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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緒 論 
方法、方法論及瞭解政治學的研究   
 

 

 

政治關乎權力。然而，研究權力的分配和運作，絕不是一件簡

單的事情。對於權力的本質，盧克斯(Steven Lukes, 1974)曾經提出

以下的著名評論：「權力的行使牽涉到利益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

可能是公開的、也可能是暗中進行的；或者，權力的行使可能發生

在由說服、誘導、操縱，或其他想像得到的影響方式所控制的背景

之下」。 

因此，政治科學的主題，也就成為學術研究者的特有難題。我

們應該相信誰的觀點？我們是否能夠同意民選(或非民選)領導人

的公開聲明？如果對於同一種現象的兩套解釋，聽起來都很有道

理，那我們該如何做出選擇呢？ 

研究的能力，以及接著提出證據來確證特定世界觀的能力，顯

然對於政治科學這門學科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實上，我們認為在研

究方法上的深思熟慮，正是這門學科的重要特徵之一，而這也將學

術性政治研究和一般政治新聞評論給區分開來。畢竟，在本質上，

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不靠訪談方

法，我們如何能詢問政治領導人有關當下所發生的事件呢？如果不

對文件與檔案進行分析，我們要如何將一連串複雜的過往事件給拼

湊在一起？如果沒有調查與統計分析，我們要怎麼判斷特定的輿

論，或是評估政府的對外說法？簡言之，若是沒有謹慎設計的研究

方法，就不可能會有嚴謹的政治科學。 

就此觀之，以下的現象似乎有些諷刺：諸如社會學與心理學這

1 



2  政治學研究方法(韋伯文化網路試閱版，二校稿96-01-01) 

 

R
esearch M

ethods in Politics

些系出同門的學科，都有很多探討研究過程的著作，然而就政治科

學而言，卻少有能夠對其研究者介紹眾多研究方法的相關文獻。我

們的目標不算什麼雄心壯志，只是希望改善這種欠缺現象，並藉此

提供政治學研究者一個必要的基礎，讓他們能進而接觸到更多在質

性與量化研究方法領域中的先進文獻(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Bryman, 2001; de Vaus, 2001)。 

 

 

壹、引導的主題 
 

 

    儘管本書每位作者所強調的重點難免有所差異，不過他們都

遵循著三大指導原則；我們樂見這種差異性的存在，也應該對這些

原則做出說明： 

 

 承認有理、有效、可靠的證據在政治科學領域中的重要性。 

 承認理論的重要性，也承認「所有的知識，都是由概念所形成」

這樣的觀點。 

 承認存在於研究模型和「現實」(不論他們對於「現實」的看

法為何)間之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簡潔性與契合度

的重要性。 

 

一、哪些才算證據？ 

 

一般認為，在民主政體中，每個人都被賦予了主張、表達某種

意見的權利。當然，這並不代表每則意見都是同樣地有效或是具有

影響力。在日常生活裡談到政治議題時，我們可以接受引用一些小

道消息當作證據。不過，在學術性的討論裡，只靠道聽塗說所得來

的證據，多半會令人感到不以為然，因為這種做法會導致個體謬誤

(individualistic fallacy，譯者按：即「以偏概全的謬誤」)，也就是將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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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案例，推論成一般性的通則。因此，一個大學生可以對另外一

名大學生說：「我的朋友沒有去登記投票，因為他覺得那沒有意

義」。不過，當我們試圖替所有美國大學生的選民登記比率，找出

普遍性的通則時，就不能用這樣的觀點作為通則化的基礎。 

系統化的政治學研究，包含了證據的蒐集，並且還得讓證據接

受測量其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的各種檢驗〔廣義而言，意

指研究是否具備可複驗性(replicable)，以及其是否提供了研究待分

析之理論與概念所需的工具〕。大多數人都認為，自然科學存在著

標準化的、廣受認可的測量方式。不過，和自然科學不同的是，社

會科學家時常察覺到眼前有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法，而特定的問題也

不必然要採用特定的方法。就此而論，我們可以同意馬許與斯托克

(Marsh and Stoker, 2002, p.4)的立場，其主張「政治科學因為我們這

個學科中所採用之各式各樣的研究途徑，而豐富了它的內涵」。如

同這個系列中的另一書，也就是海伊(Cohn Hay)所著之《政治分析》

(Political Analysis，譯者按：韋伯文化亦有此書的中譯本，書名為：《政治學分

析的途徑：批判導論》)，本書也關注「可供從事『政治』分析者所採

用之分析策略的多樣性」(Hay, 2002, p. 2)。政治研究並沒有哪一種

特別正確的方法，就算某項特定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在研究方法

的採用上，卻有很多種正確的使用方法，而它們能夠產出可被信賴

的結果(至少在這些方法本身所限制的範圍內)。本書試圖告訴各

位：當特定的方法可謂「適當」時，我們應該如何在政治學研究中

使用這些方法，而這些方法又有哪些效力與侷限。 

 

二、概念化的必然性 

 

只要對社會科學方法進行審慎的考量，很快就會面臨到一個棘

手的問題，那就是實證觀察(empirical observation)與理論或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之間的關係(Sayer, 1992, p.45)。一旦我們接受了事

實並非「不證自明」(Carr, 1964)、而所有的認識都肇始於概念架構

之下這樣的觀點之後，我們就已開始跨越對世界的常識認知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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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之間的界線。然而，理論的意義又是什麼？沙耶(Sayer 1992, 

p. 50)指出這個名詞至少是使用於下列三種重要的意義：(1)理論作

為一種順序架構，或是作為一組背景假定(background assump-

tions)；(2)理論作為一種概念化的工作，當中「理論化」(theorize)

等同於「指示一套思索這個世界的特定方式」；(3)理論作為一種

假設(hypothesis)、一種解釋，或是一種可檢驗的命題。無論我們如

何定義這個名詞(而很重要的是研究者也對這些不同的用法格外注

意)，人們現在普遍都認為不可能有「理論中立」(theory-neutral)的

事件詮釋存在。在一九三○年代，曼海姆(Karl Mannheim)創造了「關

係論」(relationism)一詞，用以表示知識必定總是來自某特定立場的

認識(Berger and Luckmann, 1967, p.12)；近年來，國際關係理論家寇

克斯(Robert Cox)則將其重新詮釋為下列觀點：「理論一定是為了

某些人、為了某些目的而存在」(Cox 1996, p. 87)。 

本書的作者(在某種情況下)都是直接地反對理論性的研究途徑

(馬克思主義、多元主義及韋伯式的研究途徑)，但是我們也都同樣

地堅持理論與概念化的重要性。對政治學研究的新進人員來說，這

或許是他們最難以接受的觀點。這些新進研究者可能比較習慣「理

論上是沒錯，但是⋯⋯」這樣的口語化論述，或是將「學術性」這

個名詞當作「不相關」的同義辭，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一套理論若

是沒辦法對現實世界做出任何解釋，那麼就只能算是一堆抽象概念

的集合體而已。然而，在進行政治研究的時候，至少應該掌握有關

權力的理論(如何獲得、行使並分配權力)、有關國家的理論(國家的

意義為何、如何將國家置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脈絡之中)，並且保持

著一貫的方法論立場，以此作為實質研究的基礎。由此觀之，正是

這種理論架構的安排，使得政治科學和其他形式的政治研究有所區

隔。一份嚴謹的新聞評論，通常有著非常高的水準；的確，新聞工

作者也曾撰寫出關於政治的傑出作品(例如Brittan, 1964; Friedman, 

1989 and 2002)。然而，一篇《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或是《紐

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中的文章不管寫得有多好、資訊有多

充分，甚至是引用了學術研究中的資料，仍舊不能算是一份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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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作品。這些新聞作品有著比較立即的時效性，但是也缺乏明確的

理論架構。相較之下，學術性作品的研究範圍則是那些看起來沒什

麼急迫性的問題，不過卻會引發理論上與經驗層面上的爭論。 

簡言之，政治科學不僅僅是「說故事」而已。相反地，誠如海

伊(Hay, 2002, p. 64)所言，系統化分析的基礎在於評估「有哪些事

情可以去瞭解」、「我們可以(或是希望)對其瞭解哪些事情」，以

及「我們可以如何著手去獲取該知識」。這意味著方法論

(methodology，針對能夠引導研究方法之選擇的原則及理論所作的

一門學問)可以和特定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例如菁英訪談

或是檔案分析)做出區隔；話雖如此，沙耶(Sayer, 1992, p. 13)則提出

警告：「方法論者必須謹記著，儘管方法意味著指引，然研究方法

既是研究實行的媒介，也是研究實行的結果；教化他人者，本身也

必須經常接受新興課程的教化」。 

 

三、保持簡單 

 

最後，當我們強調研究必須有理論上的知識，並且開放採用各

式各樣的方法之際，我們也會強調去考慮精簡(parsimony)原則的必

要性。奧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是一名聖方濟會的修道士

(Franciscan monk)，也是一名精簡主義者；儘管他生活在中世紀時

代(大約是西元一二八四年到一三四九年)，卻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科

學發展的關鍵人物。他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原則為基礎，主張

「如無必要，勿增實體」(entities must not be multiplied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換言之，社會科學家應該試著建立能夠將所使用之解釋

變項數量縮減至最少的精緻模型。符合於問題之實際情況的最簡單

理論，就是應該被採納的理論。對於特定的現象，若是有許多不同

的模型都具備相同的解釋效力，則我們應選擇最簡單的那個模型。 

社會與政治的現實情況都是高度複雜的，而且還可能會變得更

加複雜。舉例來說，考量到歐洲聯盟的出現，成為一種「後現代」

(post-modern)的多層次治理形式，我們可能就不容易用傳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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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國際組織)模型，來處理歐洲聯盟的例子。不過，若只是說明

歐洲聯盟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政府形式，卻也不夠充分。社會科學家

的任務就是提供健全、清楚而且容易理解的解釋，使我們可以更加

瞭解週遭正在變遷中的世界。如果我們可以更瞭解這個世界，那麼

至少就存在著一些機會，讓我們可以將這個世界變成更適合居住的

地方。不幸的是，我們沒辦法將新進的政治研究者都送到商店去買

一把「奧坎剃刀」(Occam’s Razor，譯者按：也就是依據精簡原則所進行的

思考方式)，用來剃除他們的模型中不必要的概念與變項。不過，我

們可以給這些研究者一盞明燈，讓他們知道可以採用哪些方法與技

巧，而得以探索政治學的世界；而這正是本書所希望達成的目標。 

 

 

貳、本書的架構 
 

 

一門學科對於研究方法的採用方式，同時受到這門學科的目標

與涵蓋範圍所影響。就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而言，所關注的範圍頗為

廣泛，而其主題與其他領域之間的界線也不太清楚；至於這門學科

本身，內部也頗為四分五裂。折衷的說法認為，這種情況既是優點、

也是缺點。一方面，這門學科能夠保持一扇開啟的大門，接纳來自

於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各種理論、觀點與方法論。不過另一方面，

這也意味著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似乎欠缺了自身的獨特觀點。

在本書的第一章，我們發展出一套觀點，能夠有效地將政治學視為

社會科學的「匯集科目」(junction subject)，這個主題由史學與哲學

中出現，還特別援引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與地理學的卓見。

大致上而言，政治科學中所採用的主流方法，反映了這門學科的發

展史。因此在第一章的內容中，我們會替這門學科的發展提出廣泛

的綜述，並且會討論一些主流的典範(paradigm)：然後，我們將回

頭探討本篇緒論所提出之一些方法論上的關注焦點，有關於社會科

學知識的本質，以及本體論(ont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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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間的關係。 

政治科學家就像其他社會科學家一樣，在決定如何研究一個現

象時，眼前會有一大堆可行的研究策略與方法。關鍵的問題在於：

那一(幾)種研究方法能夠替研究假設提供最佳的檢驗，或者至少是

最適用於所研究的問題？這個議題乃是研究設計的核心。第二章將

對研究設計進行分析，探討研究過程中的線性模型(linear model)與

研究循環模型(research wheel model)。本章還會介紹研究設計的主要

類型，用以替第三章的內容預作準備。第三章檢驗了當代政治科學

中運用得最為廣泛的研究方法之一：比較方法論(comparative 

methodology)。當然，單純的「進行比較」，藉以闡明某種主張或

是用以說服第三者，以及採用「比較方法」，藉以對命題進行系統

性的檢驗，兩者確實有所不同。第三章對於「最具相似性」與「最

具差異性」的比較研究設計，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同時也探究了比

較方法的優缺點。 

調查(surveys)與民意測驗(opinion polls)在當代的政治世界裡，

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而對許多人來說，政治科學和選舉及投

票行為的研究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書第四章介紹了抽

樣的原則，以及抽樣方法在調查設計上的應用，而這也替第五章與

第六章的討論奠定了基礎。這兩章將會討論量化資料在政治科學中

的角色，同時將焦點放在敘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的運用，以

及估計一組分析結果的統計顯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時應該採

用的程序。這意味著我們將介紹一連串非技術面的議題，包括從「英

國與歐洲選舉調查」(British and European Election Surveys)、「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與聯合國的資料庫中找出很多的案例，來進行集中趨勢

(central tendency)與分散(spread)程度上的測量。 

文件資料的涵蓋範圍廣泛、來源又多樣化，很容易讓缺乏經驗

的研究者心生困惑。從報紙到研究報告，從官方紀錄到個人日誌，

文件與檔案資料提供了大量的資料來源，讓政治研究者感覺自己似

乎淪落為二流的歷史學家。本書第七章提供了關於文件資料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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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並且特別著重於探討政治研究者如何能對中央政府檔案庫的

資料作最佳的利用。由於「線上」可得的文件資料愈來愈多，因此

第八章將評估網際網路正在以哪些方式來改造政治研究。在討論過

一些最受歡迎的搜尋引擎之後，本章還會檢視電子資源(electronic 

resources)的使用，以及近年來進行線上民調與菁英訪談所採用的措

施。毫無疑問地，網際網路已經是愈來愈重要的研究工具，不過它

還不足以取代較為傳統的研究途徑。在第九章，我們將會檢視或許

是今日政治科學界中最受歡迎的一種研究方法，也就是菁英訪談法

(elite interviewing)。儘管菁英訪談法在政治學研究中位居核心，然

而探討這種方法的相關文獻卻不多見。因此，第九章將會很仔細地

討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執行時的各個關鍵階

段，包括追蹤受訪者、取得貼近受訪者的機會、執行訪談，以及分

析訪談結果。 

第十章的焦點將放在兩種質性研究途徑，也就是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與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之上。對政治科

學家來說，這兩種途徑都有很大的潛在實用性，然而到目前為止，

這兩種途徑的實用性都被低估，甚至就某種程度來說，還被政治科

學家所輕視。在所有的研究方法中，參與觀察法或許是最反實證主

義(anti-positivist)的一種方法；雖然此法需要研究者個人大幅度地投

身其中，不過卻能得到豐富且詳細的資訊。參與觀察者對於「生活

方式」(forms of life)以及語言上的興趣，還會因為論述分析的採用

而進一步加深。這種分析試圖瞭解人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共同認知，

是如何地激發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產生，並賦予這些行動的

正當性。從各方面來說，這兩種途徑都引發了嚴肅的道德關切。第

十一章討論了政治研究中的道德問題本質，並且評估了社會科學界

人士所組成的專業團體所採取的行為規範。最後，不論是政治科學

的質性或是量化研究，都存在著一些主流的研究途徑，同時也有著

對這些主流途徑的批判聲浪；到了第十二章，我們則針對這些批判

性主張進行了分析。我們特別將焦點擺在女性主義者(feminist)對於

下列觀點所做出的評估與批判：要揭示女性經驗的多樣性，必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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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方法」。第十二章的結論部分，則回頭處理前述各種方法

論上的爭辯，並且探討讓量化與質性途徑結合在一起、並發揮出有

用效果的做法。我們並沒有列出一大堆方法論上的戒律，作為本書

的結尾，而是替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研究者，針對我們在本書所介

紹過的各個領域，分別指引出最佳研究案例的所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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