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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求人們的共同經驗；科學是由人所進行，它具有人

們的風格。 

JACOB BRONOWSKI 

 

 

 

    「社會科學」給人的印象，是一群像機器般的人在統

計實驗室中，將人類活動轉化成冷冰冰的數字與簡單的公

式。研究報告充斥著諸如「經驗的」、「量化的」、「操

作的」、「反向的」與「相關的」等聽起來硬梆梆而毫無

詩意的文字。然而，這些想法對社會科學產生了刻板印象，

我們將試圖說明這類想法是錯誤的。 

    就像其它任何的認識模式(mode of knowing)一樣，社會

科學也可能被用在邪惡的目的上；然而，它亦能幫助人類

個人的理解。透過思想對真實性所做的檢證，科學有助於研

究工作能免於偏差、偏見以及單純的愚蠢。因此，僅由於刻

板印象而遲疑不前，乃是不智之舉：太多人由於接受這些刻

板印象，以至於自我否定了社會科學理解(understanding)的力

量。 

    在我們的文化中，「科學」這個字所代表的意義非常

廣泛，有人甚至認為它是宗教的現代繼承者。本書的目標

並非要檢視與科學相關議題的所有糾葛；我們的目標是找



4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思維(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正式完稿版，2005-11-14) 

出一條以科學方式進行思考的途徑，我們首先將描述科學

與其它知識形態的對比。 

    首先，我們必須辨認出一些會令人分心而應予以忽略

的事物。科學有時會與技術(technology)相混淆，而後者乃

是科學在各種任務上的應用。小學教科書用來說明太空航

行的圖片標題是：「科學邁步走！」，此即加深了這類的

混淆。技術之所以使太空航行成為可能，乃是出自科學策

略的應用，它匯集了推進力、電子學和其它許多領域的研

究而成。知識探索的模式是科學的；太空船則屬於技術的

一部份。 

    如同科學不是技術一樣，科學亦不是某些知識的特定

實體。有一句流行的話說：「科學告訴我們，(舉例來說)

抽煙可以致命」，就真得是一種誤導。「科學」不會告訴

我們任何事情；人們才會告訴我們事情。在此例中，是人

們運用科學策略來研究抽煙與癌症之間的關係。科學做為

一種思考與研究的方法，最好想像它不是存在於書本中，

或者在機械中，或者在內含數字的報告中；而是存在於無

形的心智世界中。科學和問題的形成與解答有關；它為想

要獲得可靠解答的人們，創造出一套研究的規則與形式。 

    另一項令人分心之事，來自認定某特定人物是「科學

家」的想法。這種用法並沒有錯，因為被封上這個稱號的

人，進行的是科學的探索形式；但指稱某人是科學家，而

其他人不是科學家，便不是完全公允的說法。某些人專精

於利用科學途徑來獲取知識，但我們也全部都是運用科學

思維方式的參與者。科學是一種所有人類共同具備的探索

模式。 

    當你的思考習慣變得更自我體認之際，你將發現我們

都有科學家的身影：我們測量、比較和修正某些概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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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日常事物相關證據的理解能力，進而能夠明瞭下一步

要做什麼，以及如何將之與其它事物發生關連。即使是最

簡單的遊戲，也會涉及檢證結果的技術與策略，這已略具

科學的雛型。甚至試驗不同的穿著對其他人所帶來的影

響，也有科學的要素在其中。 

    科學的思考方式是試圖應付重大現實問題(生命的不

確定性)的其中一種策略。我們不知道許多行動會帶來何種

結果。我們或許只稍微知道有一些力量巧妙或直接地、漸

漸或突然地在影響我們。甚至當我們在嘗試完成最簡單的

工作時，例如盤算著要吃什麼東西，基本上我們便在估量

何種食物較美味，或者對我們的身體較好。假使估量結果

有足夠的不確定性，則稍進一步的試驗會是不錯的想法：

女王有她專屬的嚐味員，而我們一般人至少在看到某種漢

堡時，也能夠確定它們已賣出數十億個了。 

    科學是一種思考與提出問題的過程，而不是一種知識

體。它是我們宣稱知道某事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某種意義

而言，科學方法是一套準繩，可決定有關不同真實性觀點

的衝突該如何解決。它提供一種策略，使研究者在處理某

些問題時能加以運用。它提供研究的「消費者」，能持批

判的態度評估證據是如何被發展，以及如何用在結論的獲

得上。 

    在尋求知識的理解上，科學途徑擁有許多競爭者。對

歷史上的許多人而言，這些競爭者都佔有優勢。真實性的

分析通常不如神話、迷信與預感來得受歡迎，這些方式在

所試圖預測或控制的事件之前，均能帶來可靠的確定感，

儘管事後很少有確定感。有時候未經證實的信念會發起一

項受鼓舞的行動，或者支持這種可疑的行動，直到較好的

時日來臨為止。個人信仰當然屬於我們生活中的重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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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重點是拒絕分析將產生嚴重後果，而熟練的分析者則

能取得重要的地位。 

 

 

壹、為何要有系統性？ 
 

 

    大部分的人類溝通發生在小團體的人們之間，他們分

享共同的語言以及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許多共同經驗及認

識，因此有一種現成的、相互共識的場域(arena)存在，但

在較為複雜的社會環境中，則不是如此。雖然家庭可透過

故事與格言的傳誦，將智慧流傳於數代之後，但在社會上

便會面臨阻礙。就最諷刺的形式而言，問題是：「誰的故

事可信？」這對於瞭解我們周遭發生什麼事，以及對其他

人分享經驗的需要，使得有系統的思維與探索變得不可或

缺。 

    由於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種戲劇性事件饒富趣味，因此

產生一種不以系統性理解的傾向，而用描述、故事與個人

判斷取而代之。雖然這些都可說明一些事情，但因為對生

命採取極為主觀的解釋，而導致共同理解與共同行動的基

礎不良，造成效用上的限制。 

    欲使人們彌合各種奇特經驗所帶來的差異性，這項錯

綜複雜的任務需要嚴謹的途徑來接近知識。當知識進入世

界時會被賦予權力。社會知識若是有用的話，則必須是可

溝 通 的(communicable)、有 效 的(valid)且令 人 信 服 的

(compelling)。 

    為了能夠溝通，知識必須以明確的形式加以表達；倘

若希望使知識成為激勵行動的工具，它必須提出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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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證據，且與問題之間的配合度要能夠令人信服。諸如

「我認為資本主義是在剝削窮人」這種個人意見，可能影

響你的朋友，甚至你的親戚，而認為我們的社會存在著某

些不公不義。但它或許不會對其他人造成推波助瀾的效

果。然而，假使你能夠引用證據：「雖然我們的社會擁有

那麼多財富，但六歲以下的兒童中有四分之一，處於貧困

之中」，便能產生令人信服的效果，因為你將某種判斷與

一種真實性的測量相結合。喜好某種程度財富分配公平

性的人，即使不喜歡你這個人，或許也會發現用這一句陳

述來檢驗我們的經濟體系，能夠提供相當有力的線索，而

且能以清晰可傳達的形式，來對周遭環境帶來力量。 

    透過知識的累積，我們可以避免過去犯下的錯誤，對

文明人類所造成的困惑。一個人可以記錄智者的言語，而

這確實對於文化的擴展貢獻良多。然而，當然還有其它累

積知識的空間：對於陳述表達的確立，能夠經由他人覆查

(double-check)的方式加以證明。對一段陳述進行覆查，必

須那位覆查者能夠確切知道陳述所聲稱的內容是什麼，以

及如何驗證這項聲稱。這是科學事業的一個主要部份。第

二章有關科學方法這一節所討論的步驟，是完成此種認識

的指標。 

 

 

貳、合理判斷與意見的角色 
 

 

    所有這些關於有系統思維的說法，隱約帶來的預示，

                                                 
：請參閱“Poverty in the U.S. Grew Faster Than Population in Last 

Yea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93, p.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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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要排除合理判斷(reasoned judgment)、意見(opinion)

以及想像力(imagination)。畢竟，任何探索對於心智能力的

限制，並沒有特別意義。 

    合理判斷是人類認識事物上的主要部分。合理判斷和

證據之間具有一定的關係。由於人們難免會在缺乏可供決

策的完全證據下行動，因此「判斷」這個名詞便相當重要。

判斷意味著在決策時，所有心智的力量都被動員起來，以

便在所得到的知識中做出最佳的運用。 

    社會科學不會在研究過程中排除判斷的角色。事實

上，對於如何蒐集與評估科學證據，判斷扮演了相當吃重

的角色。觀察到全國前百分之一的人口所控制的財富(不是

所得)比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還多，這是一回事。然而，將

這個證據連結到有關資本主義、貧窮、財富、剝削、生產

力、經濟發展及其它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則又另一回事。

邏輯與良好的判斷都是詮釋證據時所必需的。 

    合理判斷乃是有系統思維的第一個部份。「在選舉日

前夕若是滿月，則可促進自由派的投票」這個命題或許是

正確的，但它並未反映出太多合理的判斷，因為兩個事件

之間既沒有連結的證據，也沒有邏輯上的關連性。一個有

時間有資源的研究者，也許想要深入調查這個命題，但在

一個時間寶貴、資源不足的世界裡，以及社會分析佔用了

傑出人才的嚴重問題下，這樣的研究並無太大意義。雖

然這個命題可能憑直觀獲知，而且直觀通常支持著經驗與

證據之間的某些關係。 

                                                 
：請參閱 Sylvia Nasar, “Fed Report Gives New Data on Gains by 

Richest in 80’s”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92, p. A1. 
：然而，警察和酒保將會告訴你月圓之夜確實會帶來相當詭異

的行為；這個假設並不全然是荒誕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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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學分析中，意見同樣扮演著一種無可避免的角

色，因為所有的探索行為，都是從一些個人其它的興趣開

始進行。除非人們對於結論是什麼感到有興趣，否則沒有

人會提出問題來。此外，每個人對於真實性的觀察角度，

必然和他人的角度有些微差異。意見不能被排除於探索之

外，但可以對它加以控制，以免流於完全的空想。對於用

來減輕意見之角色的行為，是為了研究者可以對自己的價

值與意見保持警覺。 

    柏拉圖的著名格言：「認識你自己」，此格言的應用

更甚於昔日。許多對於優秀社會科學的傷害，都是由於在

研究時，研究者偷偷摸摸地在構成結論的論點中隱藏了他

們的意見，而假裝是公正無私所造成的。沒有人能做到真

正的客觀，有關社會的本質當然無法客觀：因為總有太多

個人利害關係會涉入其中。 

    最終，好的科學本身便會檢查在探索過程的價值，其

所帶來的影響。假如完成研究所運用的方法以及結論所需

的證據，都能清楚且充分地陳述其抱持的價值惟何，則這

個研究在結論與證據之間的配合度上，便可獲得驗證。倘

若對於研究的效度有所懷疑，則可以進行複查，或者以術

語來表示，稱之為「複製」。這項特徵可區辨科學與個人

判斷的不同，並防止個人偏差的影響。 

    就像心智在處理內心感覺、經驗的認知，以及思考

過程時一樣，沒有人能夠對於每一件發生的事情進行複

查。科學將探索步驟帶出心智之外，進入大眾的視野中，

如此它們便可成為知識累積的部份過程，而由彼此共同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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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想像力、習俗與直觀的角色 
 

 

    在許多認識心智的途徑中，從來沒有像想像力的運用

一樣是如此靈敏與不可思議。假使人們能夠在一次跳躍中

越過高障礙物，這是有意義的話，那麼它一定存在於心智

想像的飛翔中。然而，想像有關某種事實的可能命題是一

回事，但開始想像其證據則又是另一回事。 

    科學確實是我們在理解某些事物之間關係上的一種

東西。提出事物之間的關係，乃是一種需要創造力與想像

力的活動，而無論背後需要多少有系統的準備工作。欲檢

證某項事實的命題，將牽涉到不同的想像順序：其主要是

從事實中，可檢證特定構想之可信度的事實中，其發掘出

不可或缺的零碎資訊片段的能力。 

    在發現(discovery)的領域中，科學乃成為想像力的夥

伴。自然科學史充滿著這類例子，包括領會到地球圍繞著

太陽自轉，而非太陽繞在地球自轉，以及物質是由微小的

原子所構成等等。這些發現無一不是由勇敢且具想像力的

人們所得到的，他們在真實世界中透過提出證據，而無畏

於挑戰整個習以為常的信念結構。儘管這些發現的例子是

屬於重大的規模，但很多人也試圖走出那些普遍被接受的

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而努力不懈，他們想像其它的可能

性，並且明智地運用證據來加以檢證。當女性主義者在檢

視傳統所宣稱男性與女性的差異時，便運用這個方式。真

正的想像力就像是試圖逃離地心引力一樣：第一步是最困

難的。儘管有關社會科學的發現，迄今沒有太多可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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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相比擬的功績，但將科學應用到社會關係中，其實是

較晚近且更是非常複雜的一項事業。 

    在基本層次上，科學探索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而且

是在看似渾沌不明的狀態中，受到想要發現秩序的願望所

激勵。我們看到許多令人困惑的事件、事變與行為，而產

生強烈欲望想知道為何某事會發生，或者什麼樣的情況會

導致另一情況發生。社會科學允許我們滿足好奇心，並且

為此而獲得認識。在另一個層次上，社會科學產生了可溝

通的知識，並且能夠用來解釋我們對於其它知識的認識。 

    無論我們怎麼強調科學分析是多麼需要謹慎思考，但

仍沒有辦法完全掌握突然「有個點子」的奇妙過程。科學

絕對不是一套專門阻撓運用直觀與想像力的系統；其實它

是使得這類觀念，能在人類獨創性允許的範圍內，盡量加

以發揚光大並產生成效的一套程序。即使是絕妙無比的觀

念，無論它源自何處，充其量它也只是與某些存在或潛在

事實的關係。科學乃是真實性檢證(reality testing)的藝術，

它是一種擷取觀念並從相關現象中抽取可觀察的證據，以

面對這些觀念的藝術。 

    欲從普遍模糊不清的人類關係中走出來，並展望不同

的可能性，將需要某種程度但又非比尋常的想像力。在社

會與政治經驗的平常運作中，休姆(David Hume)的觀察或許

                                                 
：或許最早運用科學來正視社會習俗的意圖，是十九世紀末葉

的一位英國科學家，蓋爾頓(Francis Galton)，他想要檢證禱告的效
力。他觀察到禱告者在各地教堂每日獻祭，以祈求皇室萬世不朽，

於是比較他們的壽命，以及上流仕紳與各種專家的壽命。經過排除

意外或暴力致死，並且只涵蓋活超過三十歲的人們之後，他發現王

室成員死亡的平均年齡是六十四點零四歲，這在他的分類中是最低

的。然而，蓋爾頓確曾觀察到禱告除了滿足需求之外，尚有許多私

人的用處。而且，誰知道王室成員若沒有這種禱告，或許死得更早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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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地非常正確：「人們一旦習於服從，便不會再想離開

他們及先人曾經踏過的道路，以及離開受到這麼多急迫且

顯而易見之動機所侷限的道路。」然而現已認識到這個

世界需要把言之有物的想像力運用在社會與政治的安排

(arrangement)及其改革上。我們若缺乏想像力而只求認識社

會的真實面，將會同時被困在習俗的常軌，以及扼殺人類

潛能的不平等中。 

    我們也可能會被侷限在一些非常徒勞無功的行為習

慣上。英格蘭過去曾有公開吊死扒手，以遏止他人從事此

行為的慣例。然而，有人注意到在扒手被處以絞刑的場合，

比在其它公開場合有更多人的皮包被扒走。這項習俗的存

在，比這一點點的社會科學還更久。 

    習俗並非全然是壞事，因為它可以將學習自悠久且經

常是不快的真實經驗中而加以具體化，且它隱隱約約也是

以科學方式來進行的。各個社區在面臨大量甚至暴力的壓

迫時，習俗通常可使他們凝聚在一起。然而，任何社會科

學的任務，乃是必須去明瞭為何事物是以這種方式進行，

以及如何重組社會生活的要素，以便出現更人性化的個人

發展與表現的模式。在奮力獲得這項認識時所使用的武

器，不僅是以嚴謹的程序進行探索的科學，而且還包括這

樣的直觀：相信生活會過得比現在好；某種既定的行為模

式可能並非無可避免；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為互動，也可

能包含通往更大可能性與潛力之結構的鎖鑰。 

    任何這種認識的方法，都涉及思想(thought)與研究

(investigation)之間的緊張關係。將這兩個要素連結的方法

有許多種。神祕主義者察覺到一種內在真實，並將他或她

                                                 
：“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Essays, ed. Charles 

Hendel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3),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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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所發現的「徵兆」，詮釋為其洞察力正確性的表

徵。歷史學家探求過去的模式，而且經過將這些模式概念

化之後，據以指出他們在詮釋事件意義時的效益。因此，

歐洲「中產階級的興起」，便成為一個主要的解釋概念。

信奉科學的人在有關引導研究之思考、調查中認為具有重

要性的資料，以及在心智建構的真實性檢證時所運用之測

量方法等，皆會試圖比神祕主義者更具體，比歷史學家更

精準。 

    在以下各章，有關認識科學建立的步驟，將個別逐一

分析。如同你將看到的，這項技術所需的常識，更甚於技

術性的知識，或者煞費苦心的準備工作。 

 

 

肆、概念介紹 
 

 

科學(Science) 
技術(Technology) 
可溝通的知識(Communicable 

knowledge) 

有效的知識(Valid knowledge) 

令人信服的知識 (Compelling 

knowledge) 

合理判斷(Reasoned judgment) 

意見(Opinion) 

客觀性(Objectivity) 

想像力(Imagination) 

習俗(Custom) 

直觀(Intuition) 

 

 

伍、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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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何非科學的理解模式之例子？你能否討論這些非科學模式如

何用來解釋： 

  (1)為何某些國家比較富裕？ 

  (2)為何政治革命發生在某些地方，而非其它地方？ 

  (3)誰將贏得明年美國職棒全國錦標賽(World Series)的冠軍？ 

2.社會科學知識比起其它形式知識(例如，直觀、傳統)更有力之情

況何在？它的相對缺點是什麼？ 

3.對一個關心改革或改變社會的人而言，科學知識的效用何在？ 

4.為何想像力在社會科學中是很基本的？ 

5.對社會科學而言，想像力的運用是否比對自然科學(例如，化學、

生物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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