國家認同。並進而以問卷實證的研究，推測「亡
國感」是否會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將選票投與主張不接受一國兩制、能
「抗中保台」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2018 年 11 月 24 日九合一選戰後，公投結果保守勢力大獲全勝，所信仰的人
權、平等的價值觀，在此次的公投未能獲得社會大多數人的認同，因而讓多數年
輕人感到失望 1外，更反映了包括成長背景的文化（如父權意識與異性戀常規性之
0F

影響）和階級與社會資本的落差，亦突顯了「戒嚴」對個人政治意識的影響以及
不同世代對民主的想像，比如性別平等與人權保障等價值是否包含在個人追求的
民主政治藍圖中 2。而選民原本只想發洩對執政黨的不滿 3，然而後續效應卻超乎
1F

2F

眾人想像；當選高雄市長國民黨籍的韓國瑜，於勝選之夜發表：
「對兩岸的態度就
是九二共識。」並宣布將成立兩岸工作小組，隔日同黨籍的新任台中市長盧秀燕、
南投縣長林明溱也立刻跟進表態。2019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九二
共識定調：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
家統一。」後續韓國瑜市長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未公布行程的情況下、會晤與
涉台事務密切關連的中聯辦，此時「亡國感」一詞開始沸騰。

香港反送中衝突持續擴大，全副武裝的港警出動水砲車、催淚彈等武器與示
威者對峙，一波波衝突影片透過網路傳送到台灣，投射而來的是台灣人對中共一
國兩制的恐懼感。從新疆集中營事件、中共的社會控制，一直到香港反送中抗爭，
1

李宇涵〈選舉結果呈保守派居多 葉丙成勉年輕人勿放棄。〉
，新頭殼，2018 年 11 月 27 日網路
新聞：（台大電機系教授葉丙成於 Facebook 發文所言：
「這次公投結果保守勢力大獲全勝，讓許多
年輕人難過，過程當中，或因世代觀念的差距、或因各種相互之間的成見，以至於你所在乎的觀念，
沒能在這次公投過關。這段期間，聽到許多年輕的朋友悲憤不已、忿忿不平地說：要移民、要出國，
離開這個鬼島。」
）
2
王鼎棫〈銀色民主的浪頭襲來：當「世代價值」成公投關鍵〉
，法律白話文運動：
https://bit.ly/2RMY8h9，2020 年 5 月 2 日網路新聞。
3
蘇秀慧〈九合一選舉 政治效應／人民怒吼 拚經濟不拚政治〉
，經濟日報，2018 年 11 月 25 日政
治新聞版 3 版：（九合一選舉揭曉，執政黨慘敗，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解讀，國
民黨勝選是因為民眾對執政黨的執政不滿，而非對國民黨重拾信心，韓國瑜能夠勝選，是因為民眾
期待改革，且韓國瑜接地氣，懂得庶民語言，因此後續國民黨能不能滿足民眾的需求值得關注。）
2

這些事件不斷提醒台灣人一不小心就會失去自己的國家。而韓國瑜提出的對中政
策給人積極擁抱北京的觀感，且被傾中媒體集團造神力捧 4等因素，意外地成為台
3F

灣年輕人「亡國感」來源之一，他們擔心韓國瑜的國家認同並連結到香港抗爭，
憂慮台灣選出親中總統將造成「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有傳媒指出，發明「亡國感」此一詞彙、感受也最為強烈的為年輕世代 5，然
4F

而亡國之感並非始於 2019 年初才興起，最早為 1994 年新黨趙少康參選台北市長
時喊出：
「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滅亡。」最後仍由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以 43.67%
的得票率當選；1996 年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全體國民選舉總統，中國為了阻止李
登輝在總統選舉中連任，將使台灣落實選舉成為「主權在民的國家」
，遂在台海進
行武力攻台的軍事演習，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砲兵部隊和南京軍區分別向台灣外
海試射飛彈、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試圖以恫嚇行為干涉 1996 年中華民國總統
選舉，但最終適得其反，李登輝順利當選連任。2000 年起的總統大選與地方選舉，
中國國民黨皆有：
「此次為中華民國存亡之戰，綠營候選人若當選，中華民國將滅
亡。」等論述，至 2015 年總統大選朱立倫再次向媒體表示：「綠營若完全執政，
中華民國恐將滅亡。」當時自由時報刊出：
「在 PTT 八卦版有網友以線性編年史的
方式，統計國民黨從創黨迄今說了數次中華民國會滅亡，結算至 2015 年共計 12
次。」 6而 2019 年網友也陸續回顧「中華民國滅亡次數」，在「外獨會意見交流」
5F

以 Google 搜尋計算出自 1949 年迄 2019 年底，國民黨、新黨與親民黨發表「中華
民國滅亡」論述共計 52 次，有網友因此戲稱：「中華民國是要滅亡幾次？」 7。
6F

而 2019 年的「亡國感」有別於往年一直是泛藍陣營所使用的「中華民國將滅
亡」論述，有報章媒體認為 2019 年的「亡國感」為民進黨利用選舉假議題操作的
恐懼行銷、是刻意製造的政治焦慮，如台灣導報稱：
「民進黨染指校園的勢力更加

4

何孟謙、劉一璇〈民俗專家：大吉現天 侯盧韓齊聚天顯「鳳凰雲」〉，中天新聞，2019 年 2 月
18 日網路新聞。
5
張陌〈若靠「亡國感」連任 蔡英文更可能是「亡國佬」？〉
，優傳媒，2019 年 8 月 21 日網路
新聞。
6
台灣賦格 Taiwan Fugue〈國民黨恐嚇台灣幾次 網友繪圖：11 次〉，自由時報，檢索日期：2015
年 11 月 15 日網路新聞。
7
外獨會〈韓國瑜配合中共大批民進黨操弄『芒果乾』
，自己卻已經喊了『中華民國滅亡』七次〉
，
外讀會意見交流：http://www.1949er.org/chat/index.php?read+1570836951，2019 年 10 月 29 日：
（內
文計算出國民黨/親民黨/新黨關於「中華民國滅亡」的說法共計 52 次。）
3

龐大而且公然無所忌憚，每年到大學校園吸收的青年經教化後回到各角落催化反
中、仇中情緒，讓社會充滿仇恨、衝突與對立。民進黨執政憨慢，搞分裂的選舉
功力絕對是一流。國民黨主張 92 共識與大陸交流，卻被民進黨青年軍說成了賣台
的一國兩制，提到香港反送中就血脈噴張要保台抗中。」8。香港 HK01 網路新聞，
7F

也認為「亡國感」是民進黨打的恐中牌：
「…揮舞著『防衛性民主』大旗，以模糊
的國家安全為理由，不斷緊縮兩岸交流政策、在兩岸間築起高牆激化台灣民眾對
大陸的恐懼與敵意，為執政黨大選利益添磚加瓦。同時，也可以看出幾十年來，
隨著兩岸實力易位，台灣社會對自身民主體制正不斷喪失自信，加上對大陸根深
蒂固的恐懼，催生今日『芒果乾』（『亡國感』諧音）盛行。這種心態將會讓本應
充滿自信活力的台灣社會，陷入自閉又自怨自哀的泥淖，敏感情緒一點就燃、逢
中必反，屢屢淪為『選舉提款機』…」 9。中國因素已然進入台灣的政治視野，台
8F

灣長年陷入不論是對統一、或是台獨將造成戰爭此種「恐懼政治」的操作中，這
也使得與「亡國感」相關的討論一直存在。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誠如上述，可得知 2019「亡國感」一詞興起的脈絡，可追溯到 2018 年九合一
選舉國民黨大勝，也包括了「韓流」
（韓國瑜現象）的出現，讓經歷過太陽花運動，
對兩岸關係特别敏感的台灣年輕人，對於現實感到更加無力、挫折與焦慮。而伴
隨經濟軍事實力增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已被視為當今國際秩序的潛在威脅。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具有深刻國際影響的重要意識形態之一，二十世紀上半
葉崛起大國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如德國、日本）
，曾對世界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破壞，
也因此不禁令人好奇，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否也極具破壞性。而在陳怡（2019）研
究中，關於中國當代民族主義存在四個主要共識：①中國民族主義源於西方的「衝
擊－反擊」或可謂「百年恥辱」；②具有「反帝國主義」和「反西方」的特點；③
國家主導，即中共維持自身統治的工具；④最終目標旨在「恢復歷史榮耀」或可
謂「強國情節」
。有關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研究已累積不少豐碩成果，期間不乏各

8

劉幫寧〈導論 芒果乾製造機〉
，台灣導報，2019 年 8 月 29 日網路新聞。
鄭海森〈從「紅媒滲透」到「陸生滲透」被恐懼侵蝕的台灣民主〉，香港 HK01，2019 年 8 月 27
日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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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激烈辯論，國際社會面對中國，相當重要的議題就是關於中國興起與中國威脅
的爭論，而中國民族主義中很大的一部分，也是針對這兩者爭論產生的回應。然
台灣社會普遍對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的認知偏少，而中國對台灣堅持不放棄「非
和平」手段的軍事威脅卻一直都存在。先後外來政權之間制度繼承、政權的不連
續等歷史背景，造成台灣人常滿足於「小確幸」
、迂迴地選擇避開政治和公民運動，
只要事情沒有直接影響或威脅到他們的生活；而這樣的處世哲學擴大到國家舞台，
或許就能理解即使一個獨裁大國已然威脅到台灣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或者當政府
政策可能會使那樣的威脅成真時，台灣人卻依舊未有警覺。若中國威脅論能因「亡
國感」而得到更多人關注，明瞭：
「並非台灣一再挑釁、而是中國步步進逼。」且
重新深思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並進而將焦慮不安轉而選擇以堅定的意志對
抗任何企圖跨越進民主制度的獨裁勢力，或許能改善並凝聚台灣人民的公民力
量。

本文研究以 2019 年九月委託微笑小熊調查小棧－「香港怎麼了？」與十二月
「年前選舉大小事」問卷，將此二筆資料的合併檔作為研究假設的實證分析。研
究問題核心為「台灣民眾感到『亡國感』
、是因為背後存在著中國威脅。」並進而
以問卷實證的研究，推測「亡國感」將會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將選票投
與以「抗中保台」作為訴求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因此推論「『亡國感』感受越強，
越確定會在投票日投給蔡英文。」以此檢測「亡國感」是否與選民的投票選擇產
生關聯性。為達上述核心目的，筆者以兩個研究層次為本研究目的鋪陳，茲以析
述如下。

1.2.1. 以「亡國感」意識到中國的威脅
從新疆集中營、中共對媒體的言論審查、中國飛機屢次飛越國界挑釁，一直
到 2019 年香港反送中抗爭，北京勢力滲透的威脅感，連帶投射到台灣。似乎愈來
愈多人有相同的感覺，有一種窒息感正在剝奪我們呼吸的民主自由空氣，國家雖
並未到危急存亡之秋，但有一種惶恐卻揮之不去，2019 年台灣本島衍生出的「亡
國感」
，也使台灣人民對於社會的保守派、中國的干預等現象充滿憤怒。北京近年
在對台主權論述上，有時雖也做微調，例如在某些時機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5

改口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但是措辭的變化，並沒有反映在對外關係與
內部立法上，強硬而威脅動武的《反分裂國家法》仍然高懸於海峽上空：
「國家得
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Andrew J. Nathan、
Andrew Scobell（2018）所著《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
外關係 70 年》一書中提到：
「為了鞏固控制，中國使用了移民、貿易、文化同化、
行政管理一體化、國際孤立，必要時更靠使用員警和軍隊來做後盾。中國政府有
意識的使用其權力資源，結合經濟與政治目的在全球運籌。其中台灣與香港因這
兩個國家／政治體屬於中國周邊核心利益區之一，中國的統戰工作在此兩個地方
特別活躍與不避諱。」雖然中國迄今仍無能力挑戰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霸權，
但是這個區域強權，卻可以對它周邊國家（例如台灣）、弱小民族（邊疆民族）、
城邦（新歸併的領土如港澳），帶來巨大、立即的衝擊。

1.2.2. 「亡國感」在 2020 年總統大選對選民投票選擇的影響
「亡國感」的前提假設必須是有個「國」
。郭雪真（2008）的研究中闡述：
「作
為一種人類的生活共同體，國家存在於兩層空間之中：一是一定地域範圍的區域
空間，二是全球的地理空間。在第一種空間中，國家作為對一定地域（即是領土）
範圍內，人與物的統合、整合和配置力量而存在，也就是國內空間的統合者；在
第二種空間中，國家作為特定人口與地域權利的保障者、人類生活和全球事物的
參與者而存在，也就是國際空間的參與者。維繫國家在這兩種空間存在的根本力
量，就為國家主權（state sovereignty）」
。另外施正鋒（2015）則定調「民族」
（nation），
「…是一群人相信彼此具有共同的特徵（血緣、語言、宗教、文化、習慣或生活
方式）
、或是歷史／經驗／記憶，而且福禍與共；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深信，彼此的
集體福祉必須透過『國家（state）』的享有才能獲得保障。因此國家必須有主權
（sovereignty）支撐與民族的認同…」台灣是一個擁有實際上（de facto）主權獨立
的民族國家，但卻不被承認為法理上（de jure） 10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主權在歷
9F

史積累而成的結果上，除了成為國際困境，在國內也被視為敏感議題，為了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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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前台灣駐日代表許世楷應日本戰略研究論壇之邀發表演講指出，台灣目前是「事實上的
獨立國家」
（de facto independent state）
，為了要成為「法理上的獨立國家」
（de jure independent state），
「不脫離虛擬的『中華民國』而成為『新生國家』
（newborn state），台灣是辦不到的。」
6

政治偏好或因難以抉擇，台灣民眾出現了「不獨不統」如此「避風港」 11。但目前
10F

「維持現狀」已然被打破，習近平不忌諱讓台灣人看到香港現今催淚彈四射的境
況，也不隱蔽或否認一國兩制下，黑警殺人棄屍「被失蹤、被自殺、無遺書」的
名單越列越長，即便死亡狀態疑點重重，警方卻公布「案件無可疑」。

2019 年初國民黨宣告若重返執政將簽訂《兩岸和平協議》
、習近平在《告台灣
同胞書》則鄭重倡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而
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對於百萬人反送中上街頭，於 6 月 9 日受訪先是回應：
「不知道，不曉得。」隔日接受媒體聯訪時再次做出解釋：
「想想看我的狀態，我
這輩子第一次參加划龍舟，而且我還擊鼓，聽那鼓聲頭都暈了。」身為總統候選
人，韓國瑜對於中國政事含糊其辭的態度，點燃了台灣人恐懼中共日日進逼的焦
慮。隨著全球化趨勢的發展，時間與空間的疆界逐漸消失中，而在 2019 年局勢潮
流裡，國家認同板塊是否更加往台灣認同推動，加上此股焦慮台灣將會失去民主
自由的「亡國感」
，是否會連動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進而選擇相信未來 4 年蔡英
文能夠繼續有效地防衛台灣的民主體制，值得深探究竟。

11

伯明罕大學法學教授 Colin Warbrick 在〈States and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文中提到： ”
Of course, first the claim has to be made by an entity that it both is and wishes to be regarded as a State.
There are few instances where an entity which might plausibly claim statehood has not done so─the
case of Taiwan is the only current example.”「要討論一個實體是不是「國家」
、是不是具備客觀的四
個要件之前，第一步就是這個實體「自認為是國家」
，並且有意願「被認為是國家」
。在極少的情況
中，一個實體或許有條件聲明其國家地位，卻選擇不這麼做──台灣就是當今唯一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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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與文獻回顧

誠如上述，探究社會興起的「亡國感」其背後為焦慮民主自由不再理所當然，
因此文獻回顧以台灣對中國政治上的敵意是從何而來，爬梳期刊可得出軍事威嚇
與外交干涉，及國民政府來台後的社會衝突，其中 228 事件更為影響戰後台灣人
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分野的關鍵，這些對中國的敵意進而間接或直接影響政治世代
國家認同的轉變。尤其習近平上台後如影隨形不放棄武統的論述，對於與台灣民
主化並軌前進的年輕世代而言，更增添反中的情感。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香港，
民主化的挫折以及中國人權問題的惡化，促使了 2014 年雨傘運動與 2019 年的反
送中遊行，當和平、理性、非暴力與再多人群聚集仍動搖不了政府強壓的意志時，
香港現今的局勢也增加台灣人民認為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台灣是沒有能力維持和
平與民主的「亡國感」。

本研究欲探討的文獻分為六個部分：中國崛起的離心力－台灣對香港反送中
的同理感、台灣對中國的敵意從何而來、國家認同的轉變、去中國化的教改世代、
與公民運動與社群網站興起的關聯，進而引出「亡國感」從何而來，並如何影響
2020 總統大選選民的投票選擇。

第一節

中國崛起的離心力－台灣對香港反送中的同理感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演變成今日的「反送中」運動，不僅出乎習近平的預
料，恐怕亦是發明「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所始料未及。
「一國兩制」當初是專為台
灣量身訂做的兩岸統一模式；
「一國」明指北京中央，台灣在「兩制」下為特區地
位，享有高於其他地方政府的「特權」
。港澳能在主權移轉後與台灣並列同屬兩制，
在於它們被賦予的示範作用，即鄧小平所提：「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
主義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等方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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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李瑞全（2019）評論反送中運動，指

出：
「自九七回歸之後，由於當政者常以中國高層的意向為依歸，以此干涉香港社
會向來崇尚自由自主和思想開放的價值；香港的中央人員日益介入香港的管治，
12

趙春山＜另眼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中國時報，2019 年 10 月 10 日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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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慢慢收緊並企圖改變香港自由開放的面貌，使得資本家和傾向中共的政客
壟斷公共事務、唯北京是從。」由於香港政府和中央對反送中運動採取消極不回
應、等候公民力量由疲勞而自動消解，但反政府的意向卻積累成為更大規模的公
民運動。而香港民眾藉反送中而展開大規模的自由化、民主化運動，目標為劍指
北京，其不惜犧牲所要爭取的權利，在台灣民眾看來已是如呼吸般理所當然。

中國因素此一概念，目前在台灣公共領域討論與學術研究中，被用來指涉不
同層面的議題領域與分析取向。吳介民（2017）指出：
「中國因素放在兩岸政經關
係脈絡中，其作用機制常用以下模式進行：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
商與政治人物特殊優惠或特殊照顧，而使之成為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或運
用中資、親中台商、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
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林
泉忠（2016）同樣認為中國因素指的是「崛起」後的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政
治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其強大的經濟力量進一步干預香港及台
灣的政治、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使
隔岸的台灣社會出現深深的危機感…」台灣人民反對「一國兩制」概念下的統一，
是反對中共對「一國」的定義，而非針對「兩制」的安排。且香港與台灣均涉及
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爭議，從中共的視角來看，香港問題是因英國強加的三個不平
等條約（《南京條約》、《中英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造成，台灣問題
則肇始於國共內戰和冷戰背景下的東西方陣營對抗。而從陳怡（2019）研究中共
如何解決港台問題，可發現主權及領土「喪失」可謂民族主義者最無法忍受與妥
協的，中國民族主義一開始的主張便包含了收復港台這兩塊重要「失地」
，而能否
實現之，也是衡量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與否的一個重
要指標。

香港反送中的紛爭為無法定義自我的生活，因為無法自由的思考，才無法將
所有邊界重疊的價值談論清楚。所有自由人的集體權利義務關係，會落實在一個
社會的政治制度與社會規範，而當代的「自由」必須視其所在地的國家法律與社
會規範，對內為司法管轄權、對外則為主權，與生活每一層面都密切相關，也因
此自由必須在民主邊界裡的國家才能發生。蔡宏政（2019）在提及「亡國感」的
9

根源時，認為香港現況讓台灣人無比擔憂一國兩制下的台灣，是否也會被中共同
等對待。在經歷鎮壓屠殺台灣菁英的 228 事件、與針對外省人的白色恐怖，這兩
波事件使台灣失去對中國的抵抗能力，後經過 25 年後國際局勢的變化下，台灣社
會才慢慢掀起反抗的動力。而習近平上台後的強硬作風，讓人憂心台灣未來的命
運。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以及永遠如影隨形的「統一」軟硬論述，人們似乎只
能任由國際局勢來宰制自己的命運，也只好繼續支持所謂「維持現狀」的暫時想
像。蔡佳泓、陳陸輝（2015）研究指出長期以來民眾認為中國大陸對我國政府並
不友善，
「…主因為中國大陸不放棄武力統一，並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政
經情勢均不利於台灣的情況下，所謂『中國因素』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政治發展過
程裡，即使兩岸簽訂了二十幾項協議，但中國一方面仍然在國際社會上阻礙台灣
加入國際組織，一方面以日益龐大的經濟實力吸引台灣的人才與資金進入中國，
造成台灣薪資倒退十五年…」而吳介民（2017）評論在「中國因素」的取景框中
呈現的香港：
「大陸客擠占本地資源逼爆香港，以廉政公署為代表的廉潔香港受到
內地官場腐蝕，親中資本入主的新聞出版界念起審查與自我審查的緊箍咒。」香
港正爆發的深層次社會、政治危機，也順理成章成為負面案例警示著台灣。

因中共對兩岸統一的立場不會輕易改變，因此中共處理香港問題的方式，有
可能將作為未來處理台灣問題的借鏡，過去香港因台灣而獲得「兩制」的待遇，
現在台灣也因香港而獲得探討「一國」的空間。紐約時報報導：
「在台灣反服貿運
動的論述中，香港一直是隱形的參照：它首先被視為『中國因素』侵蝕下的負面
教材，另一方面，香港從 2013 年初蓄勢的『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公民抗命
為原則、以爭取不設門檻的『真普選』為訴求，也給了台灣公民抗爭的靈感13。」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在太陽花學運時，更成為用以表達港台命運共同體意識
的標語，在當時成為主要訴求的口號之一。處在相似的地緣政治與歷史進程，台
灣與香港從 2013 年起公民社會運動中，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共振。本文設定的自變
數為：

對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認同感。

13

張潔平＜今日台灣，明日香港？＞，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 年 4 月 22 日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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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論除了從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讓台灣民眾深切意識到「中國因素」
，中國與
台灣交流與歷史背景上，常讓台灣感受到中國的不友善，更激發了對其的敵意氛
圍。

第二節

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氛圍

吳由美（2006）研究：
「任何有效的統治，背後必有堅實的意識型態基礎。流
亡台灣的國民黨以其特有的歷史背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及海峽兩岸對
峙之形勢，塑造一個有利其統治地位及動員戡亂體制的意識型態。」威權統治下
的戒嚴時期，台灣民眾的意識型態即是以「中國意識」為核心。許志嘉（2009）
在認同轉變的研究中論述：「1987 年解除戒嚴後，台灣逐步走向民主化，1996 年
舉行首次總統民選，國家元首的權力來源也是首次訴諸於全體選民的支持。為了
爭取選民的認同，候選人選舉策略訴求強化突顯台灣意識，使得中國當局相當不
滿，發動三波軍事演習。軍事上的嚇阻和威脅，往往是敵對國家之間的作為，這
種威脅的強化，便建構雙方人民的敵對心態。」在兩岸互動中，由於北京持續對
台灣進行軍事威脅，而此種威脅對台灣民眾而言，因加深台灣民眾的邊陲恐懼感，
進而失去更多的台灣民心，也離「一個中國」愈來愈遠。林瓊珠（2012）研究關
於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影響中，同樣也提到：
「中國的軍事武力威脅，
鼓動了台灣人認同的興起，從而實際上降低台灣人民的中國認同。」除軍事手段
外，中國也以其他不同方式對台灣進行恫嚇與施壓，如邵宗海（2017）
《蔡英文時
代的兩岸關係 2016-2020》一書中提及兩岸政治方面上：
「中國始終以『一國兩制』
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單一選擇，堅持台灣必須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才
能重啟兩岸對話。」

另外許志嘉（2009）的研究指出：「在外交上，中國持續打壓台灣活動空間，
並進一步限制其他國家與台灣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使台
灣的外交處境限入困境。在雙邊關係方面，台灣邦交國數目有限，由於中國是大
國，有誘人的廣大市場，在動員所有資源孤立台灣外交空間之時，國際社會只有
極少數的國家願意冒著與中共斷交、失去大陸市場的風險，與台灣建交。在多邊
外交上，台灣也無法參與多數、特別是政府間的重要國際組織。這樣的外交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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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兩岸間的互不信任。」而在經貿方面，邵宗海（2017）則認為：
「中國利用
雙方密切的經貿往來，強化其對台灣內部政治社會的影響力一面加強吸引台灣資
金、技術投資中國，另一方面則藉機打壓或支持台灣特定政黨與個人的台商。」
謝易宏（2009）研究更強調總統選前的導彈試射、口頭威脅與對台灣國際外交空
間的封殺，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台灣對立面的形象更加鮮明。多年來，中國
始終堅持「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在其經濟發展帶動國力增長後，
中國更加致力於對台的軍事準備。根據美國國防部「2019 年中國軍力報告書」
，中
國部署瞄準台灣、對台具有針對性的中短程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數量約在 1,400
至 1,500 枚左右，同時其持續的軍事擴張，已對台海區域現狀的維繫造成影響。

由於台灣受日本殖民推動現代化的影響，在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生活各
方面的發展已有一定水準。然而，戰後來台接收人士未必能掌握隔閡五十年之久
的台灣社會變動實況，進而導致對台灣的錯誤認知，例如陳三井、許雪姬（1991）
在訪談林衡道先生關於二二八事變的回憶，訪談紀錄裡林衡道先生提及：
「…外省
人士所了解的均非台灣的實情，我姑且稱此爲『古色蒼茫的台灣觀』…」甚至會
以勝者、統治者的姿態，看待台灣人為日本「奴化」的「化外之民」
。戰後的台灣
人民面對政權轉移、國族身分認同的確定、遭受的歧視和差別待遇，似乎更勝於
日本的異族統治。尤其政府部門多由外省人壟斷，台人僅擔任低階職位，官員水
準不齊、貪污腐敗、不守法等劣行層出不窮，招致台灣人的反感與蔑視，官民對
立日益激化。且為使「工商不停頓」
，政府延續日本殖民時期的統制經濟政策，接
收日人在台產業及私有財產歸為公有，繼續實施專賣制，並成立台灣省貿易公司，
幾乎完全掌控經濟命脈，影響民間經濟活動。湯梅英（2016）在研究台灣戰後的
變動，指出戰後物資不足，公營事業弊端百出，加上國共內戰，物資供需失調，
物價暴漲、失業嚴重。本為糧食出口地的台灣，1947 年初竟發生米荒問題，招致
民怨沸騰。

累積一年多對政府措施導致民不聊生的龐大民怨，終因查緝私菸處理失當，
傷及無辜民眾，引發群情激憤，進而爆發各地大規模反政府的軍民衝突，史稱「二
二八事件」
。在 J. Michael Cole（2015）
《黑色島嶼：一個外籍資深記者對台灣公民
運動的調查性報導》提到：「…二二八事件是 1947 年國民黨部隊血腥鎮壓不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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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貪腐與無能的反抗運動，在爆發第一波事件後的幾個月裡，幾千名台灣人、原
住民、客家人和外省人，遭到國民黨部隊的殺害和監禁，一連串武力鎮壓，目的
就是要強迫台灣人屈服，最後共兩萬人被殺，其中大部分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和有
政治背景的台灣人…」
。鄭鴻生（2015）究其 228 事件歷史背景，
「為台灣割讓與
回歸所產生的『後殖民』特殊案例，即傳統文明古國的一個邊緣地區，被割讓給
一個現代化強權之後，與其文化母體走上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在帶有強烈現代性
因素的身分認同分歧下，台灣在戰後的回歸過程中與其文化母體產生了不適應。」

1949 年國民黨政權退守台灣，歷經白色恐怖的五、六○年代，以及國際政局
詭譎多變和第二次石油危機衝擊的七○年代，直到 1987 年解除戒嚴前，教育、思
想、文化各方面無不籠罩在「大中國」主義和泛政治化的氛圍。湯梅英（2016）
研究，台灣在脫離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遷都台北，不論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
等巨觀層面，或是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日常生活、互動溝通和語言習俗等微觀層次，
都產生極大的轉變，並因此增添局勢和人心的動盪不安。根據陳怡（2019）研究，
自 1989 年始，受「天安門事件」和蘇聯解體以及波斯灣戰爭等影響，中共開始加
速軍事現代化步伐，大量增加國防預算、不斷更新武器裝備，儼然成為了一個區
域軍事強權，因此，儘管其自稱「和平崛起」
，但仍無法消除「中國威脅論」之疑
慮。綜觀上述台灣對中國積累的敵意氛圍、與 2019 年香港一國兩制下局勢的動盪，
中國軍事實力上升與其對領土議題的不妥協，都讓鄰近的台灣人民深感威脅。本
文設定的自變數為：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並推論會有感中國威脅，是因為世代國家認同的轉變、不再視中國為「祖國」，
而是對台灣民主自由具有威脅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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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認同的轉變

王國安（2012）定義「國家認同」是主體在建構自我的過程中有意識或無意
識地以其血統、階級、種族、性別等與生俱來的身份條件與外部世界的任一部份
相互投射作用後所產生，凡在此投射與反射的過程中，主體所屬國家、民族能使
主體產生愉悅感，主體便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此一國家民族形象視同自我形象
的一部份，進而將國家民族視同理想自我而認同之；反之，若在相互投射過程中，
客體的任一部份使主體感到不愉快甚至產生憎惡感，則此一相互投射的過程便告
中斷，而對該國家民族採取逃避、攻擊或挑釁的態度。但這種相互投射的產物並
非靜止不變的，而是隨著個體的成長以及社會環境的改變，而促使個體有意識或
無意識的做動態調整，所以國家認同即使已建立，也可能隨外在環境條件的改變
而改變。

相對於「文化認同」來說，
「政治認同」是以具體的國家、政府或政權作為認
同之對象，具有強烈的現實性。「政治認同」並非「心理的建構」，它是活生生的
個人與國家之權利與義務關係。黃俊傑（2006）定義：「『政治認同』所涉及的是
短期而可以變動的利益，如個人對他所效忠的國家服兵役或納稅，成為國家的公
民，以換取國家對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之保障。所以，相對於『文化認同』是
先天的價值浸潤，
『政治認同』是一種後天的、建立在『契約關係』之上的一套權
利義務關係。」在歷史意識高度發達的華人社會中，
「政治認同」常常透過「文化
認同」而建立，直言之，中國人常常通過歷史解釋以建立國家或政權的合法性
（legitimacy）
。黃俊傑（2006）接續以最近十年來海峽兩岸官方與民間人士，所發
表之文件作為第一手史料，分析當前海峽兩岸關於「國家認同」問題所提出之論
述，發現：
「當前海峽兩岸官方以及台灣的台獨人士所提出之『國家認同』論述，
都企圖通過歷史解釋而建立『國家認同』
。但三者在『從歷史解釋出發論述國家認
同』這一項共同性之下，又互有重大的歧異性。」

徐永明（2005）則分析：「台灣的國家認同議題可追溯至 1895 年，當時日本
的海軍擊敗清軍，並在與中國簽訂合約之後佔領當時的朝鮮及台灣。在這段佔領
期中，台灣民眾為自由及政治參與權利而奮戰，一般認為，台灣民眾在脫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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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並且為公民權利奮鬥的過程中，會漸漸發展出台灣認同。然而文化及血
緣的羈絆支持了對於中國的國家認同，因此台灣民眾在 1945 年熱烈迎接南京的國
民政府重新取得統治權。」並評論：「在國民黨政權於 1949 年撤退到台灣之前，
台灣民眾和前來接收的長官公署早於 1947 年因對於新政權接管台灣之後的自大與
貪污腐化感到失望而發生衝突，且相較於日本殖民政府，從中國來的政權在營運
現有的公共建設上效率低弱；另一方面，中國官方亦發現台灣人並不樂於合作，
因而推測台灣民眾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民眾與長官公署
的衝突白熱化，本事件因彰顯了台灣及中國在風俗及民情上的差異，間接觸發了
後來的台灣獨立運動。」薛化元（2016）探討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同樣也認為
是影響戰後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分野的關鍵。

這個社會上同時存在著不同的政治認同習慣領域，而這些習慣領域又與世代
扣連在一起。劉正山（2016）研究台灣民眾不同政治世代的實際領域：
「可以依其
成年（18 歲）經歷過的重大政治事件大致區分為：第一世代（出生在 1932 年以前）
經歷了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前後外省及本省族群之間的對抗；第二世代（出生於 1932
～1953 年）在 1949～1971 年間進入成年期，經歷了 1971 年被迫退出聯合國的中
華民國重大外交挫折；第三世代（出生於 1954～1968 年）則經歷了韓戰之後對台
美援及經濟穩定後 1972～1986 年間的工商業起飛；第四世代（出生於 1969～1978
年）見證了經濟發展後帶來的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如 1986 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
1989 年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及 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第五世代（出生於 1979
～1988 年）經歷了 1996 年飛彈事件後的台灣意識高漲及 2000 年台灣首次的政黨
輪替；最年輕的第六世代（出生於 1989 年之後）則是見證了 2008 年第二次政黨
輪替、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及 2016 年第三次的政黨輪替。」此外 Lien（2014）研
究指出，根據隨著教科書內容的變化，第四、五、六世代對中國大陸的認識已愈
來愈薄弱；邵宗海（2017）則指出「本土意識」在政治化運作後所產生的分離意
識：
「…配合民進黨或台聯黨多年倡導的『台灣實質獨立』主張，使得民眾覺得與
中國談判只會讓台灣利益受損，或者更誤解在兩岸官方進行接觸時，以為主題就
是在談『兩岸統一事宜』
，因此反對或排斥的心理充斥其間，也使得國家認同更加
偏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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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2016）研究台灣認同的歷史發展，指出：「1987 年解除戒嚴、1991
年終止動員戡亂及廢除懲治叛亂條例，次年修改刑法 100 條，終結了言論叛亂的
白色恐怖，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仍是相對多數的主張，根據 1992 年對二十
歲以上住民的調查占了 46.4%，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占了 25.5%，而認為自己是台
灣人的只占了 17.6%。此後隨著台灣民主的深化，三種不同的認同中，認為自己是
台灣人的比率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2019 年 6 月『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台
灣民眾在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為 56.9%、認
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為 3.6%、兩者皆是為 36.5%。以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
下降趨勢最為明顯，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下降趨勢則較為緩慢。」許志
嘉（2009）分析台灣認同轉變分析從趨勢來看，台灣民意確實呈現與大中國愈來
愈遠的趨勢，對中國大陸而言，就是離「一個中國」愈來愈遠。當北京不斷強調
一個中國原則的同時，事實上，兩岸關係發展的僵局也就被這個結所束縛：台灣
人民認同產生轉變，但中國當局的認同並未呈現轉變。這種認知落差的格局造成
兩岸關係無法改善並形成僵局。本文設定的自變數為：

台灣人認同。
並推論台灣人認同的轉變已偏離「大中華」民族，推力為台灣在解嚴後，受
本土化政策和去中國化教育影響，其中教科書正義更從 1990 年起，成為台灣抗爭
政治的焦點之一。

第四節

去中國化的教改世代

台灣教育領域在解嚴後的歷程裡，原先居於霸權位置的中國民族主義與興起
中的台灣民族主義，此兩種民族主義彼此競爭文化霸權。歷史記憶不止銘刻於集
體潛意識，更印刷於教科書，吳啟訥（2020）研究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普及、均
質的國民教育，既使得台灣人的知識和技能大幅提升，也造成台灣人的知識獲取
來源和知識結構幾乎完全來自官方的政治塑造。1997 年李登輝在國中教材方面強
化台灣認同、慢慢淡化中國文化的比重，希望大幅提升教學上對於台灣主體的認
識；後在陳水扁任期，更持續淡化「台灣光復」的史實，並強調台灣民主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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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鑄倫（2018）評論台灣國、高中生歷史課程教學內容大綱的去中國化為：
「一
個公然否定、切割掉自台灣光復 1945 到 1990 年的『中國的台灣史』
，下一代青少
年則被政府以集體洗腦手段，把他們轉型異化成為『中國的外國人』在台灣的中
國人將面臨的絕後與絕跡悲劇。」高焜源（2012）則認為「去中國化」的出現，
與「台灣意識」的抬頭是高度相關的，課綱調整與文化的去中國化是為台灣意識
的培植。戰後台灣的整體文化走向，內部一直是向多元化前行，這除了改變了青
年世代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也與官方中國化的單一性是背道而馳。1987 年台灣解
除戒嚴後，多元化的氛圍在學界開始倡導重視台灣本土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李理
（2008）在觀察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編纂後，直指李登輝執政後，將執政資源與
「台灣意識」逐漸結合，並有意識、有步驟把帶有明顯去中國化的本土歷史研究
成果導入教育體系，對國高中歷史教科書進行前所未有的大變動。

劉正山（2016）研究指出：「美國政治學者 Zaller 所提出的政治資訊處理模
Receive-Accept-Sample（RAS）
，指的是民眾面對生活中的政治資訊，除了閱聽（R）
之外，還有選擇性理解（順我意者聽之，逆我意者斥之）的現象（A），最後在接
受民調調查時將腦中累積出的正反印象平均為一個當下的回應（S），也就是所謂
的『民意』
。每則政治事件背後都可能創造一個世代民眾共同的記憶，這些記憶經
過 RAS 的長期作用，會讓與這些事件相關的強大電網構成了每個世代的實際領域
的一部分。」台灣於 2014 年發生針對兩岸服貿協議的三一八學運，青年學生要求
重新審查服貿，「恐中」、「反中」情緒彌漫。11 月 29 日台灣地方九合一選舉中，
國民黨慘敗，國民黨敗選檢討報告中直指敗選緣於無法獲多數青年人認同。李彬
（2015）分析數次大型公民運動背後，年輕世代都是重要推手，更指出：
「二十世
紀 90 年代以來，受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本土化政策和去中國化教育影響，
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被異化為以台灣為主體的虛象，出現中國為『他者』
、台灣為
『我群』的國家認同危機。」台灣年輕世代成長在台灣民主化的環境下，接受過
反專制、反特權、反黑金及追求民主、自由、重視人權等教育與政治運動洗禮，
他們關注民主人權、公平正義，重視公共議題論辯過程，更甚於對傳統政黨意識
形態採取的慣性認同。

洪聖斐（2016）研究台灣在戰後原本屬於威權體制，1980 年晚年的蔣經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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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內日益難以鎮壓的黨外勢力，在國際上又承受美國極大的壓力，以及鄰國菲
律賓馬可仕政權崩潰的前車之鑑，開始進行解除戒嚴、允許組織政黨等改革；蔣
經國過世後，繼任總統的李登輝更加速推進國會直選與總統直選等工作。到了 1996
年，台灣上自總統、下到村里長都已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許志嘉（2009）分析
1980 年出生的台灣人民，在學習成長階段，基本上是與台灣的民主化並軌前進的，
在民主化過程，台灣的主體性逐步得到確認。蕭阿勤（2005）認為國族歷史敘事
所形塑的世代認同，是特定社會變遷的產物，也是激發社會變遷的重要能動，
「世
代」是覺悟啟蒙的戰後知識份子用來理解自我、社會與時代，首群接受 90 年代教
改的為 1985 年出生的學子，因此以 1985 年後出生，劃為同一接受教改去中國化
的世代，以此關鍵世代的言論與活動，了解晚近台灣文化、政治本土化或台灣化
的源頭與相關的歷史變遷。本文設定的自變數為：

世代（1985 年後出生）。
而在 1980 年後出生的千禧世代，出生成長在電腦與網路普及的年代，在社會
學的因素中，社群網站除了在近年公民運動中扮演重要的對話平台，更成為日常
民眾接收中國相關資訊的媒介。

第五節

公民意識與社群網站興起的關聯

網路科技發達，各種平台如部落格（blog）
、電子布告欄(BBS)、社群網路等，
不斷推陳出新。這些平台與傳統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一樣，都能夠傳遞資
訊。隨著手機結合 Facebook、Twitter 等功能，以往只能由職業新聞記者與編輯撰
寫和整理新聞版面，或由媒體公司負責發佈新聞的模式，早已被打破。每個人只
要有意願，都可以透過手機攝影，在電腦上使用免費的編輯軟體進行後製作，上
傳到 YouTube 再連結到 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體。同樣在社群媒體上，覺得
這些信息有趣，或者覺得有重要性的使用者，很容易就可以藉由「按讚」（like）
或「分享」
（share）等功能，將這些信息傳遞給自己的「朋友」們，而朋友又再轉
給各自的朋友。洪聖斐（2016）指出，這種模式不僅使得每位使用者都可以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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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與編輯的角色，更有甚者在臉書時代人人都可以決定誰可以當自己的閱聽眾，
從而使得人人都可以成為媒體平台的經營人。社群網路因為具有這些特性，乃被
稱為「新媒體（media）」。

有別於一般社會大眾傳播媒體，社群網站（online community）成為能讓成員
們分享觀點與交流意見、經驗的網路平台，進而了解社群成員的想法並進行溝通。
傳播媒介的發達使得政治練達度提高，Bennett & Segerberg（2013）研究：
「近年政
治抗議事件中，網路與社群媒體的重要性漸漸超越傳統媒體，並扮演對話和動員
的角色。數位時代的網路與社群媒體往往成為社會運動傳播資訊的利器，相關訊
息更能透過社群分享傳播模式，輕易跨越人際與時空的限制，達到大規模分享與
擴散，也有利動員式傳播。」翁瑞聰（2018）更以 2014 年太陽花運動為例，論述
社群網路在政治抗議行動中能發揮「無組織的組織」功能，賦權年輕世代以議題
分享和串聯中介方式，快速聚合大量群眾參與行動。

而在政治抗議過程中，社群媒體利用主流新聞議題和線下活動，在不同階段
號召群眾以自由意志決定如何參與，終能轉化成多數人的集體行動。李酉潭（2016）
在回顧太陽花學運、評述這一場改變台灣民主政治的學運，台灣的年輕人因為不
滿政府處理兩岸政策的黑箱作業模式，以及只要涉及兩岸等議題就將國會視為橡
皮圖章等作法，終於在立法院以 3 分鐘就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備查
後，衝入立法院並展開長達 21 天的佔領行動。雖然當初是因為服務貿易協定的簽
署爭議所引起，但實際上是年輕一代長期對政府的失望、公平正義不能落實等，
最後終在「服貿」這個議題上引爆。社群網路突破了各國政府對傳統媒體的控制，
將各種突發事件、背後所隱含的不公平問題、其他人的行動、政府的反應失當等
現象，傳遞給國人知道，同時也點燃了原本對政治冷感的年輕世代積極參與國家
大事，促發「公民意識（civic consciousness）」
，介於藍綠之間、不再依附主要政黨
的灰色地帶涵括了游離選民、公民運動、非政府組織的人數越來越多。Norris（2011）
推論：「隨著現代化、社經發展與世代變遷，公民對於民主治理的傾向與時俱進，
其公民意識與公民技能乃至文化價值以及對權威的看法都跟著改變。即便政府維
持不變，公民比以往更消息靈通，也不再對政府官員畢恭畢敬，反而更加要求與
期待政府的民主表現。」劉時君、蘇蘅（2017）也認同科技不但讓行動者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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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創新，且提供另類論述的發聲機會，對抗議運動形成新的意義。社群網站更
轉移「有權者」的發言位置，從中央轉移到邊陲、從菁英轉到一般使用者，閱聽
人藉由資訊傳播科技參與政治並取得公共影響力，進而改變了原本普遍政治冷感
的氛圍。

而 2018 年起中國政府尋求社會同化及讓宗教「中國化」
，在新疆設立多座「再
教育營」
（中國政府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侍建宇（2020）研究中國大
陸設立「再教育營」的新疆治理策略，指出新疆「再教育營」以反恐、去極端化
為名，推動著某種「強制同化」或「漢化」
，或者實踐第二代民族政策推動的「公
民」意識與認同的建立。就算大陸官方並未承認，但是從實務上來講，這樣的走
向也標示著某種相近於同化政策的操作（或可稱為「類同化」），終極目的應該是
重塑政治認同、甚至改變轉化維吾爾文化內涵。當然這樣的政策做法也引起國際
批評的聲浪，認為這是一種殖民主義的策略。CNN 報導逃出集中營新疆維族人親
述經歷：
「…房內四面八方都有監控鏡頭，要在監控鏡頭面前解決大小二便。房間
沒有窗戶，天花板上只有一個通風的小洞。不停被施以酷刑審訊，中國政府想知
道我們曾與何人接觸及參加過甚麼組織，酷刑手法包括坐『老虎凳』
、電擊等，更
被迫服下不明藥物與侵入性的醫學檢查。 14」不僅新疆，中共在西藏也以「職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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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培訓學校」為名，對藏族年輕人強制進行所謂愛國教育，這些新聞資訊透過社
群網站無疆界地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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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路除了逐漸成為獲取資訊的主要媒介，更是接觸

與討論中國的重要平台，而公民意識崛起，伴隨著社群網站的興起，民眾有更多
管道與機會面對、討論與中國相關的話題，因此推論習慣使用網路媒體接收資訊
和參與公共討論，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也會更加深刻。本文設定的自變數為：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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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Watson and Ben Westcott〈Uyghur refugee tells of death and fear inside China's Xinjiang camps〉，
CNN，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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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穎芝＜美妝教學到一半籲「搜尋新疆集中營」17 歲少女抖音影片爆紅遭封鎖帳號＞，風傳媒，
2019 年 11 月 27 日網路新聞：
（「放下睫毛夾，拿起你的手機，搜尋中國新疆如何把穆斯林關進集
中營，讓父母與孩子分離，強迫穆斯林吃豬肉喝酒，綁架、強暴、虐待他們。」年僅 17 歲的 Feroza
Aziz，是位來自美國紐澤西州的少女，她在社交軟體 TikTok 上傳了 3 則「美妝教學影片」，實際上
卻趁機呼籲大眾關注中國以集中營虐待新疆穆斯林的處境。她的第一則影片吸引至少 150 萬次觀
看、50 多萬人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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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節

模型與設計
研究模型

變數（variables）是指所觀察到每一個案（例如個人、團體、組織或國家等）
的某一特性（例如性別或年齡）
。而從理論得來的研究假設，為在說明自變數與依
變數之間的關係。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為「因」（cause）或用來解釋
其他變數的變數。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為「果」（effect）或是被解釋的
變數。而根據文獻探討，本文自變數聚焦於中國因素、與夾藏在歷史脈絡裡的中
國威脅、世代與社會學因素的以社群網路接收政治新聞。

年齡與性別、職業等同屬受訪者的客觀社會背景，本研究為探討「亡國感」
何以成為社會政治的積極行動之能動來源，因此所選擇的自變數以是否具有激發
社會行動潛能的主觀認同為主軸。自變數對應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
「台灣民眾感
到強烈的『亡國感』
、是因為背後存在著中國威脅。」接著對應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為：「強烈的『亡國感』將會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選民的投票選擇。」並以線性
迴歸分析，計算出自變數（X）與依變數（Y）之間的係數（b），檢驗此係數是否
顯著不為 0，進而探討自變數（X）與依變數（Y）之間的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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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照：不認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不強）

A1
A2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A3

Y：「亡國感」的感受強

A4
世代：1985年後出生
（對照：1985年前出生）

A5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圖 3 - 1 研究模型 A

根據相關文獻與研究問題，本文研究模型 A 的假設為下：
假設 1-1（A1）：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2（A2）：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亡國感」越強。
假設 1-3（A3）：身分認同為台灣人，「亡國感」越強。
假設 1-4（A4）：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5（A5）：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亡國感」越強。
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控制變數：「對韓國瑜的支持度」與「對於國民
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

再以相同的自變數、與更改研究模型 A 的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新增
變為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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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國感的感受強
（對照：感受不強）

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照：不認同）

B1
B2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不強）

B3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世代：1985年後出生
（對照：1985年前出生）

B4

Y：投票選擇

B5
B6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圖 3 - 2 研究模型 B

因此研究模型 B 的假設為：
假設 2-1（B1）：「亡國感」越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2（B2）：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3（B3）：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4（B4）：身分認同為台灣人，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5（B5）：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6（B6）：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依變數：
「投票選擇」
、控制變數：
「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
、
「信任蔡英文
能保護我國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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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量化調查研究可以掌握民眾普遍的態度、行為與政治變遷可能的動向。本研
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資料研究法，可藉由問卷資料測量民意和民眾的政治立場，
並從調查樣本進行推論全體樣本的民意。

調查資料分別採用 2019 年 9 月微笑小熊調查問卷編號 1316「香港怎麼了」，
與主要蒐集資料的時間點為 2020 年總統與立委選舉前問卷編號 1324「年前選舉大
小事」，並先以小數據作初探（pilot stud）進行問卷前測，避免出現偏差，並能大
幅增加推論力度與提升問卷題目的準確度。因本研究的「亡國感」與「投票選擇」
為各自獨立的問卷主軸，為找出同群的樣本降低資訊雜訊及更快速的分析其關係，
因此合併此二問卷為合併檔 Data2020。
「香港怎麼了」的總觀察值個數為 1,360 人、
「年前選舉大小事」則為 2,244 人，合併檔 Data2020 篩檢此二問卷的同群受訪者
為總觀察值個數 689 人。

選擇微笑小熊調查小棧（網址為 https://smilepoll.tw/）作為本研究問卷蒐集的
平台，最主要的考量為調查小棧會控管問卷品質，進入此平台進行調查的問卷為
經篩選，且微笑小熊調查小棧的網路調查平台，登入會員後可取得問卷資料，並
能追查小棧中每一筆樣本。因此為確保資料的蒐集品質，本研究選擇透過微笑小
熊調查小棧進行網路調查的問卷資料蒐集。

網路調查相較於傳統的面訪與電訪，其優點為網路調查的成本較低、調查時
間的彈性較高以及調查內容也較多元化。除此之外，在網路上填答對於政治性的
敏感問題可使受訪者保有個人的隱私。不過，樣本代表性不足仍是網路調查尚待
克服的部分，目前彌補的做法是微笑小熊調查小棧透過抽獎機制，吸引問卷填答
者與回流的會員，透過問卷付費推廣的機制盡量地克服樣本代表性的問題。

3.2.1. 資料樣本
第一筆研究資料為微笑小熊調查問卷編號 1316「香港怎麼了」，調查時間由
24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2 日，參加填答者為 1,707 人、完整填答者為
1,365 人，作答完成率 79.9%，問卷填答背景為反送中運動香港數萬民眾在 2019
年 10 月中共建政 70 週年上街參加「國殤」遊行，全港多區爆發激烈警民衝突。

表 3 - 1 問卷編號 1316「香港怎麼了」人口學變數
問卷編號 1316「香港怎麼了」人口學變數
性別
百分比

年齡

居住地

男

女

< 20

20-29

30-39

40-49

50-59

>60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其他

46.4

53.6

3.5

30.4

36.9

19.4

6.8

2.9

47.0

22.0

27.9

1.8

1.4

資料檔的人口統計變數分布，從表 3-1 可見，在性別的分布上，男女比例上
有些差距，男生占總調查樣本的比例是 46.4%，女生占全體樣本比為 53.6%，女性
略高於男性；再來是年齡的分布狀態，有較高的比例集中在 20 到 39 歲，年齡
分布最少的是在 60 歲以上的民眾，因此在問卷編號 1316 的人口結構上是偏青壯
年的人口比例；在地區的分布狀態，為在北部 47%為最多數。

第二筆為問卷編號 1324「年前選舉大小事」，調查時間在 2019 年 12 月 09 日
至 2020 年 01 月 10 日，參加填答者為 3089 人、完整填答者為 2305 人，作答完成
率為 74.6%，問卷填答背景為 2020 年總統與立委大選選前。

表 3 - 2 問卷編號 1324「年前選舉大小事」人口學變數
問卷編號 1324「年前選舉大小事」人口學變數
性別
百分比

年齡

居住地

男

女

< 20

20-29

30-39

40-49

50-59

>60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其他

54.8

45.2

3.9

30.9

32.6

21.3

6.5

4.8

46.7

22.1

27.6

2.1

從表 3-2 看來，首先在性別的部分，男性占全體樣本數約 54.8%，女性占比為
45.2%，男性略高於女性；在年齡分布上，也較集中於 20 歲至 39 歲的青壯年人口，
這兩群年齡分布共占比全體比例約 63.5%；在地區人口的分布上，則是較為集中
於北部與南部地區，在全體人口所占的比例約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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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一筆和第二筆的原始資料合併後為合併檔 Data2020，合併後完成的總樣本
數共 689 份，係屬於檢視「『亡國感』的感受強」與「投票選擇」此二依變數的合
併問卷調查。

表 3 - 3 合併資料檔 Data2020 人口學變數
資料檔 Data2020 人口學變數
性別
百分比

年齡

居住地

男

女

< 20

20-29

30-39

40-49

50-59

>60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47.4

52.6

2.4

21.9

40.2

21.2

9.9

4.4

42.9

21.2

32.5

2

從表 3-3 檢視出女性占全體樣本數為 52.6%、男性為 47.4%；年齡分布集中在
30-39 歲的青壯年人口，為 40.2%；在地區人口的分布也為北部 42.9%占全體人口
比例最多。整體來看，該合併問卷在人口學變數的分布上，較偏向北部與 30 至 39
歲的壯年人口。

從人口社會學變數裡的性別、年齡與居住地，檢測是否與「亡國感」與投票
選擇具關連性。其中變數「年齡」是以劉正山（2016）研究世代之間政治認同差
異裡，將台灣民眾依不同政治世代經歷過的重大政治事件大致區分為：
「第一世代
（出生在 1932 年以前）經歷了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前後外省及本省族群之間的對
抗；第二世代（出生於 1932～1953 年）在 1949～1971 年間進入成年期，經歷了
1971 年被迫退出聯合國的中華民國重大外交挫折；第三世代（出生於 1954～1968
年）則經歷了韓戰之後對台美援及經濟穩定後 1972～1986 年間的工商業起飛；第
四世代（出生於 1969～1978 年）見證了經濟發展後帶來的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
如 1986 年民主進步黨的成立、1989 年中國大陸的天安門事件及 1990 年的野百合
學運；第五世代（出生於 1979～1988 年）經歷了 1996 年飛彈事件後的台灣意識
高漲及 2000 年台灣首次的政黨輪替；最年輕的第六世代（出生於 1989 年之後）
則是見證了 2008 年第二次政黨輪替、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及 2016 年第三次的政
黨輪替。」惟合併檔裡受訪者年紀最長為 1934 年出生，故第一世代為從缺，本研
究卡方檢定中的年齡變數，則從 1932 年至 1953 年出生的第二世代開始分類。而
26

其他
1.4

變數「居住地」因本研究背景為 2020 年總統大選、為全國性的選舉，因此「居住
地」暫不列入本研究想探究的變數，故僅以性別、年齡為卡方檢定與兩大依變數
「亡國感」與投票選擇做檢測。

圖 3 -3 為卡方檢定確認「亡國感」與性別的相關性，檢測顯示其 P 值為 0.525。
在有強烈「亡國感」的受訪者裡，男性占 49%、女性占 51%。若將受訪者分為男
性（代號為 0）、女性（代號為 1）二大類別裡，24.9%的女性、與 22.4%的男性有
強烈的亡國感。

圖 3 - 3「亡國感」與性別的相關性

而在檢測「亡國感」與年齡的關聯性，其 P 值為 0.631。在有強烈亡國感的受
訪者裡，以第五世代（1979 年至 1988 年出生）占 39.3%為最多。在將受訪者以年
齡區分，以占 33.3%的第二世代（1932 年至 1953 年出生）為有強烈的亡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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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4「亡國感」與年齡的相關性

在以卡方檢定檢測投票選擇與性別的關聯性，P 值為 0.873。在投給蔡英文（代
號為 1）的受訪者裡，有 47.4%是女性（代號為 1）
、52.6%為男性（代號為 0）
。在
將受訪者分為男、女性二大類別裡，44.8%的女性、與 43.9%的男性為最支持投給
蔡英文。

圖 3 - 5 投票選擇與性別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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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檢測投票選擇與年齡的關聯性中，在投給蔡英文的受訪者裡，以第六世
代（1989 年至 2005 年出生）占 39.7%為最多。在將受訪者以年齡區分，同樣以占
58.5%的第六世代為最支持投給蔡英文。

圖 3 - 6 投票選擇與年齡的相關性

3.2.2. 測量變數
表 3 - 4 研究模型變數總表
本研究模型所使用的變數（資料來源：合併資料檔 Data2020）
變數名稱
依變數

題目

選項

次數分配

『亡國感』的感

你有亡國感的感受

感受程度 0～4 編為 0

0 類組：475 人（76.4%）

受強

嗎？

感受程度 5～6 編為 1

1 類組：147 人（23.6%）

投票選擇

投票日當天，你的投

韓國瑜編為 0

0 類組：082 人（21.3%）

票章會蓋給哪位總

蔡英文編為 1

1 類組：302 人（78.6%）

不同意此句話編為 0

0 類組：232 人（35.8%）

同意此句話編為 1

1 類組：416 人（64.2%）

統候選人呢？
自變數

認同「今日香

對於「今日香港，明

港，明日台灣」 日台灣」這句話，你
怎麼看呢？

中國威脅的感

中國（大陸）對你來

感受程度 0～4 編為 0

0 類組：367 人（59.3%）

受程度最強

說，有威脅感嗎？

感受程度 5～6 編為 1

1 類組：252 人（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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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認同

世代：1985 年

提到身分認同時，你

偏向中國認同編為 0

0 類組：642 人（93.2%）

會怎麼說？

偏向台灣認同編為 1

1 類組：047 人（6.8%）

出生西元年

1985 年前出生編為 0

0 類組：363 人（52.8%）

1985 年(含)後出生編為 1

1 類組：324 人（47.2%）

後出生

控制變數

以社群網路接

平常，你最常從什麼

電視新聞與電視節目、報

0 類組：412 人（59.8%）

觸政治新聞

管道接觸政治新聞

章雜誌、廣播節目編為 0

1 類組：277 人（40.2%）

呢？

網路編為 1

「亡國感」的感

你有亡國感的感受

感受程度 0～4 編為 0

0 類組：475 人（76.4%）

受強

嗎？

感受程度 5～6 編為 1

1 類組：147 人（23.6%）

對韓國瑜的支

說到韓國瑜，你的心

支持編為 0

0 類組：112 人（17.6%）

持度

情比較接近下列哪

不支持編為 1

1 類組：523 人（82.4%）

個呢？
對於國民黨不

就你所知，國民黨提

滿意編為 0

0 類組：068 人（9.9%）

分區立委名單

出的不分區立委名

不滿意編為 1

1 類組：621 人（90.1%）

的滿意度

單，令你滿不滿意
呢？

信任蔡英文能

你有信心蔡英文能

沒有信心編為 0

0 類組：180 人（29.5%）

保護台灣的民

夠保護台灣的民主

有信心編為 1

1 類組：430 人（70.5%）

主

嗎？

信任蔡英文能

對於蔡英文能不能

沒有信心編為 0

0 類組：183 人（29.7%）

保護我國主權

保護我國主權，你有

有信心編為 1

1 類組：433 人（70.3%）

信心嗎？

3.2.2.1. 依變數

本研究最主要的依變數是研究模型 A 中「亡國感」的感受強。在問卷裡所使
用的題目是：「你會有『亡國感』的感受嗎？」。施測時間在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背景為反送中運動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該變數為連續型變數由 0 到 6，代表
「亡國感」感受程度由低到高；在研究模型 A 中，則改為類別型變數，將感受程
度 0 到 4 編為 0 類組、感受程度最為強烈的 5 到 6 編為 1 類組，取「亡國感」最
為強烈的受訪者以利探測分析。第二個依變數為研究模型 B 中「投票選擇」
，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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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裡所使用的題目為：
「投票日當天，你的投票章會蓋給哪位總統候選人？」為類
別型的變數，編碼方式蔡英文（民進黨籍）為 1、 韓國瑜（國民黨籍）為 2、宋
楚瑜（親民黨籍）為 3，及此三位候選人都不支持為 4、尚未決定支持的候選人為
5；在研究模型 B 中，主要以選擇投給韓國瑜與蔡英文作為類別分析，編碼方式韓
國瑜為 0、蔡英文編為 1。

3.2.2.2. 自變數

接下來介紹在本研究當中相當重要的自變數，分別為「認同『今日香港，明
日台灣』」
、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和「台灣人認同」
、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
新聞」、「世代（1985 年後出生）」，對照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與依變數投
票選擇。以下說明自變數的內容。

首先是關於香港反送中運動是否會讓台灣民眾產生共感，題目為：
「對於『今
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你怎麼看呢？」，原問卷編碼方式為「偏向同意，我
也害怕香港的事情發生在台灣」為 1、「偏向同意，如果香港淪陷了，下一個就是
台灣了」為 2、偏向同意的其他論述則編為 90；偏向「不同意，台灣不歸北京管，
這不會發生在台灣」為 3、偏向「不同意，這是危言聳聽」為 4、偏向不同意的其
他論述編為 96，
「我不太清楚這句話的意思」則編為 5，為類別型變數。在研究模
型中，則將偏向不同意的重編為 0 類組、偏向同意的編為 1 類組。

接著是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所使用的題目為：
「中國（大陸）對你來說，
有威脅感嗎？」從「沒有威脅感」到「非常有威脅感」
，頻率為低到高的編碼方式，
為連續型變數。在檢測中改為類別型變數，將感受程度較低或較為模稜兩可的 0
到 4 編為 0 類組、感受程度最為強烈的 5 到 6 編為 1 類組。

台灣人認同為類別型變數，題目是：「提到身分認同時，你會怎麼說？」，原
問卷編碼方式為「我是台灣人」編為 1、「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為」2、「我是
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為 3；「我是中國人」為 4、「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為 5、
「我是中國人，並不是台灣人」為 6，後為拒絕回答此題為 7。在研究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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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身分認同為台灣的編為 1 類組，中國認同與雙重認同的則統編為 0 類組。

接著是世代，原問卷年齡為自然連續型，本研究以 1985 年（含）後出生劃為
同一批接受教改去中國化的世代，以此調整編碼，1985 年前出生編為 0、1985 年
（含）出生編為 1。自變數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題目為：「平常，你最常從
什麼管道接觸政治新聞呢？」原問卷編碼方式為電視新聞與電視節目編為 1、各家
報紙為 2、雜誌為 3、廣播節目為 4、網路（如：社群網站、網路新聞、直播等）
編為 5，幾乎不太收看政治新聞則編為 6，為類別型變數。在研究模型中，則將社
群網路編為 1 類組、其他媒介則統編為 0 類組。

研究模型 A 與 B 共用相同的自變數，為了檢驗「亡國感」與選民投票選擇的
影響、驗證「『亡國感』越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因此在研究模型 B 裡，則
將研究模型 A 的依變數「亡國感」變換成自變數，檢證「亡國感」與選民的投票
選擇是否會互相影響。

3.2.2.3. 控制變數

本研究的控制變數有對應研究模型 A 的「對韓國瑜的支持度」與「對於國民
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
；對應研究模型 B 的「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
、
「信任蔡英文能保護我國主權」。

(1) 研究模型 A

研究模型 A 主要驗證依變數：
「亡國感」的感受強。在控制變數的選擇上，2019
年韓國瑜在當選市長後，拜訪中聯辦的行程在港台引發討論，更有媒體

16
15F

直指是

造成「亡國感」此用語開始在網路流傳的時間點。2019 年 1 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重新定調九二共識為：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
「不
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而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於 3
月 25 日在深圳與高雄市長韓國瑜會晤，除提兩岸一家親，更強調「習五條」為兩
16

葉立錡〈喚醒亡國感？一年多來中共對韓國瑜的反輔選〉
，上報，2019 年 11 月 27 日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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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發展指明前進方向，對此韓國瑜則回應：
「我強烈支持九二共識。」並稱「九二
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 17，後續更宣布參選 2020 年總統大選，此引起
16F

台灣民眾擔憂將會選出親中的領導人，使得歷經 30 年的民主化過程、已鞏固的選
舉民主制度，將會驟變成為中共的魁儡政權。

在台灣社會對於中國進逼下的焦慮，中國國民黨於 2019 年 11 月 13 日召開中
常會審查不分區提名名單後便掀起爭議，發表支持港警言論的警大前教授葉毓蘭
列入不分區名單第 1 名；曾赴中國聆聽習近平演說並起立致意中國國歌、親中立
場明顯的退役吳斯懷則為不分區名單的第 4 名；2012 年角逐立委失利後，引退台
灣政壇、轉往中國媒體界發展並發表：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台獨份子不是中國人，
該往死裏打。」、「統一的方式應該還是和統為主、武統為輔、斬首先行。」的前
立委邱毅

18
17F

名列第 8。中國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整體偏向保有既有體制的守備

範圍，「名列前茅」的立委則以親中統派為主。

綜合上述，為了更加確定自變數與依變數「亡國感」裡的中國威脅對應影響，
於是選擇「對韓國瑜的支持度」與「對於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作為
控制變數，希望檢證出總統候選人與其參選的政黨立場親中，會使自變數與「亡
國感」的影響符合理論預期。

首先在「對韓國瑜的支持度」題目為：
「說到韓國瑜，你的心情比較接近下列
哪個呢？」
，在原問卷的編碼上「開心支持」為 1、
「還算支持」為 2、
「不算支持」
為 3、「絕不支持」為 4、「目前心情太複雜，說不上來」為 5，為類別型變數。在
研究模型 A 中，則將不支持編為 0 類組、支持編為 1 類組。
「對於國民黨不分區立
委名單的滿意度」此控制變數的題目為：
「就你所知，國民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
單，令你滿不滿意呢？」
，在原問卷的編碼上「滿意」為 1、
「還算滿意」為 2、
「不
太滿意」為 3、
「非常不滿意」為 4、
「我不是很清楚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為 5，
為類別型變數。後在研究模型 A 則將滿意編為 0 類組、不滿意編為 1 類組。

17

張謙、邱國強〈韓國瑜會劉結一 稱九二共識是兩岸定海神針〉
，中央通訊社 CNA，2019 年 3 月
25 日網路新聞。
18
後邱毅於 2019 年 11 月 21 日宣布改以排序第一資格成為新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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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模型 B

研究模型 B 主要驗證的依變數為：「投票選擇」。為了檢證「亡國感」背後的
中國威脅，是否會使得台灣選民相信於選前喊出「抗中保台」的蔡英文與其所屬
的民進黨，進而選擇將總統選票投與蔡英文。

檢視「抗中保台」的相關媒體訊息，多為評論蔡英文於 2016 年當選執政四年
期間，除推出的年金改革、一例一休等政策在社會上受到高度爭議，南太平洋友
邦索羅門、吉里巴斯相繼與台灣宣布斷交，使得台灣在國際空間上不斷縮窄，間
接導致在 2018 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民進黨大敗，當時氛圍普遍認為蔡英文連
任無望。直到在 2019 年年初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40 周年中」提出「一國
兩制台灣方案」時，蔡英文隨即召開記者會強烈回擊不接受「一國兩制」，自此，
蔡英文反對「一國兩制」的說法不斷在公開場合重述，
「顧主權」成為蔡英文的重
要形象，特別是在年輕族群內廣為認知

19
18F

。而在六月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香

港風波更成為關鍵，蔡英文在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上表示，面對大陸的挑戰她
會挺住，強調：「不會讓台灣成為下一個香港」。2019 年面對中國威脅，民進黨乘
勢打出「抗中保台」牌，大大拉抬了民進黨與總統大選的選情

20
19F

。

因此在檢證「強烈的『亡國感』將會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選民的投票選擇。」
的控制變數上，分別選擇「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與「信任蔡英文能保
護我國主權」
，題目為：
「你有信心蔡英文能夠保護台灣的民主嗎？」與：
「對於蔡
英文能不能保護我國主權，你有信心嗎？」強度皆為 0 到 6，為連續型變數。後在
研究模型 B 裡，則將強度 0 到 2 編為 0 類組、3 到 6 編為 1 類組。

透過以上研究方法和研究設計的說明，下一階段將進行資料分析檢證本研究
架構所提出的假設。首先檢證「台灣民眾感到強烈的『亡國感』
、是因為背後存在
著中國威脅。」與推測強烈的『亡國感』將會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選民的投票選
擇，將選票投與主張能「抗中保台」的候選人蔡英文。
19

陳建瑜〈中國頻施壓反助蔡英文「抗中保台」 打主權牌讓民進黨大勝〉
，蘋果日報，2020 年 1
月 11 日網路新聞。
20
王爭鳴〈蔡英文乘港風波翻身 「抗中保台」牌奏效〉，星島日報，2020 年 1 月 1 日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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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將透過調查資料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分析驗證依變數與自變數、控
制變數的關係，以回應研究問題和假設。

本研究共分兩組研究模型，首先由研究模型 A 檢證本研究的依變數「『亡國感』
的感受強」。六個假設為以下：
假設 1-1（A1）：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2（A2）：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亡國感」越強。
假設 1-3（A3）：身分認同為台灣人，「亡國感」越強。
假設 1-4（A4）：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5（A5）：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亡國感」越強。

研究模型 B 驗證依變數：「投票選擇」。六個假設為以下：
假設 2-1（B1）：「亡國感」越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2（B2）：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3（B3）：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4（B4）：身分認同為台灣人，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5（B5）：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6（B6）：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第一節

依變數與自變數的變數分布情形

本文研究焦點為二大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與「投票選擇」，並綜合
出：「『亡國感』的感受越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在分析開始之前，先檢視
重要變數的分布情形。

首先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的分布情形，合併檔 Data2020 在調查資料中
（圖 4-1）
「亡國感」感受強的民眾為 23.6%（147 人）
，對照組為 76.4%（4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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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第一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

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622 人，標準差（sd）=0.43。

另外做為第二依變數的「投票選擇」
（圖 4-2）
，編碼 1 為投給蔡英文，占樣本
數比例為 78.6%（302 人），編碼 0 則是投給韓國瑜的比例，為 21.3%（82 人）。

圖 4 - 2 第二依變數：投票選擇

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384 人，標準差（sd）=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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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變數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圖 4-3），有 64.2%（416 人）偏向同
意、35.8%（232 人）則為不同意此句話。

圖 4 - 3 自變數：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648 人，標準差（sd）=0.48。

而在自變數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圖 4-4），感受程度較為強烈的民眾為
40.7%（252 人），對照組為 59.3%（367 人）。

圖 4 - 4 自變數：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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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619 人，標準差（sd）=0.49。

自變數關於提到台灣人認同時，在調查資料裡（圖 4-5）顯示有 64.%（415 人）
認同為台灣人，35.6%（229 人）認同為中國人與雙重認同。

圖 4 - 5 自變數：台灣人認同

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689 人，標準差（sd）=0.25。

接著是世代，原問卷年齡為自然連續型，本研究以 1985 年（含）後出生劃為
同一批接受教改去中國化的世代，並以此調整編碼，1985 年前出生編為 0、1985
年（含）出生編為 1，在調查資料裡（圖 4-6）1985（含）後出生的世代所占比例
為 47.2%（324 人），1985 年前出生則為 52.8%（36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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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 自變數：世代（以 1985 年出生劃分）

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687 人，標準差（sd）=0.5。

自變數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圖 4-7），在調查最常從何種管道接觸政治
新聞，將電視新聞與電視節目、各家報紙、雜誌、廣播節目歸類為同一類別（0 類
組），與選擇使用網路（1 類組）例如社群網站、網路新聞、直播等作為對照。約
40.2%（277 人）習慣以網路接觸政治新聞，選擇其他媒介的則為 59.8%（412 人）。

圖 4 - 7 自變數：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總觀察值個數＝689 人，有效觀察值個數＝689 人，標準差（sd）=0.49。

第二節

調查資料的確認式分析：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模型

二元勝算對數迴歸，也叫「二分勝算對數迴歸」
，是在檢討理論時重要的分析
工具。也有人直接音譯為二元羅吉斯迴歸（binary logit analysis；logistic regression；
logit regression）
。二元勝算對數迴歸應用在依變數二元（類別型）變數（非 0 即 1）
的情形，使用機率的概念，透過自變數，盡可能成功地將觀察值正確分類到依變
數的「1」群組或「0」群組（probability is of membership for pass）
。
「勝算對數」
（lo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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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勝算（odd）取對數（log）計算而來。概念之間的關係為以下式子：
logit（p）=log（odds）= a + b×x

在計算二元勝算迴歸的係數使用「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這些計算後得到的迴歸係數，能夠將每個觀察值依據所選的自變數被歸類
到依變數的 1 群組或 0 群組的成功機率達到最大。透過 log（odds）建構的回歸函
數，精準地將事件發生大於 50%的預測為 1，並將事件發生機率小於 50%的機率預
測為 0。

首先計算線性迴歸分析，研究模型 A 中的自變數與依變數關係。


假設 1-1（A1）：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2（A2）：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亡國感」越強。



假設 1-3（A3）：身分認同為台灣人，「亡國感」越強。



假設 1-4（A4）：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5（A5）：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亡國感」越強。

表 4 - 1 研究模型 A-1『亡國感』的成因：包含所有自變數的原始模型
勝算（OR） 標準誤差（S.E.）
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信賴區間（CI）

14.874 ***

0.376

2.331 – 10.190

11.904 ***

0.273

6.967 – 20.340

10.731

0.260

0.439 – 1.215

10.660

0.250

0.404 – 1.078

11.792 *

0.247

0.104 – 2.910

（對照：不認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感受不強）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世代：1985 年後出生
（對照：1985 年前出生）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觀察值（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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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變數為「亡國感」的感受強。
2.* p<0.05； ** p<0.01；*** p<0.001。

統計數據顯示，研究模型 A-1 的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中國威脅的感
受程度最強、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也就為對於「今
日香港，明日台灣」此句話背後的認同，不論是害怕香港的事情將發生在台灣，
或是香港若淪陷了、下一個就是台灣，「亡國感」的感受相對也越強烈。同樣地，
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對依變數「亡國感」感受
強的影響也符合理論預期。

表 4 - 2 研究模型 A-2『亡國感』的成因：加入控制變數的最終模型
勝算（OR） 標準誤差（S.E.） 信賴區間（CI）
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14.631 ***

0.386

2.171 – 9.876

12.079 ***

0.277

7.014 – 20.803

10.756

0.263

0.452 – 1.264

10.683

0.252

0.417 – 1.119

11.881 *

0.252

1.148 – 3.082

11.161

0.512

0.426 – 3.166

10.572

0.412

0.255 – 1.282

（對照：不認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感受不強）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世代：1985 年後出生
（對照：1985 年前出生）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對韓國瑜的支持度
（對照：不支持）
對於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
（對照：不滿意）
觀察值（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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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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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變數為「亡國感」的感受強。
2.* p<0.05； ** p<0.01；*** p<0.001。

為了瞭解國民黨籍的總統候選人與其不分區立委名單，是否與「亡國感」的
感受有關聯性，因此在研究模型 A-2 加入控制變數「對韓國瑜的支持度」與「對
於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
。而在迴歸結果顯示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
灣」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此三自變數再加入控
制變數後，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證明與依變數存在因果關係：認同「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亡國感」越強；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相對「亡國感」也
越強；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亡國感」越強。而自變數台灣人認同與世代，
則是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接受教改的世代、與不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或為中國人，對於「亡國感」感受幾無影響。

綜合研究結果探究中國因素影響台灣的民意，發現長期以來台灣民眾認為中
國對我們政府並不友善

21
20F

，蔡佳泓、陳陸輝（2015）認為原因為：
「中國不放棄武

力統一，並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且即使兩岸簽訂了二十幾項協議，但是中
國大陸仍然在國際社會上阻礙台灣加入國際組織。而香港政府一方面強調和解協
商，但一方面則更加強暴力鎮壓的行動，以至發動幫派如所謂『福建幫』
、黑社會
等，攻擊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並無分別地以長棍鐵管追打路過的民眾和示威者，
產生諸如元朗火車站和荃灣商場內追打民眾至頭破血流的慘劇。而警方既不到現
場，事後也不追查，更有錄影的證據看出警方是有默契地放縱這類以幫派攻擊民
眾的方式，以恐嚇一般市民。」趙敬邦（2020）指出香港特首為北京操控的「選
舉委員會」所選出，其服務對象純粹是中共政權，港人對歷屆特首的無能和濫權
完全沒有方法回應；立法會有一半議席為「功能組別」
，其中絕大部分為中共壟斷，
故立法會可否決任何由民選議員所提出的對港人有利的議案。中國介入香港選舉
此點，也與吳介民（2017）分析中國政府運用資本與其他相關手段，對他國或境
外地區從事經濟投資、吸納或整合，透過以上作用，使中國（包含中國政府、中
21

根據 2020 年 3 月 26 日陸委會公布例行民調結果，調查顯示民眾認為中共對我政府與民眾不友
善態度，分別升高至 76.6%、61.5%，達近 15 年來新高。高達 9 成以上民眾不贊成中共「一國兩制」
主張（90%）
，反對武力威脅台灣（90.5%）及不認同對我外交打壓（91.5%）
；我主流民意反對中共
對台負面作為。詳細資料可見陸委會網站 http://reurl.cc/d093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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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
中國因素引發效應相符。因此香港與台灣在「兩岸關係」上同處在中國因素的氣
旋下，港台兩地的「社運經驗」也相互串連，「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恐懼也因
此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研究結果驗證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越認
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與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則「亡國感」的感受越
強。

而在自變數台灣人認同與「亡國感」的影響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Anna
Stilz（2009）將公民民族主義界定為建立在只需要公民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
家，在政治上不需要通過語文或文化的共同性來統一，彼此便能平等共享政治權
力。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位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或族
群上的祖先，而是一個核心政治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因此在中國
對台灣明言統一領土的野心，以及極度不民主的壟斷結構下，
「台灣人認同」對於
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幾無影響，推論應在於台灣本土未直接誘發出「台灣 vs.
中國」的民族主義式抵抗，因現今的台灣已偏離了主要以種族為基礎的「國家」
舊概念，而是以共同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國家的民主制度形成自我定調的公
民民族主義。
「亡國感」因中國因素而環繞著民主的概念而非「國族」
，也因此「亡
國感」催生的行動並非革命或推翻政府，而是希冀台灣每個世代能不受中共政權
影響皆享有公民權利（inclusive citizenship）。

而自變數世代：1985 年後出生，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蕭阿勤（2005）
研究台灣的世代認同提到，70 年代（1980 年後出生）的戰後世代，其世代認同是
鑲嵌在國族提供的歷史敘事中而具體成形，其基礎是戰後普遍而相當成功的國族
教育與教化。然本研究顯示，接受去中國化國民教育的世代，其與依變數「亡國
感」的影響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除了推測是因樣本偏年輕，所以不會有太
大的變異，另外黃嘉玟（2004）在探討「本土化」與「去中國化」之定位，論述
要重構、解構文化並非易事，文化的流變需要長時間的演繹轉換，也許政治力的
介入可以給予形塑新文化的動力，或加速其形成的速度，但仍無法迅速的抹煞舊
有的傳統。台灣本土化的聲浪愈來愈強，而中小學的教材與選舉時政黨意識形態
的分野，這兩種在本土化意識裡，是否能與「去中國化」畫上等號，後續仍可觀
43

察討論之。

而本研究在網路調查資料的人口學變數上，較為集中在 20 歲至 39 歲的年齡
層，所占比例為 62.1%；再來是地區也較集中在北部與南部等區域，使得網路調查
資料的代表性略為不足。若要提升網路調查資料的代表性，對於所要蒐集的樣本
就須盡量接近調查母體的狀態，因此改善的方法為先藉由調查前的分層抽樣，以
達控制樣本的人口分布，以便在調查時控制各個人口變數的數量，使得樣本的人
口分布狀態可以接近母體的分布情況。關於抽樣與統計方法，李正忠（2003）研
究可藉由從效果大小檢視（effect size）與統計檢定力分析（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檢測未達顯著的原因是否源於效果太小（small effect size）或統計檢定力不夠大，
以避免作出錯誤或有所偏差的詮釋。其中藉以提昇統計力來改善統計結果詮釋的
主要方法之一是增加樣本數，這樣的作法能避免因效果太小或樣本數太小而導致
無法檢測出差異性。

而自變數「以社群網站接觸政治新聞」統計數據顯示 p 值 < 0.05，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推論社群網路除了是社會大眾獲取資訊的主要媒介之一，更是接
觸與討論中國的重要平台。2020 總統大選選前 YouTuber 波特王因在影片中稱呼蔡
英文為總統，引起中國合作方不滿、要求刪除影片，並發表聲明強調：
「嚴厲斥責
任何有損國家榮譽的言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捍衛國家主權。」要脅不服從便
解約

22
21F

，此則新聞引起台灣社會重視。而波特王所屬的聚暘新媒體則以：
「如果要

我們不能稱呼自己國家的元首為『總統』
，那這筆錢我們不賺也罷。」後與中國合
作方解約。波特王在獲得台灣網友大量聲援的同時，也有許多中國網友「翻牆」23
22F

留言辱罵：
「來大陸一次我揍你一次。」
、
「想問問武統時，台灣要怎麼頂？傻逼玩
意。」中國網友這類不友善的評論，常出現在 Facebook 與 Instagram，甚至是電玩
的留言裡，有民眾在選前街訪時

24
23F

表示：
「玩線上遊戲時常常接觸中國人，發現『翻

牆』替中共講話的網友，大部分都會用恐嚇的語氣要台灣人回歸，或是辱罵台灣
22

姜庚宇，
〈台網紅波特王與蔡英文拍片遭陸合作方解約 選前引爆兩岸政治爭議〉
，香港 01，2019
年 12 月 16 日網路新聞。
23
「翻牆」為網路名詞，因中國網路會屏蔽不符合中共官方要求的網站例如 Google、Fecebook 等，
並以防火牆封鎖，
「翻牆」一詞為利用科技 VPN 翻過網路的防火牆。
24
賴于榛，〈為何挺英 青年：支持反中 蔡相對不傾中、不媚共〉
，聯合晚報，2020 年 01 月 09 日
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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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讓人很反感。」自變數「以社群網站接觸政治新聞」，在加入此控制變數後，
與「亡國感」的影響符合理論預期，證實「中國威脅」不論是夾藏在官方論述，
或是堂而皇之顯現在中國網友：
「招呼你們的只有炸彈，死台巴子。」
、
「中國就有
錢，等我們過去吃你媽。」 25等惡意網路留言裡，台海兩岸的政治與安全互動過去
24 F

幾年間已明顯惡化，加上這些明示中共將要武統血洗台灣、嘲弄台灣人民是蛆蟲
的日常網路訊息，更讓習慣以社群網路接收政治新聞的台灣民眾備感「亡國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數據顯示控制變數「對韓國瑜的支持度」與「對於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對於依變數「亡國感」，其 p 值 < 1，未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選擇「對韓國瑜的支持度」作為控制變數是因 Google Trend 的
搜尋熱度顯示，
「亡國感」首次出現搜尋聲量為 2019 年 3 月 24 日高雄市長韓國瑜
踏入中聯辦，後其宣布支持九二共識也引起軒然大波；而在面對香港去年 6 月出
現的反送中運動，韓國瑜受訪時，僅簡短回應：
「不知道、不曉得。」隨着港府鎮
壓力道加大、港人抗爭持續加溫，隔著一片海的台灣「亡國感」也隨之升高，韓
國瑜卻只呼籲港府傾聽民意；總統政見發表會上，韓國瑜更避談相關的對中政策 26。
25F

「亡國感」很大程度上，是韓國瑜難去除「親中」標籤，在大家眼裡乘載了來自
中國的恐懼。而國民黨向來以與中國關係良好、能為台灣謀取經濟紅利為政黨主
軸，但不分區立委名單出爐，親中立場明顯的葉毓蘭、吳斯懷列入不分區安全名
單，引起民眾疑慮與不安：國民黨若重新執政，在政策面向是否會更大幅靠近中
國。然在研究模型 A 中檢視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與控制變數「對韓國瑜
的支持度」、「對於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卻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推論
因設定「亡國感」的感受是背後存在中國威脅，而韓國瑜的支持度與國民黨不分
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與「親中」直接連結過於簡化，導致數據呈現不顯著。在
設定自變數時，應先明確將「親中」的概念定義，問卷命題時再設計「親中」的
指標選項供問卷填答者回答，以利使用數據界定候選人「親中」程度是否與「亡
25

以上留言擷取反送中新聞、與蔡英文 Instagram 帳號 tsai_ingwen 於 2020 年 5 月 10 日的母親節
貼文下方留言。
26

中央社總編輯陳正杰提問三位總統候選人兩岸外交的問題，韓國瑜回應：
「親愛的台灣人，我們
到底要浪費多少時間在這些無聊的、設計的意識形態？把我們自己的發展像裹小腳一樣裹起來。到
現在我們選的總統還在懷疑我們會不會接受一國兩制。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多可怕！」可參考
「2020 大選 12/29 總統候選人辯論會逐字稿」
，網址：https://reurl.cc/Wd8O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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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感」產生連結，而非單以支持度好惡做為連結。

第二個依變數為：「投票選擇」，以線性迴歸分析研究模型 B 中的依變數與自
變數關係。


假設 2-1（B1）：「亡國感」越強烈，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2（B2）：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3（B3）：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4（B4）：身分認同為台灣人，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5（B5）：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假設 2-6（B6）：習慣以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表 4 - 3 研究模型 B-1 投票選擇：包含所有自變數的原始模型
勝算（OR） 標準誤差（S.E.）
「亡國感」的感受強

信賴區間（CI）

2.772 ***

0.278

1.607 – 4.782

2.535 ***

0.228

1.623 – 3.959

1.743 *

0.228

1.115 – 2.726

2.160 ***

0.211

1.429 – 3.265

1.678 *

0.203

1.126 – 2.499

1.625 *

0.205

1.087 – 2.428

（對照：感受不強）
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照：不認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感受不強）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世代：1985 年後出生
（對照：1985 年前出生）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觀察值（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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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變數為「投票選擇」。
2.*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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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研究模型 B-1 的自變數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台灣人認同
與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與依變數投票選擇的影響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尤其「亡國感」越強烈，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表 4 - 4 研究模型 B-2 投票選擇：加入控制變數的最終模型
勝算（OR） 標準誤差（S.E.）
「亡國感」的感受強

信賴區間（CI）

0.084 ***

0.311

0.046 – 0.155

2.313 **

0.278

1.342 – 3.986

0.948

0.292

0.535 – 1.680

2.074 **

0.261

1.243 – 3.458

1.741 *

0.252

1.062 – 2.855

1.639 *

0.250

1.004 – 2.675

5.136 ***

0.414

2.283 – 11.553

4.780 ***

0.426

2.075 – 11.012

（對照：感受不強）
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照：不認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感受不強）
台灣人認同
（對照組：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世代：1985 年後出生
（對照：1985 年前出生）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
（對照：不信任）
信任蔡英文能保護我國主權
（對照：不信任）
觀察值（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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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依變數為「投票選擇」。
2.* p<0.05； ** p<0.01；*** p<0.001。

根據表 4-4 統計數據顯示，在研究模型 B-2 加入控制變數「信任蔡英文能保護
台灣的民主」與「信任蔡英文能保護我國主權」
，發現自變數「亡國感」的程度強
與投票選擇的影響仍符合理論預期，證明與依變數存在因果關係：
「亡國感」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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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在依變數「投票選擇」中，六個自變數裡，「亡國感」
的感受強、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台灣人認同、世代及與以社群網路接觸
政治新聞，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自變數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對依變
數投票選擇則是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研究結果發現「亡國感」感受強與依變數選民的投票選擇，p 值 < 0.001，得
到統計上的顯著，顯示強烈的「亡國感」成為台灣選民支持蔡英文的重要因素。
「亡
國感」糾結了台灣人民對台灣未來的感受，特別是面對中國步步進逼的一國兩制，
與中國勢力無孔不入的滲透，擔憂在未來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將成為經濟發展、政
治協商中的犧牲品。選前有不少評論質疑「亡國感」為政治操作、為的是在 2020
年總統大選獲得選票，更直指蔡英文與民進黨是利用「亡國感」操作統獨對立，
和對選民進行情緒勒索，如嚴安林（2020）評論：
「蔡英文及民進黨能從九合一選
舉低迷行情中翻轉而上，關鍵就在操弄『亡國感』的『抗中保台』策略奏效。」
鄭亘良（2019）也提到「抗中保台」從宣言與訴求，統攝了不同組織與參與者，
體現以「捍衛民主」作為動員口號的政治情感，但實際上卻遮蔽了全球資本主義
下的政治經濟問題，且擔憂若未能建立以自身歷史經驗與反省為基礎的主體性，
單以「捍衛民主」的價值進行呼召，將使得政治的族群對立操作，與親美親日反
中反共的政治意識型態在本土民主中得到滋養，在「中國崛起論」與「香港化」
的恐懼催化下，
「亡國感」將成為民粹的燃料棒。藉由研究模型 A 可觀察出「亡國
感」源自民主於近年因中國因素而持續惡化的事實，與中共本身的政治體制在港
台兩地長期呈現的負面評價，
「亡國感」因此成為焦慮台灣民主自由將在不久的將
來產生危機的代稱，而民進黨與蔡英文以「抗中保台」對抗中國因素成為 2020 年
總統與立委大選的主要論述，並賦予了這樣的動員有著保護台灣民主的意涵。在
《亡國感的逆襲：台灣的機會在哪裡》一書，指出「亡國感」在選舉中成為影響
因素之一，本是民意政治的正常狀態，此氛圍也為民眾將其所憂慮的感受顯現出，
而在民主政治下的候選人則須想辦法說服民眾，此說法同張明睿（2019）研究強
調民主政治也是「民意政治」的論點相符，表示多數民眾可以對公共政策進行意
見表達，而精英政策的施作則與民眾所傳達的意見產生直接的關聯。

香港「反送中」運動被認為是這次選戰的關鍵影響因素，嚴安林（2020）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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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蔡英文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引起不少台灣民眾的共鳴，競選策略激起台
灣社會反「一國兩制」情緒。自變數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其 P 值 < 0.01，
與選民的投票選擇得到統計上的顯著。在鄭祖邦（2019）研究 2003 至 2016 年在
中國因素下香港本土意識的分歧與整合中提到，隨著中國政經實力的崛起，對全
球各地產生了程度不一的影響，而位處中國邊緣的台灣和香港更是由於歷史發展
與地緣政治的糾葛，有著更為深刻而全面性的影響。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原是
2014 年 4 月台灣「太陽花學運」流傳的主要訴求和口號，後來成為表達港台命運
共同體意識的標語。而在蔡英文的總統競選宣傳片「從世界愛上台灣，明年 1 月
11 日，歡迎回家。」採用香港青年人上街遊行、與港警發射催淚彈的新聞片段，
並搭配旁白：
「在台灣，我們持續堅守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很希望有一天，台
灣這個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郭育仁（2020）評析反
送中運動引發台灣人民亡國感的發酵，直接衝擊 2020 年初的總統大選，2020 年
的香港局勢仍充滿不確定性，香港議題估計會在台灣選舉中長期發酵。

中國威脅感受程度最強與選民投票選擇的影響，則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大
國是一個模糊的措辭，但不論按什麼標準，中國都當之無愧：其領土的幅員及戰
略位置、人口的規模及能量、經濟的價值和成長率、在全球貿易中的巨大占比、
軍力的規模和現代化程度、外交利益能及的範圍，以及文化影響的水準。然中國
崛起對世界最大的威脅，正在於它展示了一種若為經濟、政治與軍事勝利故，任
何道德底線皆可拋的蠻荒心態。陳怡（2019）指出，從 1970 年末，中共官方的首
要戰略意圖一直是解決台灣問題，除了因敗走至台灣的國民政府自居「中國正統」
並試圖「反攻大陸」
，嚴重威脅新生中共政權之合法性，此外台灣被美國視為圍堵
共產主義「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向中國沿海派遣突襲隊，進行間諜偵查、宣傳
反共思想，這些均促使中共認為必須對台海現狀「做出改變」
，故其呈現出想以武
力解放台灣的「攻擊型民族主義」情緒。然在本研究中，自變數中國威脅感受程
度最強再加入控制變數後，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檢視是否因為「亡國感」
感受強與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都已納入模型當中控制，而此二自變數的
性質與中國威脅感受程度最強類似，高度相關的結果，導致投票選擇受到對中國
威脅感受程度影響就較不明顯。因此使用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的數值檢測指出模型中共線性的問題是否嚴重，若其中兩個變數的數值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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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2.5，此二變數之間可能有共線型，若 VIF 大 4 則代表共線型問題較嚴重。VIF
檢證後，發現「亡國感」感受數值為 1.336516、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數
值為 1.116087、中國威脅感受程度最強此自變數數值為 1.353121；經過 VIF 檢證
後，發現自變數之間沒有明顯的互相干擾，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可以解釋「亡
國感」的形成，但未直接影響投給蔡英文的意願，強烈感受到中國威脅的人也包
含不支持蔡英文的選民，推論國民黨支持者本身因具有政黨立場，故不會由於感
受到中國威脅、而在投票選擇時改為支持蔡英文。

統計數據顯示，自變數「台灣人的認同」加入控制變數後，其 p 值 < 0.01，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代表台灣民眾會因身分認同越趨向台灣人，而越支持蔡
英文。觀察近年台灣政治情勢的變化，可以發現隨著民主化的發展，以及兩次政
黨的輪替，「認同」（identity）因素在解釋民眾的政治態度及投票行為時，占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鄭夙芬（2012）析論總統選舉中的台灣認同，從 1970 年代開始的
本土性民主化運動，主要是以本省人的弱勢族群意識，對抗外省人強調中國法統
的威權統治；民進黨於 1986 年成立之後，由於民進黨對於族群意識的論述，以「政
治民主化」及「本土化」為訴求，希望建構一個屬於「台灣民族」
（包括認同台灣
這塊地的本省人及外省人）的國家為目標，本土意識的興起，使得台灣的族群關
係，開始轉變成在認同層次上的「台灣民族主義」
（台灣意識）與「中國民族主義」
（中國意識）的對立。鄭夙芬以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及統獨立場所建構的「台灣
意識指標」，分析 1996～2008 年等四次總統選舉中，認同因素對選民投票抉擇的
作用，結果發現：在四次總統選舉中，台灣意識高者，顯著地支持泛綠候選人，
台灣意識較低者，則較支持泛藍候選人；就候選人的支持基礎而言，民進黨的支
持結構，來自高度台灣意識者的比例，由 1996 年的 70.4%、2000 年的 58.6%、2004
年的 74.0%、到 2008 年的 84.4%，大致呈現愈來愈高的傾向，而高台灣意識者對
泛藍候選人的支持比例，則顯著偏低。而林泉忠（2020）發現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總統和立委選舉中，選民大致上以兩大核心價值，即「經濟民生」與「政治
自主」之間搖擺。這種投票行為反映在日常的時候，一般民眾都會以「經濟民生」
為重，而當「主權流失」的危機感上揚之時，會有較多的台灣選民傾向守住「政
治自主」此一價值。根據歷次選舉，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選舉策略與訴求傾向，國
民黨偏重於強調「經濟民生」的重要性，且此一訴求往往與其「兩岸牌」相連接，
50

民進黨則以彰顯台灣國家認同的「台灣人民決定論」的主觀意識為主軸。因此推
論「台灣人認同」在本研究模型中顯示為顯著，因是 2019 年中國因素所引發的「主
權流失」危機感在選舉中發酵，選情因而對對民進黨較為有利。

世代（1985 年後出生）與選民投票選擇的影響，其 p 值 < 0.05，達到統計顯
著水準。蕭阿勤（2015）指出：
「世代概念在分析上的有效性，不在於指出人們在
生物學的年齡一致或相近，而是說明他們如何因為同處於同一社會的特殊歷史過
程，經歷類似的社會變遷力量，因此在生活經驗與反應上有某種的共同性，並使
他們異於其他世代。」因此本研究從政治世代的觀點切入，以 1985 年出生、接受
90 年代教改，來做為政治世代劃分的時間點並探討其投票選擇。1985 年後期，台
灣的政治民主化逐漸展開，隨著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終止動員戡亂、國會
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一連串的政治革新，台灣的政治環境出現快速且重大的變
化，人民對政治參與也有更多的管道，對政治議題的關注也更為廣泛，整個政治
環境的民主化歷程逐步走向 Robert Dahl（1971）對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參與、
競爭」
。林宗弘（2015）研究 1985 年政治自由化與民主轉型的衝擊「…使得民眾
的國家認同與民主價值，出現全面性跨年齡與跨世代的轉變；青少年與成年時期
經歷過本土化教育改革，與政黨輪替、受到兩岸經貿開放與中國崛起的經濟與社
會衝擊、以及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影響，會因此出現較強的台灣認同。」而這樣的
台灣認同，對上 2019 年初習近平發布了《告台灣同胞書》內含五項概括性對台政
策的「習五點」
，強調統一的強烈願望以及反對台灣獨立、不放棄武力統一以實現
一個中國的原則，更加深了台灣人民對於中國政權壓迫的警覺心。而本研究模型 B
驗證接受 90 年代教改的此世代，在投票選擇上更加傾向支持蔡英文，推論民進黨
藉由校園教育積累營造的台灣主體意識，反映在世代的政治態度上，此點與陳陸
輝（2019）交叉分析不同年齡層民眾統獨立場得到呼應，其研究指出 1985 年以後
出生的年輕族群相較於其他年齡層，其對於兩岸統一的偏好是較低的。而相對韓
國瑜的猶豫不決，蔡英文除了嚴厲批判「習五點」
，更於選前提出「不接受一國兩
制和拒絕與中國統一」的訴求，在面對中國威脅的焦慮感下，接受 90 年代教改的
世代會更認為需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者來對抗中國的壓力。

而在習慣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與選民投票選擇的影響，達到統計顯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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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Metzgar（2009）研究由於媒體互動性越來越高，閱聽人更從被動轉變成為主
動，甚至可與政治人物直接進行對話、深入了解或挑戰政治人物的政策意涵。部
落格、影音平台、社群媒體使用者越來越多，由於簡潔快速，又幾乎不受時間和
地點侷限，過去這幾年立刻發展成為眾多網友散播訊息和傳遞意見的渠道，傳統
媒體的地位更受到衝擊。因此推論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發展與傳播資訊管道的
多元化，在影響選民投票選擇的重要因素，除了候選人相關的因素，如候選人評
價、候選人形象與立場等，隨著社群網路融入日常生活，莊伯仲、金至津（2019）
研究甚至發現成為粉絲、按讚這類網路行為已被證實與實體行動間存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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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順全、許乃偉、莊文忠（2019）所分析的「非真誠投票行為」也指出選民在選
舉前因藉由網際網路等，能快速獲得豐富的資訊，使部分選民的投票行為可能受
到民調變化或其他人的集體意志而左右，最後作出的選擇並非原先心中所屬意的
選項。政治領域中，許多政治人物開始使用社群媒體進行宣傳，美國總統川普不
時在 Twitter 發佈政見以及對大小事務的看法，不僅讓自身的 Twitter 頁面成為各國
媒體關注的焦點，甚至讓原本趨向沒落的 Twitter 起死回生；孫榮光（2020）更指
出，2016 年總統大選中，民進黨利用社群網路新媒體的特性，針對各個不同年齡
層和族群背景的民眾，設計不同的網路內容，連結至 Facebook、LINE 或是 YouTube
等新媒體載具，藉由分享與訊息發表，進一步影響選民對蔡英文的支持度。本研
究發現習慣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在投票選擇上會更加傾向支持蔡英文，顯
示蔡英文與其所屬的民進黨以網路社群處理記者會等文宣、相關政治新聞與活動
宣傳主視覺與圖像，在 2020 年總統大選選前於網路社群平台進行小編互動、累積
網路聲量、塑造黨的形象等網路部署是奏效的，由於社群網路可快速傳達訊息，
因此成為提供選情資訊的平台，選民因藉由社群網路得知新聞資訊及相關評論，
進而對其投票選擇產生影響，甚至形成同溫層的強化，顯示出社群網路已成為台
灣選舉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而控制變數「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與「信任蔡英文能保護我國主
權」
，p 值 < 0.001，同樣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民主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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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候選人臉書經營和選舉結果之關聯分析：以 2016 年區域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的研究提到實
際運用臉書和選舉勝敗有顯著關聯，以 2016 年區域立委選舉中 354 位候選人的粉絲經營狀況，實
際經營者 36.8%當選立委，無臉書或未實際經營者則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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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權，對於選民支持投給蔡英文的投票選擇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郭育仁（2020）
評析北京頻頻打壓台灣和對台軍事挑釁，並繞過台灣政府直接向台灣人民祭出收
編親中公職人員、政黨與企業主等方式的優惠，說明推進「實質統一」的手段已
更加強烈與直接。2019 年起中共軍機持續繞台，以及美國軍艦多次穿越台灣海峽，
兩岸局勢似乎更加嚴峻。蔡總統在 2019 年 2 月接受 CNN 專訪時表示，若兩岸開
戰的話，
「我們自己會承受第一波的攻擊之後，全世界其他的國家可以共同站出來
對中國做一個很強烈的表示跟壓力。」行政院長蘇貞昌隨後在立法院答詢時則說，
若兩岸真的開戰，
「有支掃把，我都拿起來，絕不投降。」後蔡英文以 817 萬史無
前例的高票連任，獲得高度民意支持。藉由本研究模型 B，可發現在眾多影響選民
投票選擇的因素中，選民對於蔡英文維護台灣民主與我國主權的信任，成為主宰
投票選擇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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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亡國感」的因素

本研究試圖透過經驗性的調查資料，分析「亡國感」這個在 2019 年興起的集
體情緒從何而來，與「亡國感」背後的不滿與擔憂，將催生何種行動的連結與溝
通，並檢證「亡國感」是否會在總統選舉中，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

本研究共同使用以檢視研究模型 A 與 B 的自變數共有五個，旨在探究中國崛
起的離心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同理感、中國威脅、台灣人認同、世代
與以社群網站接收政治新聞。進而引出「亡國感」從何而來，並觀察「亡國感」
是否會影響 2020 年大選選民的投票選擇。研究模型 A 使用自變數檢測「台灣民眾
感到強烈的『亡國感』
、是因為背後存在著中國威脅。」研究模型 B 則檢視「強烈
的『亡國感』將會影響 2020 年總統大選選民的投票選擇。」本文透過委託微笑小
熊小棧分別於 2019 年 9 月、與 2020 年 1 月總統選舉前進行網路調查，後合併此
二問卷檔並檢證研究問題。

研究模型 A 對於第一個研究問題：「台灣民眾感到強烈的『亡國感』、是因為
背後存在著中國威脅。」從迴歸結果顯示（A1）
、
（A2）
、
（A5）與達到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其中（A3）台灣人認同與（A4）世代，對於「亡國感」感受強的則是未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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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照：不認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不強）

A1+
A2+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A3

Y：「亡國感」的感受強

A4
世代：1985年後出生
（對照：1985年前出生）

A5+

控制變數1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對韓國瑜的支持度
（對照：不支持）

控制變數2

對於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好感度
（對照：不滿意）

圖 5 - 1 研究模型 A 結果

綜合研究問題 A 的分析結果，港澳主權轉移給中國的經驗充滿啟示。中共原
先允諾的高度自治底下的一國兩制得不到保障，在看到一國兩制的香港，反送中
運動的香港政府對民意充耳不聞、而港警則過分使用武力鎮壓，更讓被中共以「希
望用一國兩制作為統一方案」的台灣唇亡齒寒。而在文獻回顧爬梳出台灣對中國
積累成的敵意氛圍、與 2019 年的中台港三方局勢，顯見中國因素已然進入台灣的
政治視野，並形成集體情緒的「亡國感」。

在文獻的討論中，林泉忠（2016）提到：
「1949 年之後的台灣，在中華民國的
框架下，走向了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化』過程，即使台灣在退出聯合
國、並喪失一個個主要邦交國後，至今仍維持不受外來支配的自主政府。而 1990
年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強化了一般民眾拒絕北京對台灣主權
要求的意識。」區家麟（2015）研究提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當年中共強調「兩
制」之特殊地位，為強調香港有權、強調自治，目的是要香港人留下、叫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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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而今日強調的「一國」則是前提，強調中央有權、一國壓倒兩制。香港政
府的大家長權威性格，指責公民運動者為「不理性」的暴民，試圖低估示威人數
以及內部異質性，而將之理解為一小群對現狀不滿，除了藉抗議來製造社會動亂、
為當地居民製造不便之外沒有其他事情可做的破壞者，並指控示威者其行為將傷
害香港經濟，與破壞社會的和諧穩定。當警察穿上制服，就是制度的機器，配有
警盾、頭盔、防彈衣、各種長短不一的警棍及水砲，以此重裝對待對國家安全未
造成重大威脅的示威者，香港人奮力與政府抗爭，卻被棍棒打到頭破血流、被子
彈射瞎眼睛，大量詭異不合理的傷亡例如遺體下身赤裸、全裸溺斃在海中等事例
激增。中方原先允諾的高度自治底下的一國兩制得不到保障，香港已然向一國一
制過渡。陳怡（2019）研究論述：
「近年來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舉動日益明顯，
2014 年強化中央權力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對香港主流社會爭取真正普選的扼
殺，讓香港社會更深領悟到北京並無誠意讓香港擁有真正的民主，也看清中共『權
力至上』的本質。」在看到香港現況，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讓被中國當局希望
同以一國兩制做為統一方案的台灣人產生焦慮。

誠如 Carl Schmitt （2007）所言，政治性敵人不需要是道德上邪惡的或美學上
醜陋的，也不必然是經濟上的競爭者。敵人就是他者（the other）、就是外人（the
stranger），某些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差異與疏離（existentially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alien）就足以成為「敵人之所以是敵人」的充分條件。在中國威脅與「亡國感」
的關聯，證實了文獻回顧中謝易宏（2009）所說北京政府所帶來的軍事鎮壓、政
治宰制、經濟壟斷、社會壓抑與文化羞辱，是絕大多數生活在台灣土地上的人共
同的切膚之痛，更形成台灣對中國的敵意氛圍。尤其在軍事威脅上，許志嘉（2009）
研究證明中國對台的軍事威脅一方面達到了嚇阻台灣法理獨立，但另方面也造成
了台灣人民對中國的疏離感，呈現了一種矛盾的格局。

本研究同時也證實劉時君、蘇蘅（2017）所指出，網路媒體的創新使用，使
得台灣政治抗議事件進入社會事件與科技整合運用的新階段，科技特色不但讓行
動者的媒體使用創新，且提供另類論述的發聲機會，形成對抗議運動新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第 15 任總統與立委選舉，在選前有許多 YouTuber 與網路圖
文創作家皆呼籲「1/11 投票，決定自己的未來」
，如因拍片稱呼蔡英文「總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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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中國合作方不滿要求刪除影片、後續決定解約的 YouTuber 波特王，於選前也
再度與蔡英文合作拍片籲民眾 1/11 踴躍投票；多位台灣插畫家也發起「1/11 返鄉
投票大串連」
，紛紛靠著自己的創作，向青年呼籲一起返鄉投票。而擁有百萬訂閱
率的 YouTuber 阿滴在選前號召高達 21 組知名 YouTuber 一同製作官方影片，影
片內容為呼籲年輕人一同回到家鄉投票：
「一起用選票決定台灣的未來。」引發廣
大迴響，共累計 461 萬次觀看、5.5 萬次分享影片。而以迴歸模型檢證研究模型假
設「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亡國感』越強。」與「習慣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
新聞，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此波具一定個人魅力與
追蹤者人數的 YouTuber、和網路圖文創作家於網路平台呼籲投票「捍衛民主」
，與
蔡英文提倡的訴求相符，可了解近年和中國結合經濟利誘和媒體控制的統戰，及
國民黨政府迫切與中國合作，這些大環境的改變衝擊著台灣民主自由的意涵，也
激起台灣民眾的焦慮，進而支持蔡英文所堅持民主價值、台灣優先等論述。

蔡英文競選團隊在 2019 年 12 月 3 日於 Facebook 與 YouTube，釋出總統宣傳
片「從世界愛上台灣，明年 1 月 11 日，歡迎回家。」 擷取香港抗爭片段並以旁
白傳達：
「在台灣，我們持續堅守得來不易的自由與民主。」2020 年 1 月 6 日選前
釋出影片「《大聲說話》」註解為：
「過去一年，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事。在幾百公里
外的地方，有許多年輕人，正在用他們的血淚，捍衛自由。」影片旁白字幕：
「就
在幾百公里外，數不清的青年每天被逮捕、被關押、被凌虐、被失蹤。原來九二
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原來一國兩制就是獨裁專制。」而實際上，從本研究的兩個
研究模型中，
「亡國感」感受強與投票選擇的關聯性達到統計上的顯著，代表在其
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
「亡國感」感受越強烈，則有愈高的可能性投給蔡英文。對
應文獻回顧的背景，許志嘉（2009）評論台灣認同隨著選舉的需求而增加，從過
去的禁忌，變成常態化的訴求，到最後成為所有尋求民眾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必須
建立的形象。

第二節

「亡國感」的影響：我國 2020 總統大選的觀察

研究模型 B 對於第二個研究問題：「強烈的『亡國感』將會影響 2020 年總統
大選選民的投票選擇。」從迴歸結果驗證（B1）
、
（B2）
、
（B3）
、
（B4）
、
（B5）與（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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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與「投票選擇」相關的假設，顯示除了（B3）外，其他五個自變數皆達到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
亡國感的感受強
（對照：感受不強）

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對照：不認同）

B2+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對照：不強）

B3

台灣人認同
（對照：中國認同&雙重認同）

世代：1985年後出生
（對照：1985年前出生）

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對照：其他管道）

B1+

Y：投票選擇

B4+
B5+
B6+

控制變數1+

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
（對照：不信任）

控制變數2+

信任蔡英文能保護我國主權
（對照：不信任）

圖 5 - 2 研究模型 B 結果

研究模型 B 中，可發現顯著的自變數以 emotion factor 為多，除了因本研究所
選擇的自變數以主觀認同為主軸，但仍可推論 2020 年總統大選選民在投票選擇方
面，反射性投票佔有一定的比例，而非針對基於候選人條件、政黨認同、或是政
策偏好的考量。吳親恩、林奕孜（2013）在研究影響投票選擇的因素中，分析包
括政黨認同、族群態度、自由與保守的意識形態在內的認同因素，這些態度通常
是比較長期而穩定的。而後在張順全、許乃偉、莊文忠（2019）研究台灣選民的
研究中發現，投票選擇會因情緒或氛圍驅動，產生情緒化的投票，例如選民因短
期間不滿意某政黨的表現、而產生情緒化的憤怒投票或含淚投票的投票選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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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進黨在 2016 年上台執政後，推動一例一休、軍公教年金等改革政策，提倡轉
型正義激化藍綠意識形態對立，及未能有效處理兩岸關係導致陸客商機喪失等，
經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2018 年縣市長選舉前，已瀰漫許多憤怒選民欲用選票懲
罰執政黨的氛圍。中國官方向來的武力恫嚇與政治威脅，常使得台灣人民對中國
政權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論述產生排斥感，而 2020 總統大選前，在看到中
國對邊界少數民族強制漢化的政策令人心驚膽跳；對一國兩制的香港，港警以武
力鎮壓、「反送中」的抗爭更讓台灣唇亡齒寒，在選前形成一股「亡國感」，也使
得選民在這樣焦慮的情緒下，產生支持主打「抗中保台」形象的蔡英文。

2020 年大選對台灣而言，似乎激起更為激烈且廣泛的焦慮情緒，除了中共對
內管制更趨強化，而藍綠兩大陣營對台灣價值定位的衝突，也在大選期間急遽升
溫，兩大黨分別萌生了定義迥異的「亡國感」
。而在探討「亡國感」越強，是否為
影響選民投與蔡英文的主因時，選前評論多以「亡國感」為民進黨策動為論述，
認為民進黨政府抓住台灣群眾對中國資本政權的壓力與專制統治的恐懼，將自身
定調為「保衛民主」的民主捍衛者，並透過對民眾「亡國感」的操作，放大群眾
對於異議人士的猜疑，將後者描繪成不關心台灣國難將至的人。如王崑義（2019）
評論香港反送中運動、國民黨極端反動的叫囂，對年輕族群造成警示作用，逼使
其將希望重新寄託於民進黨。但實際上在大選開票結果顯示，在投票率提高且總
統大勝的情況下，民進黨在國會卻出現退步、部分區域立委連任失利、不分區在
得票數與得票率方面均明顯縮水，為未來 4 年執政埋下新變數。國民黨則仍維持
最大在野黨地位，儘管總統選戰失利，連帶使得挺韓色彩明顯的立委選區幾乎全
部落敗，但從實際結果來看，國民黨在國會其實有所成長；總席次從 2016 的 35
席小幅進步到 38 席，不分區得票率也 2016 的 26.91%進步到 33.35%，票數增加 1
百多萬票，顯示在「亡國感」的氛圍下，選民對總統候選人的投票選擇得到證實，
但在與對應的政黨支持度並未形成關聯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選前民調對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與政黨的支持度都偏
低，在文獻回顧裡也可看出國民黨在歷史脈絡裡因過度親共傾中、與統治手段常
過於集權，導致民眾惶惑不安；張讚國（2016）研究指出國民黨於 1949 年失去中
國人民的信任和托付，退守台灣，先後以高壓和白色恐怖等手段獨裁了 50 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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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起台灣歷經幾次民主普選與政權輪替，國民黨於 2016 年再度失去台灣人民
的信任與託付。然 2020 總統與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在選前一片不看好的情況下，
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仍拿下 5,522,119 得票數近 38.61%的得票率，政黨票更開出
4,723,504 的得票數，一舉拿下不分區立委 13 席，選前因親中立場頗受爭議的吳斯
懷與葉毓蘭也順利進入議會。在研究模型 A「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越高，
『亡
國感』越強烈。」獲得驗證，但在因有感中國威脅而產生「亡國感」的氛圍裡，
2020 年總統立委大選的實際得票率上，仍有高比率支持親中立場較為明顯的國民
黨，推論「亡國感」的構成元素中，應有別於中國威脅單一向度的原因存在，或
許是台灣獨立將引戰的恐懼、抑或是對現實生活條件的不滿，這些不同於中國威
脅而有所感的「亡國感」，值得深究原因。

綜合以上，可從問卷得出 2019 年民眾的確有感程度或輕、或深的「亡國感」，
而「亡國感」越強烈的民眾，分析其焦慮的緣由則與中國因素有關，其中越能同
理香港反送中、越有「亡國感」的感受，在投票選擇上也越支持蔡英文。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首先為本研究核心的「亡國感」在學界目前對於此一概念
仍較為籠統尚未嚴謹定義，因此在設計問卷：「哪個描述最接近你對『亡國感』的
看法？」歸類出四種類別以供受訪者填答：我國可能被中國（大陸）實質統治、
我國可能不再保有民主、我國的主權可能被出賣、
「中華民國」國號可能不再存在。
但實際從研究模型得出的結論，可觀察出台灣民眾的「亡國感」並非為單一因素，
甚至對於「亡國感」是有問卷設計者未設想到的解釋。研究樣本採用「亡國感」
感受最為強烈的受訪者，驗證其強烈的「亡國感」與中國因素具關聯性；若將「亡
國感」的因素限縮在「擔心我國可能被中國（大陸）實質統治」
，並以此作為自變
數檢證，應可更加深入探究「亡國感」的根源是否與台灣的主權議題有關。

本研究使用網路調查，為方便抽樣，而非系統性的分層抽樣。雖然網路調查
具有問題設計上的彈性，但因為取樣的特性，在推論上應謹慎為之。因此建議未
來的研究，從更多樣的資料下手（如隨機電訪或大型面訪）
，與本文的發現進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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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對話。

本研究建構兩個模型以研究「亡國感」的因素，與檢證「亡國感」是否為蔡
英文以族群認同為動員選舉的主力。研究結果顯示，感受到強烈「亡國感」的因
素為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看到授命於北京的港府以粗暴手段落實高壓的恐懼，及
中國長久以來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協助鎮壓香港反送中抗議活動，存在已久的新
疆集中營與西藏的迫害，這些相關資訊透過社群網路的傳遞，也讓台灣人對步步
進逼的中共集權政體產生「亡國感」。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在 2020 總統大選支持
蔡英文的投票選擇上，除了強烈的「亡國感」
，還有看到香港現況的同理，也促成
了蔡英文勝選的原因。2020 總統大選由「抗中保台」的蔡英文勝出，國民黨因應
總統大選敗選，黨內掀起兩岸政策大檢討，部分黨員喊出放棄九二共識，韋奇宏
（2020）研究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的機遇，提到若台灣民眾反中意識高漲，且國
民黨無法成為中國希望所託，中國將不得不與蔡英文總統打交道。然在習近平領
導下，中國仍極可能對台施壓，如 2020 年 2 月中國與緬甸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台
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而非過去慣用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郭育
仁（2020）也指出 2020 年選後，中國已六度出現軍機繞台，3 月中旬，中國軍機
更在 24 小時內兩度繞台飛行，甚至跨越台海中線；台灣周邊海域相對也不平靜，
4 月初遼寧號航母與 5 艘軍艦航經台灣南部巴士海峽，4 月 22 日再次航經巴士海
峽往東航行，挑釁意味濃厚。台灣的困境除了中國未必會因台灣民眾選出立場為
「抗中」的總統，在對台政策方面變得稍有彈性，對於台灣而言，2020 年 11 月的
美國總統大選更會是台灣戰略機遇與挑戰的轉折點，若川普連任可能對中國態度
更加強硬，雖然台美關係可能更上一層樓，但台灣會被迫選擇倒向美國，使兩岸
關係更加嚴峻，這些也將成為蔡總統第二任期的主要挑戰。

2020 年 5 月 10 日適逢母親節，香港防暴警察以非法集結為由，用「大圍捕」
的方式包圍、發射胡椒球彈及拘捕市民，其中拘捕對象不乏在餐廳與母親聚餐的
年輕人；5 月 28 日中國第 13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 2787 票贊成、1 票反對、6 票
棄權，通過了香港《國安法》立法決定草案，其中包括「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
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等法例，主要針對香港四種威脅作為，包括顛覆
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外部勢力干預等進行管制。北京當局聲言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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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旨在為香港帶來「穩定」
，進一步限制港人的結社自由、表達自由及和平集會
的權利；隨即香港議會通過國歌法二讀，侮辱中國國歌最高可判 3 年。香港局勢
動盪，蔡英文總統表示將由行政院組成專案，向香港人士提供「香港人道援助關
懷行動專案」，提供港人來台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以及跨國企業、
國際法人團體來台等專案諮詢與協助服務。對此，吳佳勳（2020）認為應能持續
吸引香港高階人才來台發展，台灣亦有機會發展成為「亞太籌資中心」
，吸引香港
資金來台進行財富管理、更可力促在港美商來台投資，爭取作為美商在亞太地區
的總部營運所在地。本研究指出 2019 年的「亡國感」成因與香港反送中運動有關
聯性，應可持續 2020 年香港的相關因素，研究台灣人民的「亡國感」是否會因香
港局勢連動而更為強烈，或是因香港不再享有北京允諾的自治地位使得台灣在亞
太經貿方面得利、「亡國感」因此退燒，值得後續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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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網路調查資料編碼與分析
原始資料來源:微笑小熊調查小棧「香港怎麼了」


調查執行期間：2019 年 10 月 14 日到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樣本大小：共 1365 份

原始資料來源：微笑小熊調查小棧「年前選舉大小事」


調查執行期間：2019 年 12 月 09 日到2020 年 01 月 10 日



樣本大小：共 2305 份

合併資料檔【合併資料檔Data2020】


樣本大小: 共 689 份

(1) 檢視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
#讀入原始資料
library(readr)
DFG <- read_csv("C:/Users/Owner/Desktop/Data Project/1324_1316_mixed（UTF-8 BOM）.csv")
nrow(DFG) #共 689 列
ncol(DFG) #共 148 欄
#取出變數名稱作為變數標籤
varlabels <- colnames(DFG)
# 拿掉標籤之後的變數名稱重新命名為 V1, V2, ...
colnames(DFG)[1:148] <- paste("V", 1:148, sep="")
# 為變數名稱裝上標籤
sjlabelled::set_label(DFG) <- varlabels
# 批次清理無效值
DFG <- sjmisc::set_na(DFG, na="NA")
## 變數編碼與描述
varlabels #列出每個變數的標籤
library(sjmisc)
library(sjPlot)
names(D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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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變數：「亡國感」的感受強
# （V134）你有亡國感的感受嗎？(0~6)
#感受程度強烈 5~6
#對照組 0~4
DFG$V134r <- rec(DFG$V134, rec="5:6=1;0:4=0", as.num=F)
frq(DFG$V134r)

# 你有亡國感的感受嗎？
# total N=689

valid N=622

mean=0.24

sd=0.43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475

68.94

76.37

76.37

1 147

21.34

23.63

100.0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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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NA

NA

sjp.frq(DFG$V134r)
# 一.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 假設 1-1：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亡國感」越強。
# (v125)對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你怎麼看呢？
#偏向同意，我也害怕香港的事情發生在台灣 1
#偏向同意，如果香港淪陷了，下一個就是台灣了 2
#偏向同意，因為： 90
#偏向不同意，台灣不歸北京管，這不會發生在台灣 3
#偏向不同意，這是危言聳聽 4
#偏向不同意，因為： 96
#我不太清楚這句話的意思 5
DFG$V125r <- rec(DFG$V125, rec="1:2:90=1; 3:4:96:5=0", as.num=F)
frq(DFG$V125r)
# 對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你怎麼看呢？
# total N=689

valid N=648

mean=0.64

sd=0.48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232

33.67

35.8

35.8

1 416

60.38

64.2

100.0

<NA>

41

5.95

NA

NA

sjp.frq(DFG$V12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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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 假設 1-2：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高，「亡國感」越強。
# (v77)中國(大陸)對你來說，有威脅感嗎？
#感受程度強烈 5~6
#對照組 0~4
DFG$V77r <- rec(DFG$V77, rec="5:6=1;0:4=0", as.num=F)
frq(DFG$V77r)
# 中國（大陸）對你來說，有威脅感嗎？
# total N=689

valid N=619

mean=0.41

sd=0.49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367

53.27

59.29

59.29

1 252

36.57

40.71

100.0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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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NA

NA

sjp.frq(DFG$V77r)

# 三.台灣人認認同
# 假設 1-3：身分認同為台灣人，「亡國感」越強。
# (v76)提到身分認同時，你會怎麼說？
#我是台灣人 1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
#我是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 3
#我是中國人 4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5
#我是中國人，並不是台灣人 6
#我昏了，先跳過 7
DFG$V76r <- rec(DFG$V76, rec="1:3=1; 4:7=0", as.num=F)
frq(DFG$V76r)
# 提到身份認同時，你會怎麼說？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44

mean=0.64

sd=0.48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229

33.24

35.56

35.56

1 415

60.23

64.44

100.00

<NA>

45

6.53

NA

NA

sjp.frq(DFG$V7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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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代（以 1985 年出生劃分）
#假設 1-4：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亡國感」越強。
# (V2)出生西元年
table(DFG$V2)

1934 1939 1940 1942 1944 1950 1951 1952 1954 1955 1956
1

1

1

1

1

1

1

3

1

7

4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3

2

1

5

7

4

8

5

5

9

5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6

8

12

9

9

13

11

14

15

15

23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22

13

30

30

28

29

31

22

25

34

1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7

18

22

24

19

24

14

9

12

8

3

2001 2003 2004 2015 2019
10

2

1

1

1

DFG$V2r <- rec(DFG$V2, rec="1985:2004=1; 1984:1934=0;", as.num=F)
frq(DFG$V2r)

# Born year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87

mean=0.47

sd=0.50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363

52.69

52.84

52.84

1 324

47.02

47.16

100.00

<NA>

2

0.29

NA

NA

sjp.frq(DFG$V2r)

# 五.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 假設 1-5：習慣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亡國感」越強。
# （V15）平常，你最常從什麼管道接觸政治新聞呢？
# 電視新聞與電視節目 1
# 各家報紙 2
# 雜誌 3
# 廣播節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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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如：社群網站、網路新聞、直播......等 5
# 我幾乎不太收看政治新聞 6
DFG$V15r <- rec(DFG$V15, rec="5=1;else=0", as.num=F)
frq(DFG$V15r)

# 平常，你最常從什麼管道接觸政治新聞呢？
# total N=689

valid N=689

mean=0.40

sd=0.49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412

59.8

59.8

59.8

1 277

40.2

40.2

100.0

<NA>

0

0.0

NA

NA

sjp.frq(DFG$V15r)
## 控制變數
# 一.對韓國瑜的支持度
# (V36)說到韓國瑜，你的心情比較接近下列哪個呢？
#開心支持 1
#還算支持 2
#不算支持 3
#絕不支持 4
#目前心情太複雜，說不上來 5
DFG$V36r <- rec(DFG$V36, rec="1:2=0; else=1", as.num=F)
frq(DFG$V36r)
# 那麼，說到韓國瑜，你的心情比較接近下列哪個呢？
# total N=689

valid N=689

mean=0.84

sd=0.37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112

16.26

16.26

16.26

1 577

83.74

83.74

100.00

<NA>

0

0.00

NA

NA

sjp.frq(DFG$V36r)

# 二.對於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的滿意度
# (v60)就你所知，國民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令你滿不滿意呢？
#滿意 1
#還算滿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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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滿意 3
#非常不滿意 4
#我不是很清楚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5
DFG$V60r <- rec(DFG$V60, rec="1:2=0; 3:5=1", as.num=F)
frq(DFG$V60r)
# 就你所知，國民黨提出的不分區立委名單，令你滿不滿意呢？
# total N=689

valid N=689

mean=0.90

sd=0.30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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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

9.87

9.87

1 621

90.13

90.13

100.00

<NA>

0

0.00

NA

NA

sjp.frq(DFG$V60r)

## 儲存檔案
names(DFG) # 確認包含了上面新增的 8 個變數
## 確認式分析：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假設 1-1：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2：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亡國感」越強。
#假設 1-3：身分認同為台灣人，「亡國感」越強。
#假設 1-4：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亡國感」越強。
#假設 1-5：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亡國感」越強。
save(DFG, file="../DFG.rda")
rm(list=ls())
library(car)
load("../DFG.rda")
## 模型一：包含所有解釋變數的原始模型
mod.1 <- glm(V134r ~ V125r+V77r+V76r+V15r+V2+V29r,
data=DFG,
family=binomial)
summary(mod.1)

Call:
glm(formula = V134r ~ V125r + V77r + V76r + V2r + V15r, family = binomial, data = DFG)

Deviance Res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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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1.6252

1Q
-0.5313

Median

-0.3041

3Q

0.7881

Max

2.9584

Coefficients: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Intercept)

-3.6342

0.4144

-8.770

< 2e-16 ***

V125r1

1.5840

0.3763

-4.210

2.56e-05 ***

V77r1

2.4769

0.2733

-9.062

< 2e-16 ***

V76r1

-0.3138

0.2597

-1.209

0.2269

V2r1

-0.4154

0.2501

-1.661

0.0967 .

0.5834

0.2473

-2.359

0.0183 *

V15r1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Dispersion parameter for binomial family taken to be 1)

Null deviance: 605.59

on 536

degrees of freedom

Residual deviance: 430.61

on 531

degrees of freedom

(152 observations deleted due to missingness)
AIC: 442.61

Number of Fisher Scoring iterations: 5

vif(mod.1)
V125r
1.045164

V77r

V76r

1.030921

1.027206

V2r
1.086691

V15r
1.060964

library(sjPlot)
tab_model(mod.1,
+

# 設定要顯示的資訊

+

show.se = TRUE, # 顯示標準誤

+

show.aic = TRUE, # 顯示 AIC

+

show.r2 = TRUE, # 顯示 (pseudo) R-square

+

p.style="asterisk", # 以星號表示顯著程度

+

collapse.ci = FALSE,

# 以獨立欄位顯示信賴區間

+
+

# 設定小數點的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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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s=3, # 所有估計值的小數點位數

+

digits.p=3, # p 值的小數點位數

+
+

# 線的樣式設計

+

CSS=list(css.topborder="border-top:1px solid black;"),

+
+

# 欄位重新命名

+

string.pred = "解釋變數",

+

string.ci = "信賴區間",

+

string.se ="標準誤 (S.E.)",

+

string.p="顯著水準 (C.I.)"

+

# file="analysisResult.html" #另存新檔

+)
## 模型二：加入其他控制變數的完整模型
mod.2 <- update(mod.1, .~. +V36r+V60r)
summary(mod.2)

Call:
glm(formula = V134r ~ V125r + V77r + V76r + V2r + V15r + V36r + V60r,
family = binomial, data = DFG)

Deviance Residuals:
Min
-1.6532

1Q

Median

3Q

Max

-0.5275

-0.2995

0.6343

2.9624

Coefficients: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Intercept)

-3.3040

0.5616

-5.883

4.02e-09 ***

V125r1

1.5327

0.3864

-3.967

7.29e-05 ***

V77r1

2.4915

0.2773

- 8.984

V76r1

-0.2800

0.2625

-1.067

0.2862

V2r1

-0.3813

0.2518

-1.514

0.1300

V15r1

0.6320

0.2519

-2.510

0.0121 *

V36r1

0.1492

0.5119

-0.291

0.7707

V60r1

-0.5593

0.4120

-1.357

0.1746

< 2e-16 ***

--Signif.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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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Dispersion parameter for binomial family taken to be 1)

Null deviance: 605.59

on 536

degrees of freedom

Residual deviance: 428.77

on 529

degrees of freedom

(152 observations deleted due to missingness)
AIC: 444.77

Number of Fisher Scoring iterations: 5vif(mod.2)
V125r
1.094124

V77r

V76r

V2r

V15r

1.057008

1.038834

1.097131

1.096966

V36r
1.235284

library(sjPlot)
tab_model(mod.2,
+

# 設定要顯示的資訊

+

show.se = TRUE, # 顯示標準誤

+

show.aic = TRUE, # 顯示 AIC

+

show.r2 = TRUE, # 顯示 (pseudo) R-square

+

p.style="asterisk", # 以星號表示顯著程度

+

collapse.ci = FALSE,

# 以獨立欄位顯示信賴區間

+
+

# 設定小數點的位數

+

digits=3, # 所有估計值的小數點位數

+

digits.p=3, # p 值的小數點位數

+
+

# 線的樣式設計

+

CSS=list(css.topborder="border-top:1px solid black;"),

+
+

# 欄位重新命名

+

string.pred = "解釋變數",

+

string.ci = "信賴區間",

+

string.se ="標準誤 (S.E.)",

+

string.p="顯著水準 (C.I.)"

+

# file="analysisResult.html" #另存新檔

+)

76

V60r
1.195705

(2) 檢視依變數：投票選擇
## 依變數：投票選擇
# （V29）投票日當天，你的投票章會蓋給哪位總統候選人？
# 蔡英文（民進黨籍） 1
# 韓國瑜（國民黨籍） 2
# 宋楚瑜（親民黨籍） 3
# 這三位我都不會投 4
# 目前還沒有決定 5

DFG$V29r <- rec(DFG$V29, rec="1=1 ; 2=0", as.num=F)
frq(DFG$V29r)
# 投票日當天，你的投票章會蓋給哪位總統候選人呢？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384 mean=0.79

sd=0.41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82

11.90

21.35

21.35

1

302

43.83

78.65

100.00

<NA> 305

44.27

NA

NA

sjp.frq(DFG$V29r)

# 投票日當天，你的投票章會蓋給哪位總統候選人呢？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81

mean=0.56

sd=0.50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297

43.11

43.61

43.61

1 384

55.73

56.39

100.00

<NA>

8

1.16

NA

NA

sjp.frq(DFG$V29r)
## 自變數
> # 一.『亡國感』的感受強
> # 假設 2-1：「亡國感」越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 （V134）你有亡國感的感受嗎？(0~6)
> #感受程度強烈 5~6
> #對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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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G$V134r <- rec(DFG$V134, rec="5:6=1;0:4=0", as.num=F)
frq(DFG$V134r)
你有亡國感的感受嗎？
# total N=689

valid N=622

mean=0.24

sd=0.43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475

68.94

76.37

76.37

1 147

21.34

23.63

100.00

9.72

NA

<NA>

67

NA

sjp.frq(DFG$V134r)

# 二.對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認同感
# 假設 2-2：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v125)對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你怎麼看呢？
# 偏向同意，我也害怕香港的事情發生在台灣 1
# 偏向同意，如果香港淪陷了，下一個就是台灣了 2
# 偏向同意，因為： 90
# 偏向不同意，台灣不歸北京管，這不會發生在台灣 3
# 偏向不同意，這是危言聳聽 4
# 偏向不同意，因為： 96
# 我不太清楚這句話的意思 5
DFG$V125r <- rec(DFG$V125, rec="1:2:90=1; 3:4:96:5=0", as.num=F)
frq(DFG$V125r)
# 對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話，你怎麼看呢？
# total N=689

valid N=648

mean=0.64

sd=0.48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232

33.67

35.8

35.8

1 416

60.38

64.2

100.0

<NA> 41

5.95

NA

NA

sjp.frq(DFG$V125r)

三.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
# 假設 2-3：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v77)中國(大陸)對你來說，有威脅感嗎？
#感受程度強烈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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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0~4
DFG$V77r <- rec(DFG$V77, rec="5:6=1;0:4=0", as.num=F)
frq(DFG$V77r)
# 中國（大陸）對你來說，有威脅感嗎？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19 mean=0.41

sd=0.49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367

53.27

59.29

59.29

1 252

36.57

40.71

100.00

<NA>

70

10.16

NA

NA

sjp.frq(DFG$V77r)
# 四.台灣人認同
# 假設 2-4：身分認同為台灣人，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v76)提到身分認同時，你會怎麼說？
# 我是台灣人 1
#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2
# 我是台灣人，並不是中國人 3
# 我是中國人 4
#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5
# 我是中國人，並不是台灣人 6
# 我昏了，先跳過 7
DFG$V76r <- rec(DFG$V76, rec="1:3=1; 4:7=0", as.num=F)
frq(DFG$V76r)

# 提到身份認同時，你會怎麼說？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44

mean=0.64

sd=0.48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229

33.24

35.56

35.56

1 415

60.23

64.44

100.00

<NA>

45

6.53

NA

NA

sjp.frq(DFG$V76r)
# 五.世代（以 1985 年出生劃分）
# 假設 2-5：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V2)出生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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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1939 1940 1942 1944 1950 1951 1952 1954 1955 1956
1

1

1

1

1

1

1

3

1

7

4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3

2

1

5

7

4

8

5

5

9

5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6

8

12

9

9

13

11

14

15

15

23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22

13

30

30

28

29

31

22

25

34

1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7

18

22

24

19

24

14

9

12

8

3

2001 2003 2004 2015 2019
10

2

1

1

1

DFG$V2r <- rec(DFG$V2, rec="1985:2004=1; 1984:1934=0;", as.num=F)
frq(DFG$V2r)

# Born year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87 mean=0.47

sd=0.50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363

52.69

52.84

52.84

1 324

47.02

47.16

100.00

<NA>

2

0.29

NA

NA

sjp.frq(DFG$V2r)

# 六.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
# 假設 2-6：習慣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V15）平常，你最常從什麼管道接觸政治新聞呢？
# 電視新聞與電視節目 1
# 各家報紙 2
# 雜誌 3
# 廣播節目 4
# 網路，如：社群網站、網路新聞、直播......等 5
# 我幾乎不太收看政治新聞 6
DFG$V15r <- rec(DFG$V15, rec="5=1;else=0", as.num=F)
frq(DFG$V15r)
# 平常，你最常從什麼管道接觸政治新聞呢？ (x) <categ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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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N=689

valid N=689

mean=0.40

sd=0.49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412

59.8

59.8

59.8

1 277

40.2

40.2

100.0

<NA>

0

0.0

NA

NA

sjp.frq(DFG$V15r)

## 控制變數
# 一.信任蔡英文能保護台灣的民主
# (V135)你有信心蔡英文能夠保護台灣的民主嗎？
# 對照 0~4
# 非常有信心 5~6
DFG$V135r <- rec(DFG$V135, rec="0:4=0; 5:6=1", as.num=F)
frq(DFG$V135r)

#蔡英文（現任總統）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10

mean=0.39

sd=0.49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374

54.28

61.31

61.31

1 236

34.25

38.69

100.00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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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

NA

NA

sjp.frq(DFG$V135r)

# 二.信任蔡英文能保護我國主權
# (V137)對於蔡英文能不能保護我國主權，你有信心嗎？
# 對照 0~4
# 非常有信心 5~6
DFG$V137r <- rec(DFG$V137, rec="0:4=0; 5:6=1", as.num=F)
frq(DFG$V137r)
# 蔡英文（現任總統）_1 (x) <categorical>
# total N=689

valid N=616

mean=0.36

sd=0.48

val frq raw.prc valid.prc cum.prc
0 392

56.89

63.64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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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4
<NA>

73

32.51

36.36

10.60

100.00

NA

NA

sjp.frq(DFG$V137r)

## 儲存檔案
names(DFG) # 確認包含了上面新增的 9 個變數
save(DFG, file="../DFG.rda")
rm(list=ls())
## 確認式分析：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 #假設 2-1：「亡國感」越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假設 2-2：認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假設 2-3：中國威脅的感受程度最強，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假設 2-4：身分認同為台灣人，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假設 2-5：1985 年後出生的世代，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 #假設 2-6：以社群網路接觸政治新聞，越確定會投給蔡英文。

library(car)
load("../DFG.rda")
## 模型一：包含所有解釋變數的原始模型
mod.1 <- glm(V29r ~ V134r+V125r+V77r+V76r+V2r+V15r,
+

data=DFG,

+

family=binomial)

> summary(mod.1)

Call:
glm(formula = V29r ~ V134r + V125r + V77r + V76r + V2r + V15r,
family = binomial, data = DFG)

Deviance Residuals:
Min
-2.1860

1Q
-0.9131

Median
0.4386

3Q

Max

0.8915

2.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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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s: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Intercept)

-1.9855

0.2470

-8.040

9.00e-16 ***

V134r1

1.0195

0.2783

3.664

0.000248 ***

V125r1

0.9301

0.2276

4.087

4.37e-05 ***

V77r1

0.5559

0.2280

2.438

0.014775 *

V76r1

0.7702

0.2107

3.656

0.000256 ***

V2r1

0.5173

0.2033

2.545

0.010935 *

V15r1

0.4855

0.2049

2.369

0.017831 *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Dispersion parameter for binomial family taken to be 1)

Null deviance: 734.37

on 529

degrees of freedom

Residual deviance: 603.88

on 523

degrees of freedom

(159 observations deleted due to missingness)
AIC: 617.88

Number of Fisher Scoring iterations: 3

vif(mod.1)
V134r

V125r

1.282585 1.099458

V77r
1.266150

V76r
1.029140

V2r

V15r

1.057097 1.042522

library(sjPlot)
tab_model(mod.1,
+

# 設定要顯示的資訊

+

show.se = TRUE, # 顯示標準誤

+

show.aic = TRUE, # 顯示 AIC

+

show.r2 = TRUE, # 顯示 (pseudo) R-square

+

p.style="asterisk", # 以星號表示顯著程度

+

collapse.ci = FALSE,

# 以獨立欄位顯示信賴區間

+
+

# 設定小數點的位數

+

digits=3, # 所有估計值的小數點位數

+

digits.p=3, # p 值的小數點位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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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線的樣式設計

+

CSS=list(css.topborder="border-top:1px solid black;"),

+
+

# 欄位重新命名

+

string.pred = "解釋變數",

+

string.ci = "信賴區間",

+

string.se ="標準誤 (S.E.)",

+

string.p="顯著水準 (C.I.)"

+

# file="analysisResult.html" #另存新檔

+)
## 模型二：加入其他控制變數的完整模型
mod.2 <- update(mod.1, .~. +V135r+V137r)
summary(mod.2)

Call:
glm(formula = V29r ~ V134r + V125r + V77r + V76r + V2r + V15r +
V135r + V137r, family = binomial, data = DFG)

Deviance Residuals:
Min
-2.6668

1Q
-0.6568

Median
0.2520

0.5134

3Q

Max

2.2598

Coefficients: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Intercept)

-2.47242

0.31129

-7.943 1.98e-15 ***

V134r1

1.080828

0.264763

4.082 4.46e-05 ***

V125r1

0.83867

0.27763

3.021 0.002521 **

V77r1

-0.05322

0.29197

-0.182 0.855365

V76r1

0.72927

0.26097

2.794 0.005199 **

V2r1

0.55443

0.25231

2.197 0.027988 *

V15r1

0.49386

0.25002

1.975 0.048233 *

V135r1

1.63622

0.41365

3.956 7.64e-05 ***

V137r1

1.56438

0.42581

3.674 0.000239 ***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Dispersion parameter for binomial family taken to b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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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 deviance: 681.90 on 493
Residual deviance: 425.24

degrees of freedom

on 485

degrees of freedom

(195 observations deleted due to missingness)
AIC: 443.24

Number of Fisher Scoring iterations: 5

> vif(mod.2)
V134r
1.336516

V125r
1.116087

V77r
1.353121

V76r
1.039087

V2r
1.078794

V15r

V135r

1.036708

2.208079 2.236765

library(sjPlot)
tab_model(mod.2,
+

# 設定要顯示的資訊

+

show.se = TRUE, # 顯示標準誤

+

show.aic = TRUE, # 顯示 AIC

+

show.r2 = TRUE, # 顯示 (pseudo) R-square

+

p.style="asterisk", # 以星號表示顯著程度

+

collapse.ci = FALSE,

# 以獨立欄位顯示信賴區間

+
+

# 設定小數點的位數

+

digits=3, # 所有估計值的小數點位數

+

digits.p=3, # p 值的小數點位數

+
+

# 線的樣式設計

+

CSS=list(css.topborder="border-top:1px solid black;"),

+
+

# 欄位重新命名

+

string.pred = "解釋變數",

+

string.ci = "信賴區間",

+

string.se ="標準誤 (S.E.)",

+

string.p="顯著水準 (C.I.)"

+

# file="analysisResult.html" #另存新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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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37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