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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會科學是 

一種情境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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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方法的挑戰 
三、專業術語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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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為什麼要研究社會科學的哲學？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
們必須簡短地探究下面一系列的前置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研究社會現象？ 
 我們要如何研究社會現象？ 
 理論如何幫助我們處理這些複雜的證據？ 
 要採用何種理論去做解釋才是最恰當呢？ 
 要使用何種概念才會最有用？ 
 我們如何產生假說呢？ 
 什麼事物可使得我們的證據和論證更為合理呢？ 

 
簡單地說，社會研究涉及一大堆選擇過程，所以我們必須

要使用一些評判標準，才能讓我們判斷什麼才是做研究時最好

的選擇。而這就是社會科學哲學所能提供的。也就是說，社會

科學哲學所提供的，是一種解釋這些複雜和困難選擇過程的方

法。現在，你可能認為「社會科學哲學是一個在真正從事研究

時，能解決在一般狀況下，可能遭遇到所有問題的好方法」。但

是在你有這個想法之前，有另外一個議題是你必須考慮的。亦

即有關社會科學哲學的各式問題探討。事實上，社會科學的哲

學涵蓋一系列相互競爭的標準和準則，而這些相互競爭的標準

和準則，對於上述我們所說的選擇過程，是會提供不同的理解

和評估方法。因此這些不同規則和標準的科學知識，不論在自

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都是一個多元化研究的產物。而社會科

學哲學和社會研究所涵蓋的範圍一樣，仍有許多的爭論

(disagreement)。 

在思考社會研究所牽涉

的問題時，社會科學的哲

學可以提供我們許多另

類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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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爭論會隨研究者想要完成的任務而有所不同。這些任
務像是，你想要建立客觀的知識嗎？希望你的資料使人信服或

覺得有效嗎？你希望和更多讀者或只是某個特定科學社群的人

討論你的研究？在社會科學的哲學中，你對於這些問題的答

案，都會影響你所採取的研究策略抉擇。在這一章中我們將先

探索這些不同抉擇。而在下一章中，再進一步介紹這些不同的

觀點，並且提供一些它們如何使用的例子來做說明。另外，在

社會科學的哲學中，你也會遭遇到和社會理論一樣的問題，即

有太多的研究立場。這整本書的目的就是把這些在社會研究中

所牽涉的問題和議題介紹給讀者知道。本章最主要的目的並非

提供任何答案給你，而是要標示出這些問題的範圍，以及社會

研究者對這些議題的相關討論。 
  現在，請先把這些議題放在心中，讓我們回到這一章的文

章結構內，接下來在這篇緒論中，我們要探討的主題有三個部

分： 

 
 第二部分我們要處理的是，當社會科學家試圖去理解和
解釋我們週遭所發生的事物時，會面臨什麼挑戰。事實

上，身為一個社會科學家，所面對的工作，就是去解釋

一個複雜動態的世界。而這也意謂著，社會研究者必須

要保證他所使用的理論工具和假設，用來解釋其眼前所

面臨的問題是最適當的。 
 在第三部分，我們把社會科學視為是一種情境脈絡的實
踐(situated practice)，也就是說，研究者必須把試圖去解

釋和理解的事物放置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中。這樣的看法

使我們得以評估情境的因素究竟是如何影響到研究的

實踐。在這個階段，我們必須強調兩個情境的面向：社

會情境(social situatedness，指的是一種有自己價值和思考

的特殊文化)和歷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edness，指的是特

殊的傳統思想)。就像先前所說的，在社會科學哲學中，

當社會變遷和社會問題

被重新定義時，社會科學

必須有效地回應這些變

遷。 

(g) 

情境的知識，即社會知識

的每一種形式，都必須植

基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情

境中。科學的知識是沒有

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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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不同的觀點，出現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亦即在不同
的時空情境中，會有不同的觀點)，因此理解「社會科學
是一種情境的實踐」這個概念，即是本書所強調的主

旨。事實上，上述這個論點，和知識的特性及科學方法

的規則都有相關。 
 第四部份主要在說明，社會研究所要處理的這個變遷中
的社會世界，和社會科學的概念發展以及理論的架構之

間，有很重要的關聯。在這一部分，我們將說明這些分

散的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家試圖去呈現由關係和過程

所組成的人類元素，是如何搭起橋樑。我們特別提到舒

茲的觀點，舒茲認為，社會科學應試圖去發現一些可以

對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廣泛傳播其想法和論證的方法，

換句話說，亦即將理論和社會實踐聯結起來。 

 
相對於過去社會科學家在從事研究時，只是簡單地將一種

權威的發言姿態，強加在被研究事物身上。在此，透過上面舒

茲所說的方式，在研究者和那些被研究事物間的關係，已經變

成是一種對話，而非只是一種研究者自己的獨白。而將這種方

法運用在社會科學的實踐上，對於我們如何去研究社會世界的

這個問題，不僅開啟一些新的選擇，且對於如何勾勒出一個更

寬廣的人類知識和經驗，也提供一個機會。圖 1-1說明了本章

中三個主題。 
  在這章中，我們將開始去探究，在當代社會科學和日常生

活中，「科學」意謂著什麼，亦即「科學」這兩個字代表什麼意

義？科學知識通常被描述成是一種客觀的知識(objective knowl-

edge)，也就是說它能夠被視為是某些事物的真正(true)解釋，並

且這個科學的解釋，能被普同地使用。亦即，我們所認知的科

學解釋，是適用於所有的情境。而如果知識可以被視為是一種

客觀事物的話，那麼在任何一個情境中，那些被稱之為科學知

識的事物，同時也會被假設是不受主觀經驗的影響，且和主觀 

在社會科學家的知識和

日常生活間的關係議題

上，我們對於社會研究應

該和研究對象分離的想

法提出質疑。 

(g) 
 
在某個範圍內，客觀的知

識是普遍存在的，並且和

主觀的經驗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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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透過這一章來運作你的方法 

 
經驗完全分離的。透過這種方式，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客觀

的知識是和研究者對於這些特定被研究事物的主觀經驗分離

的。故此，如果我們倒推回去的話就會發現，某些特定的例子，

是有可能被用來代表一個更普遍科學法則或成為一個基本因果

過程的證據或案例。 
  在你研究社會關係和過程時，應該小心仔細地思考什麼是

科學的意義。尤其需要思考的是，我們試圖創造一個所謂客觀

知識的這件事，是否是可能且必要呢？而且也必須考慮，社會

科學是否應該將研究概念的使用，聯結至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

經驗中。針對上述這些疑問，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們將特

別探討「為什麼客觀的知識和事實的研究，在社會科學中，已

經佔據一個明顯的位置」這個問題。 

 

 

貳、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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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住在一個複雜且快速變遷的世界裡。社會科學並非
存在於一個真空狀態下：社會科學的研究思考的是那些所謂接

近人類生活的事物。例如我們如何去製造事物、如何和另一個

人溝通、怎麼管理我們自己、怎麼理解我們週遭變化多端的環

境，以及在那些充滿社會關係和進展的組織中，如何解決我們

所面對的問題，而社會科學主要就是提供一個處理這些議題的

方法。無論如何，在如此快速變遷的世界中，我們所製造、傳

播、組織的這些事物的方法都有非常大的改變，且這些方法本

身又是一個持續不斷變遷的過程。對於這些變遷，社會科學家

必須去發展一些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釋和適當的回應。而如果要

做到這點，我們就必須有效地處理大範圍的理論和方法。簡單

來說，在某個程度，如果要能夠成功地研究社會的本質，首先

就必須去認識和回應下面這一系列的挑戰。 

 
一、變遷的挑戰 
 
    現在，一般將社會科學視為「科學實體和實踐的行動指南」
的這個想法，所面臨的挑戰比以前更大了。因為那些被視為傳

統分析對象的組織和社會發展(像是國家、國家經濟、人的個
性、環境和社會)，全都有了戲劇性的轉變。而且在一些案例中，
有些調查方式，已經被新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取代。而要說明這

個挑戰，我們可以簡單從三個相互關連的變遷發展過程來做參

考：全球化、環境變遷和傳播革命。 

 
 雖然全球化的明確特性和面向至今仍是有很多的爭論
但是，在商業、學術、政治運動等傳播網絡間，卻似乎

都是以一種無國界的方式在運作。而這樣的運作方式，

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當我們試圖去解釋這樣的變遷，

而把焦點放在國家情境時，我們可能反而從人類活動的

模式中完全疏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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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和自然環境間的關係也是很少被注意的，而欲瞭
解環境的變遷則是更形困難。從全球溫室效應和臭氧層

被破壞到酸雨污染等問題的出現，已經讓社會科學家做

出跨學門的聯結，並且重新評估在環境問題的研究上，

自然科學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另外，環境倫理也已經使

得社會科學家更小心地思考對於自然事物的工具性態

度問題。 
 傳播形式的轉變(包括網際網路、互動電視、電子資訊
和跨國媒體公司透用衛星傳送無國界限制的節目)所造
成的全球衝擊，促使我們重新思考科技、語言和社會關

係間的關係，並且也開啟了遠距傳播的新機會，這些都

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這三個發展都是清楚相關聯的，因為假如我們不去考慮跨

國傳播和環境問題，那麼全球化的概念將會沒有意義。而這些

例子只是說明了社會科學在定義哪些事物該被研究時，其中三

個面臨的重要挑戰。 

 
二、方法上的挑戰 
 
    在有關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方法論挑戰的議題部分，最好是
由我們應該如何從事研究，以及該採取何種研究態度等一連串

的問題談起。 

 
 社會科學家是不是應該考慮自然科學中所發展的假說
和方法，還是直接發展自己的假說和方法呢？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像是自我、社會、經濟、意識型
態或民主，是不是真的存在，或者它們只是一些我們心

中相信的方便虛構物？ 
 社會生活是不是能夠被化約到像「X和 Y是相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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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X影響 Y」這樣簡單的因果關係呢？或者日常的社
會生活是比這樣的因果關係更為複雜？ 

 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在一些相似的情境中，試圖建立
一般通則的解釋，或只是單純地理解一個具體情境的複

雜性，在這兩者間搭建一個橋樑的可能為何呢？ 

 
  本章中，我們開始定義這些問題和難題，並且承認它們的

重要性。事實上發現這些問題，比提出任何明確的解答都重要。

而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皆和另一個問題密切相關，而這個問

題也是植基於社會關係的科學研究問題之下，亦即研究者對研

究對象的各項假設。在自然科學中，研究的對象(例如，原子、
DNA、森林、山、星球)被假設是和研究者完全分開的。我們不
想去挑戰自然科學的這項假設，而是將問題集中在研究對象的

意涵上。我們認為將分析的對象和研究者完全分離，這樣的處

理方式在社會科學中是有問題的。例如，當研究家庭、教育或

文化時，我們自身也是這些事物的一部分，因為我們都在家庭、

教育、文化中，進行生活、思考和傳播。即使當社會科學家思

索和描述他們的理論和發現時，所使用的字彙、類比和隱喻等

工具，也都是和他們所處的社會相連結。因此當這些事物是社

會的一部分時，社會科學家就必須處理「人類如何對於自己和

社會所創造出來的事物做出解釋」的這個問題。 
    對於一個希望以自然科學家的態度，將自己和研究對象區
別開來的社會科學家來說，上述此議題對他們的研究態度提出

許多質疑。或者我們可以說，那些試圖要這麼做的社會科學家，

他們的確可以達成某部分的區隔，但是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

他們從來就不能真正做到將自己和研究對象完全分離。顯而易

見的，在我們研究一顆石頭或是一棵樹時，雖然我們可以利用

它們來做事，但是我們並非真正屬於這些事物的一部分。而這

個難題就是我們通常提到的「主客體」問題(subject-object prob-

lem)。傳統上來說，研究者被視為是主體而被研究者則被視為

社會科學家是他們研究

對象的一部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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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體，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既是自身知識的主體也

是客體。在我們研究社會生活的同時，我們也正在研究自己。

所以，我們必須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一個評估研究證據的

方法。我們要不是在追求事實和客觀科學律法(scientific laws)

時，將日常生活經驗視為是不相關的事物，不然就是要能夠自

覺地涵括它，並且豐富地使用它。因為它可以使我們看到那些

依然不被注意的不同社會面貌。事實上，當我們在研究社會制

度和文化形式時，我們也正以一種相當基本的方式在研究我們

自己，而社會科學的實踐，應該要承認這一點。 
    當我們在研究一個非常熟悉的制度時，這些問題會變得更
為嚴重。想像你打算將家庭當作你的研究對象，那麼你將會面

對一大堆的研究選擇，在這些研究選擇中，必須考慮兩件事： 

 
 你如何定義家庭？ 
 你真正想研究家庭的什麼部份？ 

 
  在清楚定義「什麼是家庭」，以及在研究家庭時，提出「什

麼是最適當的研究方法」的疑問，對於主客體問題的困難，可

以提出一個有用的說明。在二十世紀中期，有關家庭的研究，

研究者傾向去假設，核心家庭(即由一男一女以及他們所生的子
女所組成的家庭)是分析的基本單元。在這個領域的許多社會研
究者，會以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經驗，去定義他們的分析對象。

所以當他們這麼做的同時，那些不是順應這套標準的家庭生活

形式，就會被放在廣泛的「社會問題」類目中，並且會被定義

成是不正常(abnormal)或偏差(deviant)。在西方世界的這個時期

(二十世紀中期)，這個家庭區別的形式是被放在道德與文化的
論述中。但是，當代的研究者，卻接受一個更多元的家庭形式(單
親家庭、男同志和女同志家庭等)且一般也會盡量避免使用一九
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特別形式的概念。事實上，所有社會

研究者都已經歷了一些社會化的形式，所以當他們認為其分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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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配偶的角色或是兄弟姐妹間的競爭時，其實這些概念都

有著一些主觀和個人的成分。甚至連使用的語言，也是一個無

法逃避的象徵內容。 
  因此，不同的社會研究者會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家庭這個

研究對象。對於一些研究者來說，家庭是一個強健穩固的社會

秩序基礎，就像在一些社會學的研究分支中，有些研究會特別

將焦點放在家庭功能的研究上。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在一般

社會中，家庭是一個複製權力關係的機器，並且會扭曲人格的

發展。這個部分的研究，可以女性主義的分析，像是米樂(Kate 

Millet)的《性政治學》(The Sexual Politics, 1970)一書和激進精神

科醫師賴恩(R. D. Laing)所寫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 

1960)一書為代表。賴恩將衝突的家庭關係視為造成精神分裂症

的原因。在他所調查的案例中，發現將雙親間的衝突內化的小

孩，在後來的生活中，更容易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此外，賴

恩如何決定精神疾病是和家庭關係相關，這個問題是值得思考

的。那是因為，在孩童時期，他自己的家庭環境中，也有過這

種衝突關係的經歷。這些經歷，對於他的研究主題選擇以及後

來的論點，都有很大的影響。雖然這樣的個人經驗，對於這些

衝突關係，確實提供一個獨特的觀點，但是它也能夠解釋賴恩

之所以能對精神分裂持有另類看法的原因。這個例子告訴我

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者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將自己的

主觀經驗和研究對象分開。唯有透過承認科學概念的結構和社

會關係兩者間聯繫的存在，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理解人類的生

活。 
    接著你也許會想研究一些有爭論的議題。那麼，首先，你
會面對一個有關研究技巧的選擇問題，這些選擇對於你的研究

結果會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如果詢問較大數量的家庭受訪者

某些標準化的問題，你也許便能比較不同群體間的研究結果。

但若你在少數的家庭中花費較多時間的話，那麼也許你對於家

庭生活的內容，會有比較豐富而明顯的看法，但這個作法在試

個人的經驗和在組織裡

的參與程度，皆會影響社

會研究的實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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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概推到其他情境時，則會遇到許多問題。這些選擇顯示在實

際研究的過程中，要從我們企圖去詮釋的那些社會過程，其所

牽涉到的收集和解釋證據的正當化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中，分離出要研究什麼、和它應該如何被研究的發現情境

(context of discovery)，是多麼困難啊！ 

 
三、專業術語的挑戰 
 
    也許你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使用這個知識領域的名
詞和概念。在這本書中，你將接觸大量關於什麼主義、什麼學

科、什麼學門的字眼，也許這些字眼，有些你已經在先前的研

究中遇到過了，但事實上，你最好只是把這些詞彙視為是一堆

對於「社會世界如何被組成」，以及「如何以最適當方法研究它

的假說和觀念」的速記，而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雖然這些詞

彙將我們從那些一再重複的相同假說過程中解放出來，但是過

度依賴這些速記的結果，也是具危險性的。因為，在使用這一

組僵化的方法論原則時，我們將會變得沒有彈性。而另一個危

險是，在這當中，有一些概念，已經非常廣泛地被建制成就像

是一個信仰一樣，它們已經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真理，而不被

質疑。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開啟「將社會研究視為是一

個多元的選擇組合」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以一個單一適當的方

法，去研究社會世界。身為一個社會科學家，你將會面臨許多

不可預期的社會現象，而在面對這些社會現象時，傳統觀點的

使用已經不能再提供一個適當的解釋。在這樣的情境中，你必

須在既存的理論假說和研究方法中試圖創新，甚至重新去思考

那些基礎的假說。 
    專業術語和用詞的存在，對任何一個試圖研究社會科學的
人來說，已提出一個重要挑戰。百年來，每個社會科學的學門

都已開拓自己的學門空間、清楚地定義自己的分析對象、並以

一組對於那些在這個學門工作，或希望在這個學門中工作者有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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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特別概念和參考資料，來增強自己。但大部分的這些重

要概念，卻是意義開放且不一致的，就像你在這本書讀到的，

科學本身就是一個相互競爭的概念，而且在社會科學哲學的不

同研究取向中，它也能表示非常不同的事物。另外，那些經常

被使用的概念，像是經驗、因果關係、理論、模式和科學方法，

在每個社會科學學門中，或許也富含非常不同的意義，而這些

意義也許會因為相同詞彙的日常使用而有所改變。事實上，每

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在某些點上都已遭遇到這個問題，但大

部分的人仍然繼續這麼使用這些專業術語。而另外一個在假說

和想法收集上使用這種速記概念的好理由，是因為它們對於複

雜觀念的討論，能提供一個共享的語言。 

  這四個簡要的無家可歸研究例子，說明社會研究可以是非

常多變的。它同時也說明，小心做出自己的研究技巧選擇是非

常重要的。有一些社會研究者，試圖和他們的研究對象保持距

離，他們相信這樣做，就可以達到所謂的客觀，並且看到整個

被研究事物的全貌。但是這麼做並不能根本防止文化價值，甚

至是道德判斷涉入研究的過程中。在有關住屋和貧窮的研究

中，其實有許多政策取向的研究，是有其政治目的存在其中。

例如在閱讀資料一，桑德斯就認為自由經濟的運作可以滿足居

住的需求。事實上，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和所提出的解決之

道，是植基於新自由(neo-liberal)政治和這派觀點對於社會價值

的看法上運作。這個新自由政治和社會價值的觀點認為，個體

的自由是整個經濟市場能夠順暢運作的中心部分。這個觀點假

設，人類能夠而且也應該為了自我利益而行動，而如果所有的

個體都能夠依據這個原則去做，那麼這樣的運作方式，對於每

個人來說，就可能是最好的結果。特別是桑德斯提出所有的國

宅承租人，都應該申請抵押或貸款，並且進入到私有房屋市場。

依照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立場，無家可歸和貧窮是個人而非社會

問題，因此不是國家的責任。對於桑德斯來說，國家的介入會

扭曲房屋市場，並且易產生令人不滿的結果，例如會使那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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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請翻到本章最後四篇閱讀資料。它們是從最近有關自有住宅
和無家可歸的研究中選出的。閱讀資料一，篇名叫做〈自有住宅和租

屋〉，是從桑德斯(Peter Saunders)的《自有住宅王國》(A Nation of Home 

Owners)一書中節選出來的。在閱讀資料二中，請你閱讀一張無家可歸

女人的照片。在閱讀資料三中，對於無家可歸的這個概念，康威(Jean 

Conway)所使用的是一個比較具活動性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從一篇分析

倫敦住宅環境的文章〈首都的毀壞〉(Capital Decay, An Analysis of Lon-

don’s Housing)一文中延伸而來。最後，閱讀資料四，是由托馬斯(Annabel 

Tomas)和狄特馬(Helga Dittmar)所著的一個無家可歸女人的經驗。在此，

家庭的意義，主要是依據托馬斯在布靈頓和那些無家可歸女性，所做

深度訪談的內容而來。 
    在這裡，你可以仔細地比較和對照這些例子，然後依照它們之間
的相似和不同點，試圖回答下列問題，並製作出一張列表。 

 請對於他們如何定義其分析對象做個筆記。 
 你認為他們想要完成什麼目的？ 
 你能不能辨別在此每個社會研究例子中的閱聽人？ 
 在這些研究中，有哪些研究，你認為它的研究結果是科學的？ 
  在這些研究中，哪些是有立場且是在幫那些沒有權力的個體說

話？在每篇文章中，誰的聲音最易被聽見？是研究者或被研究者的聲

音呢？ 
  或許你也應該考慮，這些閱讀資料是否說明政治偏見的存在，若

真有所謂的政治偏見存在的話，那麼是什麼樣的政治價值涉入其中

呢？ 
  將這些例子放在腦中，一直到後面的活動二時，它仍然會被使用。 
 
 
適當的國宅計畫增多。假如我們將這個說法和康威對於倫敦那

些無家可歸的人的解釋做一比較的話，那麼在閱讀資料三中，

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不同的結論。這個結論，對國家在住宅政

策中所應採取的管制方式，抱持著和桑德斯完全相反的論點。

對於康威來說，無家可歸的人是社會問題而非一種個人生活態

活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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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選擇。因此她認為應該由政府當局提出一個應對的社會政

策，來解決這個問題。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個人選擇和公

共責任的界線間，其實包含非常多元的看法，而這也是在每一

個研究實踐的本質中，都可以驗證的結果。 
    另外，某些社會研究者，是越來越涉入其所研究的對象，
並會試圖提供個人鮮活的觀點，去解釋那些無家可歸者的日常

生活經驗，以及這些情境對他們究竟有何意義。當然，這些並

不是相互排斥的選擇，並且有一些研究者已經將他們的創造力

與研究策略做一個連結。在閱讀資料四中，湯瑪斯所做的實證

研究，即試圖透過家庭對於女性無家可歸者的意義，來瞭解在

無家可歸者研究中的性別面向。事實上，大部分既存的研究，

都將焦點放在男性無家可歸者的身上，或者將這些男性經驗，

視為所有無家可歸者的普遍經驗，所以使得那些女性無家可歸

者，常在有關無家可歸者的研究中隱形，或被視而不見。在閱

讀資料二中，這張女性無家可歸者的照片，呈現的是一個特寫

和個人的外貌再現。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說明，圖片研究者在再

現無家可歸者的形象時，所可能加諸於其上的控制。事實上，

這張圖片被設計來說明一個特別的故事，而且也反應了研究者

的假設和預先的判斷，它並非真實提供我們這個無家可歸女性

的實際經驗。 

 
四、挑戰的思考 

 
    在說明社會科學的挑戰時，我們已經強調社會研究者是將
自已放置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和文化情境中，而這個做法對於社

會科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這個議題可

以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是否我們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對於

我們產製社會科學知識的方法，造成了衝擊？而這個衝擊又是

如何造成的呢？簡單來說，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在發展概念、

形成論點和收集實證證據時，我們究竟置入多少個人價值觀、

社會科學知識是透過研究

者的價值和目標所形塑，

而研究方法的選擇可以反

映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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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和認同在研究之中。社會科學研究者能夠處理這個問題的

其中一個辦法，就是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進行研究，並且試

圖將自己和研究對象分離。但是我們應該如何將自己和研究對

象完全分離呢？就像你在活動 1-1 中所看到的，桑德斯的研

究，代表一個分離的觀點，雖然它不能提供像湯瑪斯這種較涉

入研究所提供的意義理解，但是這兩者都有些有用且有趣的事

物要說明。在第三部分，我們會更細節地去探索，「身為研究對

象的一部分」這句話是什麼意義。用其他的話語來說，即所謂

「在某個社會和歷史的情境中做研究，究竟又意謂著什麼」？ 

 
結 論  

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中，社會科學所熟悉(如國家和國內經
濟)的分析對象，似乎不能再以相同方式操作，甚至這種操作方
式，可能已變成是多餘。要求創新和彈性的新問題和議題正在

浮現。 
在社會科學中的學門專業術語可能成為一種理解的障礙。在起

始點上，你應該簡單地把這些學術名詞，視為是各種假設和想

法的組合標籤，並比較不同概念的使用。但切記不要將這些概

念的使用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 
最後的挑戰，或說是一組選擇，乃涉及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

法。我們應該繼續假設，用傳統定義的自然科學態度去研究社

會科學的對象是令人滿意的？或應該反對社會生活研究所強

調的科學程序？還是應該重新再定義我們對於科學的意義？ 

 

 

參、「實踐社會科學」有何意涵？ 
 
 
    這一章主要透過我們對於週遭事物的理解，來探索社會研
究的過程。這個社會研究的過程，是社會科學家從一個概念的

工具箱，抽取出理解和解釋社會生活運作的方法，就如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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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看電影所使用的各式類型概念或是一個運動競賽的觀眾，

所擁有的一個概念工具箱一樣。例如，有時當所有的人感覺到

有些事物，很明顯的是合理或是錯誤的時候，這時候我們可以

從某些地方知道，其他人其實是不贊成我們的觀點。或是有時

候，我們也會去批評一部電影的故事發展主線或是比較現今不

同運動團隊的表現，或是在五年前或三十年前，也有一個相似

事件的發生，這些都是運用到我們的概念工具箱。在這些日常

生活情境中，我們正在使用相同的概念技巧，而這些技巧可以

有效地呈現社會科學的研究。換句話說，某個程度來說，這些

概念工具箱，即是我們對社會世界的理論解釋。理論是社會科

學一個重要的部分。雷姆特(Charles Lemert)認為，理論是一個基

本的存活技巧(basic survival skill)，它就像一把多用途的瑞士刀

一樣，讓我們可以藉由一種新方法、使用一種特別的工具，以

解決一個問題或是面臨一個新的挑戰。 
  雖然理論是在不同層次上運作，但是從最抽象到最平常的

日常生活層次中，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在我們處理事物的

過程中能夠被確認。例如，當你每天清晨醒來時，從刷牙到找

出上班的路徑，這中間，你就已經做了各種不同複雜程度的工

作。這也意謂著你必須開始對於周遭的事物，進行反思的動作。

讓我們以你如何去上班這件事情做為一個說明的例子。通常我

們不會把上班這件事，視為是個複雜或是困難的工作，因為這

只是日常生活的例行工作，但是一直到載送你離家的公共運輸

工具發生罷工的情形使得你不能從A處到B處，你的正常狀況

的運作情形被停止時，你可能才覺得有些事情不對了。也就是

說，當這個例行的狀況被打破時，我們必須理論化我們所處的

情境，並且更小心地計畫我們的行動。事實上，所有的活動都

有它例行和未理論化的表面，但是它們仍然有一個理論化的面

向。我們簡單地以我們自身的理論，去解釋世界是如何以一種

理所當然的方式在運作著，就像它是一個毫無疑問的真實。相

似的，社會科學家所採取的行動，也能夠被視為是種習慣和例

不論是日常生活中我們

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

或是科學研究，理論是所

有人類實踐的一個重要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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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狀況，不管這些活動是兒童心理學所涉入的實驗建構、一個

訪談問題的明細準備，或是一個經濟理論模式或投票行為的資

料收集過程。通常，只有在這些研究工具不再運作或無法運作

時，社會科學家才會重新開始再思考，藏在它們身後的假設。

換句話說，社會科學所涉入的，是一個大範圍未知的假設，而

這些假設是如此深入地被鑲嵌在其中，以致於我們很難去辨認

它們。 

 
何謂「知識是情境的」？ 
 
    科學的知識已經被描述成一個普遍的真實。假如此種說法
為真的話，那麼應該沒有任何基本需要爭論的地方，因為真實

是恆久不變的。但是很多時候，在過去被視為是科學的事物，

現在卻反而被認為是老式的或是奇特的。另外，對於真實，也

有一個相反的觀點被提出。這些研究者認為，真實是相對的，

並無任何一個觀點一定優於其他的觀點。但事實上，這兩種論

點的立場都過於簡化。當代科學的辯護者認為，科學是不斷改

進，而過去那些錯誤的詮釋和瑕疵，皆算是簡單的粗劣科學(poor 

science)。 
  在這個部分，上述觀點認為，我們應以一種嚴肅的態度來

看待「科學這個概念，事實上已經跨越時間和文化而有所改變」

的這個議題。這個觀點試圖去解釋，為什麼在特定的時間點和

特別的社會情境中，特定的社會觀點會被視為是合理的。例如，

你也許會使用另類的健康療法，而中醫，就是這些另類療法中

的一種。在中醫的假設中，身體和心理是一體的，互相關聯的。

但這對西方醫學的機械觀點來說，卻是相當奇怪的，因為西方

醫學將生理的失序和精神的狀態，截然分離。但這並不意謂著，

我們的科學概念就是種一時的流行，會隨時間消退。而是我們

要去思考，究竟是什麼事物，使得科學方法的特別概念，能夠

合理和得到認可。西方的醫藥科學是植基於「身體和心理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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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開的事物」的假設上，在此，身體被視為一個由體表、細

胞、骨骼、體液所組成的複雜機器。在此種觀點下，疾病被視

為是機器發生故障，而這個故障的狀況，只要透過適當的治療

就能夠被修補。而不同於這個身體機器論的觀點，中醫的觀點

則是植基在「身體和心理是緊密連結」的假設上，因此中醫的

治療方法，不僅要瞭解病人的情境和心理狀況，同時也重視身

體的修補過程。機器論和全觀論這兩方的醫師都認為他們的知

識系統是科學的，而事實上，這兩個論點在他們自己的西方或

中國的文化場域中，也都被視為是合理的。 
    所以若要定位科學，就必須從它所在的文化場域著手。透
過「將科學置於傳統」的方法，我們可以對於當代的觀點，有

一個更清楚的想法，而對於在我們研究中，哪些是最適當的假

設和方法一事，也能夠做出一個更精明的判斷。因此為瞭解在

時間和空間的任一點上，知識如何被產製和傳播的方法，我們

應該思考「科學的知識是情境化」的這個觀念。科學是一種社

會的實踐，這句話是透過兩種情境形式呈現： 

 
 透過一個既定社群的文化和公共建制的生活，知識是社
會情境的。 

 藉由檢視和分享傳統的知識產物，知識是歷史情境的。 

 
在尋找科學方法的普遍法則時，科學具歷史性的這個特色

(即知識是在什麼情境下被產製的這件事)通常是被忽略的。但
這並不意謂我們不能掌控科學的知識，因為，科學知識仍然是

一個人類的產物，社會科學的內容和形式，仍是許多社會科學

家所提出的假設和方法的產物，而這些內容和形式，也會隨不

同的人而有所不同。 
  這本書將焦點放在那些認為自然和社會科學一樣的研究觀

點上。這是對於社會科學家使用自然科學的哲學，來為自己的

工作辯護時，所做的反思。你也許會將注意力轉移到我們所建

所有社會科學知識的形

式，都是植基在那些已建

制的環境中，以及人類的

實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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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何謂科學和不科學知識」的標準上。所有的這些標準，

都是植基於人類的實踐和學術及商業機構的環境中，而自然和

社會科學，也就在這樣的實踐與環境中產生了。在接下來的章

節中，你將會看到一些例子，說明社會科學家是如何行動和合

理化他們的存在價值。而透過確認文化的假設是植基於社會科

學所發展的理論這件事，同時也開啟了社會科學對社會所造成

的衝擊。另外，透過敏銳地感知研究被產製的方法，我們也能

開始點出一些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通常沒有被陳述出來的假設和

價值。因為，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會像之前桑德斯或康威在

閱讀資料一和閱讀資料三中，在研究中清楚表達他們的價值立

場。事實上，科學家通常被視為是和日常生活經驗疏遠和分離，

而且他們通常也非常願意去隔離自己。在社會科學中，對於客

觀的(objective)想法，能夠在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創造一段距

離。這個距離能夠引導研究者將他自己的心理結構，強加在被

研究者的身上，而不去正視那些被研究者的複雜存在狀況和他

們已建立好的公共環境。 
  為使研究更容易被理解，在社會科學中，許多研究者會將

各種模式的社會生活，簡化成單一模式，但這只提供一個面向

或是部分觀點的方式，是具有危險性，特別是那些被研究者的

經驗，可能被扭曲甚至是完全被忽略掉。事實上，在研究者試

圖取得客觀知識時，通常也隱藏了一個危險，即將研究者的意

識強加於被研究者的身上。因為，對於一個研究社群而言，在

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上，所出現的明顯事物，通常只被視為是一

項客觀事實。但是，事實上，過去我們視為是客觀真實的事物，

目前已有許多改變，而且我們也應該對所有那樣的客觀宣稱，

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例如，假如我們檢視在社會科學研究中，

有關女性經驗的研究，將會發現這些和女性相關的研究，主要

仍是以父權對於女性在社會中角色的觀點，來界定女性。所以

在社會流動和教育資源取得的研究中，女性的階級位置，通常

是以父親或丈夫的職業地位來定義。更精確來說(而且很少被挑

(g) 

社會科學家簡化了社會

生活的複雜性，使它更容

易被人所理解，但是它同

時也意謂著在社會科學

中，研究者非常容易產生

偏見和錯誤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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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女性投票行為的理論，是充滿傳統主義者和宗教對於女性
角色的假設，而結論也就因此認為，女性的投票傾向比男性更

為保守。相似的，在六○年代和七○年代，有關種族和民族的

討論，大部分是由那些非被研究團體的部分成員所執行。在此

種研究方式下，那些社會科學初始的刻板印象，通常就不會受

到挑戰。事實上，這樣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在種族問題的例子

中看出。一般來說，黑人的認同通常是透過社會科學中白人種

族中心主義的參考概念和語詞，被表達出來。種族中心主義知

識最大的問題是，研究者通常不會承認本身的文化位置會形塑

我們的想法，因此在不被知覺的習慣用法中，種族中心主義是

很難被辨認出來的。而這可以從像是黑人、白人、亞洲人的稱

呼，在社會科學許多領域所獲得的實際地位中看出。在此，我

們以名詞而非形容詞來總結這些人種的標記，事實上是非常危

險。因為透過確認一群人是黑人或亞洲人，我們同時也固定了

這群人的認同是一個所謂客觀可被證明的類目，而無視於文化

的不同，但是事實上在這些單個的人種之中，還是存在著許多

的差異。 
  因此，你應該經常問自己，在一個研究對象被定義的時候，

你的概念和方法選擇的基本價值是什麼。事實上，價值是任何

社會世界研究的一個關鍵成份，即使我們仍有想要隱藏自己價

值立場的傾向存在，但這些價值立場仍舊存在於研究之中。在

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大膽承認知識的文化價值場址，並且轉

而去好好地使用它。我們也將試圖建立「圍繞在我們週遭事件

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那些專業且被分離的科學知識間」的

橋樑。這個觀點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瞭解那些被研究對象的意

義，以及他們如何理解其自身的活動，同時又能和那些日常生

活中毫無反思的習性，保持一個批判的距離。 

 

 

 

在界定社會是什麼時，社

會科學家通常已經將那

些偏見，轉化為客觀的類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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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社會科學的研究，就如同所有全人類的實際生活一樣，都是透

過一組我們假設是理所當然的事物所運作的，且也依賴那些我

們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相同技巧。所以要從被那些深入鑲嵌的文

化價值中，分離出社會科學所強調的事實論述，是非常困難的。

社會科學的知識，必須被置於兩個不同的情境下來檢視：一是

歷史的，即由先前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傳達而得的共享價值

和指引。一是社會的，即所有研究都必須放置在一個特定的文

化和制度情境下觀看。 

 

 

肆、將社會科學和日常生活連結 
 
 
    在前面的部分，我們已經提出當代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挑
戰，並且提出將社會研究視為是一個情境實踐的議題。而透過

這些研究者為得知和理解他們所居住世界所提出的問題，你可

能已經知道社會科學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在這裡，發展一張方

法的核對表，對於社會研究實踐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對於分析對象的定義。可以進一步反映社會研究者所認
為的理所當然的假設(就像我們在社會科學中思考性別
和種族時，所看到的情形一樣)。 

 社會研究者選取研究方法(它的範圍從調查法到深度訪
談法)，是為了完成特定的目的(像是在閱讀資料四中，

所做的有關無家可歸的人的訪談)。 
 政治價值觀會影響社會研究的目的和特性(如在閱讀資

料一和閱讀資料三中，研究中所顯現的政策意涵)。 
 個人的經驗常會以非常細微的方式涉入研究中(如賴恩
的動機研究，他認為家庭關係是引起心理疾病的一個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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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研究者在收集證據時，通常會植基於「什麼是事件
的正常或不正常狀態」這個特別概念的基礎上進行思考

(例如正常的家庭)。 

 
  這並不是一個完全窮盡的名單，但是在開始一個研究計劃

時，它可以透過「我們做了什麼」這件事，讓我們明瞭思考的

重要性。我們應該隨時思考，為什麼我們會以特別的方法進行

社會研究，而又為什麼我們會反對其他的方法呢？以這種方式

去反思我們界定分析對象和選取特別的調查問題，以及為什麼

我們會認為，「在提供我們需要的想法和證據上，某一個觀點比

另一個觀點更為有用」，這樣的反思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一、陌生人的觀點 
 
    在日常生活經驗和社會科學研究間建立連結的一個方法，
是採納哲學和社會學家舒茲(Alfred Schutz, 1899-1959)所建議的

觀點。身為一個一九三○年代後期來自奧地利的難民，他發現

自己被送到美國後，在這樣一個新情境和新文化中，面臨到很

大的困難，因為他必須重新定位自己，使自己得以適應這樣的

環境。這種陌生遭遇和所面臨的文化差異衝突的個人經驗，使

得他去思考，「我們如何知道和理解社會生活呢？」以及「我們

如何對著其他人傳播我們所理解的事物呢？」等問題。舒茲提

到，在社會科學和日常生活這兩種行動中，我們常會使用類型

(types)或是心靈結構，以預測週遭其他人的行為。透過對於其

他人的行為與動機的刻板印象，我們能夠確認那些圍繞在我們

週遭可預測的模式，而這個模式，可以幫助我們看穿一個情境

和行為。 
  在社會科學中，我們也常使用類型去合理化實證證據，但

是卻否認這些類型是植基於我們知識的一般常識庫中，並且還

將其視為是客觀的事物。在此，舒茲提出研究者應該遵守「適

刻板印象對於我們在組

織閱聽人研究的各式問

題上，是有所裨益的，但

是假如它們更進一步被

視為是絕對真實事物的

時候，那就很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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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必要條件」(postulate of adequacy)這個觀念，他認為這個條

件必須是將生活經驗和科學知識相結合。亦即，人類行為科學

模式的每個概念和想法，即使它被視為是非常恰當的，都必須

以日常生活假設中所認為的「理所當然可理解的詞彙」這種方

式被建構。當一個科學的陳述可以用來解釋日常生活的經驗，

那麼它就會被認為是恰當的，而且也會被那些生活在被研究關

係之中的人所理解(Schutz, 1953, p.34)。為說明這點，舒茲對於

社會分析的這個形式，之所以能夠對圍繞在我們周圍的事件和

關係產生見解的這件事，提供了一個解釋。他要求我們想像一

個城市的建造環境，就如同被我們所選取的研究分析對象一

樣，並且從三個觀點，去想像這個都市的組合和城市生活： 

 
 在街道上的人，是某一個只是簡單待在特定地方的一般
人，透過默會之知，不需要太多的反思，就可以想像這

個城市的生活。 
 製作地圖的人，是一個繪製城市環境地圖的專家，但在
某個程度上又和他的研究對象分離，而且也不能去理

抂解，在這樣一個地方的生活，究竟像什麼。我們可以

這個部份視為是一個社會科學實踐中所產生的許多問

題的隱喻。 
 陌生人，是某一個經過的路人，但是他為了要通過此
地，必須去瞭解現存的社會關係。一個陌生人既不會像

一個在街頭的路人一樣沒有反思的能力，也不會受限於

學術專業的陝窄觀點(Schutz, 1943)。 

 
    這三種類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日常語言及經驗和科學研
究的專業術語間的關係。在此，陌生人佔據一個獨特的有利點，

他能夠去參與日常生活，但是卻又能相當程度地和這些日常生

活保持一段距離。的確，舒茲抽取出他自己身為一個在紐約生

活的奧地利難民(一個陌生人)的常識經驗，在他還未真正準備

類型是單面向的誇大或

是簡單的概念化策略(刻

板印象)，它是為了要和

我們的經驗相比較而存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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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前，就必須取得足夠的運作知識才能存活(Schutz, 1944)。當

在街上的人有一套情境的「運作知識」(working knowledge)，並

且能夠遵循之前所運作的模糊規則行事時，這時社會科學家就

能建立一套專門的知識，以劃定一個特別的城市生活面貌，例

如住宅的分佈情形、交通的流量、人口的流動，甚至是廢棄物

的處理系統。但是，在做社會調查時，你必須面對一個問題，

即你是否要自你所關心的過程、關係和組織中分離，或是要讓

自己涉入整個研究過程中。 
    例如，那些試圖使用電腦模擬程式(計量經濟學)以發展經
濟學模式的經濟學家，其實並不是真正想發現整個社會成員購

買決策的模式。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觀點是發展一張經濟學

的大藍圖，然後預測假使現存狀況持續的話，未來將會發生什

麼事，或是當有些狀況改變的時候，情況又會變得如何？他們

真正依靠的，是透過與消費者、生產者和政府官員接觸而建立

的現存統計資料。而就如所有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所使用的模

式一般，它也有其限制。計量經濟學模式用來建立經濟活動的

大型模型，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所需要參考的事物。但是，

他們卻不能真正解釋，在真實市場中人們複雜的所做所為。而

這也說明了研究的難處，因為假如你變得和研究對象太分離，

或是太涉入研究對象的生活和社會關係的話，都會失去研究的

目標和方向。在上述的情境下，研究者並沒有站回人們所認為

的那些理所當然的假設起點，因此他們並不能真的測量到真正

發生的事物。當然，這不僅僅只是一個研究技巧的選擇問題，

因為即使某一個計量經濟的預言可以被分離出來，但是這個預

言仍然必須植基在一組特定文化價值的理所當然假設上才有其

意義。所以，身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你想要以什麼態度去

發現人們的生活，和你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是一樣重要的。 
  在此我們相信，社會科學研究能夠藉由採納「陌生人」的

觀點，在和研究對象分離的層面及通常是難懂的科學專業術語

和日常生活實踐知識的層面間，建立起一座橋樑。亦即，在社

「陌生人」可以超越日常

生活的生活經驗，但是他

又不是那麼的分離，分離

到會喪失掉和被研究者

接觸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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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的解釋和那些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經驗中搭起橋樑。透

過這種方法，舒茲認為將有更多的閱聽人，也能使用社會科學

的研究，而社會科學研究者也能夠避免對人說教的情境出現。

而上述的這個例子本身，也正說明了科學的實踐和日常生活是

相連結的。透過使用這三種類型：在街上的人、製作地圖的人

和陌生人的觀點，以及藉由要求我們自己成為陌生人，舒茲真

的說明了傳播複雜想法給更多閱聽人的技巧。在這個例子中，

這些類型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中，是能夠被立即辨認的，而舒茲

的觀點，就是從這個建立理解社會科學知識的橋樑中抽繹出來

(Schutz, 1943, 1946, 1953)。 

  這些例子提醒我們，社會科學必須能夠「讓人易於接近」

的重要性，而這個讓一般人接近的重要性，更超越那些被狹窄

社會科學家社群確認的特性。它也提醒我們，有效的社會科學

能夠傳遞複雜的社會關係，卻不會使閱聽人感到迷惑，同時並

且能夠對行動提供一個有用的指引。倫敦的地鐵地圖，通常被

視為是一個設計的傑作，因為它能夠以這麼容易讓人接近的方

式，來傳達這麼多的資訊。當社會科學家在設計他們的研究及

呈現研究結果給閱聽人時，應該也要有相同的抱負。 
  在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中，對於和研究客體必須分離的要

求，以及對客觀特性的偏好，其實也提出了另一個社會科學的

重要問題。亦即，「在研究和分析社會客體時，為什麼會有這麼

強烈的需求，一定要去採納科學的說法呢？」有部分的回答認

為，這是為了要取得社會研究者的正當性，因為只有在這些研

究被視為是科學的時候，研究者才會獲得他人的承認。而科學

通常和真理與進步有很強的關聯，而真理和進步又是從十八世

紀以來，啟蒙時代對於人類理性權力的一種信仰遺產。因此，

能夠確實描述自己是科學的研究機構，在獲得政府的研究經費

補助上，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但是，當社會科學研究諮詢

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被約瑟夫(Keith Joseph，柴契爾

初任首相時的教育部長)重組為經濟和社會科學會時，科學地位 

見第二章。 參見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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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比較下面三張圖片，並將其所呈現給你的情境記錄下來。 
 

 
一個忙碌的早晨，在倫敦火車站的主線道上，正有許多人朝向不同的

方向前進，而這些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目的地。這顯示我們在環境中所

使用的習慣和默會之知。這些習慣和默會之知是我們非常親密熟悉

的，我們在那裡就好像是待在家裡的感覺。 

圖1-2：在人群中的陌生人 
 
 

 
複雜性能夠被壓制。一張運輸地圖和一組混亂和複雜的因素及動態

相聯結，對任何沒有受過進階製圖學的人來說，它是很難去解讀的。 
圖1-3：複雜性和分離 

活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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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地鐵地圖，這張地圖被設計成一個容易理解而且也很合理的導

覽(如果從它的功能來看)，它讓運輸工具的使用者和社會科學家，都

能理解圖中的意義。 

圖1-4：倫敦的地鐵地圖 
 
    現在，你已經有一個選擇，比較和對照這些說明，在這裡有一些

重點是必須思考的。圖 1-2 中，在圖片中心的「陌生人」，必須退出

他的生活經驗，以便瞭解發生了什麼事，並在此過程中，建立一個和

研究對象更分離的觀點。圖 1-3，如果使用舒茲的標準來看，對我們

來說太複雜而且也和日常生活分離，我們很難去解釋在這個空間旅行

代表什麼意義。雖然它提供了一個分離技巧的精確傳輸流動觀點，但

是它並沒有試圖去聯結在這些過程中所涉入的研究對象的經驗。另

外，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和社會科學間，搭起一座橋樑。如果從傳輸

資訊的可接近性來看，地下鐵的地圖，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社

會科學實踐的模型。 

    以舒茲所提出的三個理想類型，來比較和對比在活動1-2的這三

個例子。現在我們回到活動 1-1，並且重新思考住宅和無家可歸者的

那四個研究例子。在活動1-1中的閱讀資料，是不是有些資料，對於

怎麼將日常生活和社會科學知識做個聯結，提出一些方法呢？ 

 
的流失也可以從經費的刪減上反映出來。事實上，科學不只是

一個名字而已，因為它同時也包含權威知識的意涵。因此，當

我們說某一個陳述是科學的時候，也就是指示它是真實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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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靠近我們所能完成的真實。而為瞭解這是如何成真的，我

們必須檢視在歷史中，科學這個概念是怎麼出現的、這些觀念

如何運用到社會生活和人類關係的研究，以及科學知識本身的

特性為何。這是我們在第二章的工作。 

 
結 論  

若社會研究者能有效理解人類行為，那麼他們必須要將自己從

一般的常識(在街上的人的觀點)中分離出來。但是，他們也不
應該真的完全和研究對象分離，否則就會掉入將自己的想法加

諸在研究對象身上，完全無視於那些被研究者經驗的陷阱(專家
的觀點)。 
「陌生人」的立足點，為科學家在「完全和研究對象分離」，

以及「貼近日常生活經驗」的兩極觀點中，提供一個中間的位

置。我們可以將這個方式視為是研究人類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

係間的基礎社會科學方法。事實上，它比將科學的知識視為完

全與主觀經驗分離的看法還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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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住宅和租屋 
Peter Saunders 

 

 

所有關於國宅[譯者按：英國的國宅(council housing)政策，主要是由中央

政府補助金額，地方政府興建房屋，再由地方政府出租給民眾。地方政府會將所

得租金，扣除掉維修的成本後，再分期攤還中央。一九八○以後，柴契爾政府因

勵行住宅私有化政策，所以使得國宅出售數量急劇增加]銷售的研究，都顯

示購屋者的收入遠高於租屋者。一般來說購屋家庭的一家之主，

他的收入是那些持續租屋者的兩倍。而研究也顯示，購屋者不成

比例地通常都是中年人，而且購屋的金額通常是由家庭裡，一個

以上的賺錢人口所支出。例如在亞伯丁(Aberdeen)，百分之七十五

的房子是賣給家裡已經有多個人在賺錢的家庭，而且這些交易，

還集中在那些家計主要負責人有一份非常穩定工作的家庭上，這

些家計主要負責人的工作，通常是技術性或半技術性的職業，而

且這些家庭通常都是傳統的核心家庭。 

在英國，有一個令人憂慮的差距，在我們所說的中產階級和

下層階級中出現。當然，這個界線是透過比住宅系統更複雜的因

素所產生的，但是通常卻是透過住屋的不同，鮮活地表現出這個

階級的界線，同時它也透過這個佔有基礎的不平等，複製了階級

的界線。無論如何下層階級的人，被集中在市鎮議會的房屋部門

中最令人不滿意的部分。政府的租屋收入，今日已變成和低收入

戶相連結，這些低收入者包括：高比率的失業人口、單親家庭成

員以及獨居老人，他們都高度倚賴政府的救濟金。當這些租屋者

有工作時，他們通常也都做一些不需要技術或是半熟練的工作。 

【閱讀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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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付出的剩餘價值和經濟不活躍的國有房地產，並不是簡單

只反映現存的經濟不平等，而是產生一個新形式的市場經濟。當

所有社會階級的住宅擁有者，透過住屋財產的所有權，共同分享

國家財富的擴張時，那些仍在承租國有住宅的人(有許多人很想買

房子)，卻被剝奪在屋價上漲中得利，和使他們生活過得平順的機

會。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必須面臨不斷繳付租金(這些租金是透過

房屋救濟金來補助)的未來。當自有住宅擁有者的中產大眾越來越

富裕時，那些被困在國家住宅政策的人，仍舊是停在原地。支持

國有住宅政策的社會科學家，稱這種情形為「租金池」(rent pool-

ing)，而租屋者自己則把這種情形稱為「把錢流到排水溝」(money 

down the drain)。 

 

資料來源：Saunders, 1990. pp. 320, 369. 

 

 

 

 

 
 

無家可歸的女人：一張記錄相片 
 

 

【閱讀資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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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的人 
Jean Conway 

 

 

當一些無家可歸的人睡在街上時，其實正有數千人也沒有永

久的住所，並且總是在各種不舒適和不安全的地方遷移。但是我

們卻沒有一個衡量住屋需求的標準。在過去這段長時間中，倫敦

自治區接受補助的無家可歸家庭數，已經有顯著的上升，從一九

七一年的四千戶到一九七○年中期超過一萬兩千戶，在一九八三

年，更是超過了兩萬四千戶。 

這些有記錄的無家可歸者所造成的負擔，在倫敦是遠大於其

他地區的，因為每一千位的居民家庭數中，就有四點六戶是無家

可歸者，比英格蘭的平均數二點三戶還高出許多。對於倫敦市區

的人來說，這個數據甚至更高，因為每一千個當地居民的家庭中，

就有六點六個家庭是無家可歸的人口。 

但是這些數據僅顯示那些政府當局因為無家可歸者法案

(Homeless Persons Act)而被迫接受的家庭數，卻排除了大部分單身

和沒有小孩的夫妻。有更多人並無法申請這項政府補助，因為他

們知道自己的申請是不會被政府所接受的。而這也暴露出倫敦政

府對於無家可歸者的政策，仍存在一大堆的問題，因為只有少部

分的人，被合法機關所做的官方統計資料計算進去。 

雖然有些福利政策，提供給無家可歸的人三分之一的租金，

但是至少有超過三個自治區，只提供暫時的床具設備和早餐給他

們，因為他們無法提供國宅給這些無家可歸的人。一九八三年十

二月，在倫敦的臨時收容所有超過三千戶的無家可歸人口，其中

【閱讀資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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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括將近二千名是住在B&B的民宅旅社中(bed and breakfast，

提供床位和早餐)。非常明顯的，政府對於無家可歸者的因應措施

做得不夠，或許對於一般家庭和自治區政府來說，興建或取得一

棟房屋來出租，要比持續提供一個家庭床和早餐便宜得多了。 

透過無家可歸者這個標尺，我們清楚地知道，倫敦自治區政

府有些不知所措，並且完全無法應付這個問題。同時，他們不能

提供新的住宅，給那些在等待購屋名單中的人，而且也不能為現

代化的計畫，執行適當的遷移政策，並且滿足其他人迫切的住宅

需求。持續的住屋短缺和取得暫時性住所的困難讓我們發現，倫

敦並不能為它的許多居民，提供一個有遠見的住屋未來。 

檢視倫敦的住宅情境，我們可以發現，應該要有一個統管全

倫敦地區的執行單位，有效地計劃倫敦的資源，這樣才能滿足那

些分散不均的各種需求。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住宅需求的規模，仍超過個別自治區所能獨自處理的能力。 

 需求在整個倫敦，是被不平均的分佈，就像是處理這個問

題的資源一樣，也是被不平均的分配。 

 從這些問題真正的特性中，我們可以發現，在英國社會中

存在著一些住宅的問題和活動，而以自治區為基礎的方

式，並不能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 

 每一個自治區的規劃，都需要與整個中心城市的發展協調。 

 

資料來源：Conway, 1984, pp. 59-61, 72 

 
 

 

 

 

 

 



  33 第一章  社會科學是一種情境的實踐(韋伯文化網路試閱檔，正式完稿版，2005-11-14)

 

 

 

 
 

家庭的意義 
Annabel Tomas and Helga Dittmar 

 

 

對於一個無家可歸女性生活需求的實際瞭解，刺激和加強了

這個研究中，所採納生活史和經驗的觀點。無家可歸被視為是一

種生命的過程，而無家可歸女性的生活，和她們對於自身生活所

述說的故事，透過適當的社會理解過程而被檢驗和詳細說明(Blasi, 

1990)。在這個取徑中，有一個關注點是用「能動機制」這個詞，

去框架無家可歸者的議題，主張他們是一組社會問題，而不是將

他們視為是個體陷入於歷史的陷阱中，或是透過不明疾病而產生

的。人類被視為個人和社會歷史經驗、協商和創作的主動參與者。

人們被視為是有目的、彈性和目的導向的在使用創造性的象徵符

號、空間、語言和儀式性行為，甚至當這些行為被嚴重簡化時，

這些目的仍舊被視為是存在的(Fiske, 1991; Glasser, 1988; Jackson, 

1988; Snow et al., 1988)。更進一步來說，人類是否被限制或是有能

力不是研究重點，重要的是他們經歷、協商和有創造力，不只在

實踐上，而且也包括在訴說與實踐相關事物的故事上。這個無家

可歸女性的故事，說的是有關於她們對於居住的經驗，事實上是

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對她們的理解，超越(going beyond)事件的

表面意涵，而且也提供了一個對於它的評價。如此，一個生活歷

史的故事，提供了一個資料的重要來源(Bruner, 1990)，並對於我們

瞭解無家可歸者，提供一個有用的資源，以及家所富含的意義。 

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訪談資料被視為是一種文化事實的

展現(Silverman, 1985)，它既不真也不假，而只是簡單的事實。從

【閱讀資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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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點來看，訪談的資料並非透過研究者觀察受訪者真正做了

什麼，或是和觀察者說了什麼，來平衡圖像的一邊。相反的，我

們所堅持的實在論意謂著，這樣的資料，在特定的社會組織模式

中，會再製和重新構連某些文化事項。而在這些社會組織的模式

中，從這些無家可歸女性眼中所看到的家庭意義和居住經驗，是

以一個生活歷史的故事被表達出來的。 

在此，我們透過八個有固定住所的女性，而不是那些無家可

歸女性的角度來看待家庭和理想家庭間的差異。這些女性認為，

在家庭和理想家庭之間的一個不同，是「達成」的可能性有多高。

例如，「我知道我想要什麼，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得到它」。

還有「是的，那是我喜歡的」。這些答案告訴我們，這些女性對於

家庭和理想家庭的定義，是分開的。在她們回答「什麼是妳的理

想家庭」這個問題時，全部十二位有固定住屋的女性回答說，她

們理想中的家庭，是一個溫暖的地方，而且整個家庭是被家人和

朋友所包圍。另外，還有一些物質的特性是被強調的，像是一個

令人滿意的地點(例如：在鄉村的農舍)、在室內和室外擁有更大

的空間(例如：有一個大花園和很多個房間)、或是更多層次的物

質財富(例如：通常是在花園裡的玫瑰花、櫃子裡擺放的蜂蜜)。

在這些有固定住所的女性所下的理想家庭定義中，這些物質的特

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所謂的理想家庭，是比一個溫暖和家人環

繞的環境還要多的。以同樣的方式，房屋(house)的明確特色(像是

安全和固定)，已經被假定在家庭(home)的定義之中，而溫暖和充

滿家人的環境(home)，也被假定在理想家庭(ideal home)的定義中。 

這些有固定住處的女性們，對於房屋、家庭和理想家庭間的

界線，有層次和漸進特質的認識，而這些認識是由目前在居住經

驗和家庭意義有內在聯結的理論性命題所組成的。家庭這個概念

所隱含的正面意涵，是一種心理上依賴的意義，它已經超越房屋

的意義，在此四面牆和一個屋頂，所代表的安全和保護意義，被

清楚地表達出來。而心理學上家庭的意義，是從她們居住歷史的

事實中抽取出來，亦即在房子裡是安全和受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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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們回到無家可歸女性的身上，從她們的回答來

看，這是很明顯的。她們並不是如此區分房屋、家庭和理想家庭

間的界線。在十二個無家可歸女性中，只有三個人能夠清楚地區

別房屋和家庭所代表的不同意義，而有九個在這個部分的區別，

則產生很大的困難。不像那些有固定住屋的女性，她們能夠很快

地瞭解問題的內容和意義，整體來說，大部分無家可歸女性通常

都會以「你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一個休息的地方嗎？」「有一

些不同嗎？」或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指的是小孩子的家

嗎？」等這些問題，來回應她對問題的不確定性。她們會出現對

於問題本身，有理解上的困難存在，而她們在提供問題的答案上，

也有很大的困難。那三個人，她們定義房屋、家和理想的家之間

的不同，主要是依照(這裡所提供的完全是匿名)： 

 

1.一棟房子就是一棟房子⋯⋯它是人們和你一起生活的地

方。一個家，它是一個我可以在晚上十點回去的時候，不

用關門的地方⋯⋯它是屬於我的地方⋯⋯沒有一個

人⋯⋯我不希望沒有人住在那裡(戴芙妮，三十一歲)。 

2.假如你有自己的家的話，在你想回去的時候，你就能回

家⋯⋯它是我可以獨處的地方。(研究者問：那麼一個房

子呢？)它不是我的。我在的地方，到處充滿了人。理想

的家庭⋯⋯當然是一棟大房子了！⋯⋯它應該要距離遠

一點(受訪者自己在笑) ⋯⋯如果可能的話，它可以在一

個不同的國家(派特，三十七歲)。 

3.一個家是你可以留下來休息的地方，你可在那裡跑來跑

去。我想像中的房子是你不能做這些事，因為它不是你

的。一個家是美好愉快的地方。(研究者問：那理想的家

庭呢？)是一個有四個臥房的房子(蔓蒂，三十三歲)。 

 

對於有固定居所的女性來說，房子是以它中立的獨立性來定

義，家則是隱含社會關係的依賴性意涵。但對於無家可歸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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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一個房子指的是別人的房子，在那裡別人和你住在一起(依

賴性)，家庭才是一個自己可以獨處的地方(獨立性)。除提到美好

愉快的看法外，如「溫暖和被親友圍繞」這些字詞，並沒有被無

家可歸的女性提到。 

再一次，就如我們能夠預期的，目前的理論線上，一個無家

可歸女性的住屋經驗(濫用和重新分配)和她對於家庭的定義(安

全和安心)之間的關係，是清楚被表達出來的。但是，當那些有固

定住所的女性對於家庭的定義，反映了她們的住屋經驗時，無家

可歸女性卻只是反映了她們對於住屋的需求。有固定住屋的女性

已經先假設房子是安全和堅固的，而無家可歸的女性卻沒有達成

這樣的結論，這個定義，既沒有出現在她們的住屋歷史真實中，

也沒有在她們對於房屋和家庭的定義裡⋯⋯對於無家可歸的女性

來說，她們對家庭的相關認同，並不是那麼容易從生理上對於一

個安全地方的設備需求中抽離出來。而從那九個無家可歸的女

性，無法說明一間房子和一個家之間有什麼不同的這個事實，或

許也可以告訴我們，在房屋(是一個安全和穩固的地方)和家(是心

理意義的)之間的關係，已經被完全地看待了。在這個案例中，有

意義的家庭定義，是和被濫用的住屋經驗相混淆，這個結果告訴

我們，在沒有安全和穩固的概念之下，房子和家庭的界線，並不

是如此容易被描述的。最後，無家可歸的女性，並不認為她們是

無家可歸的人。在十二個受訪者中，沒有一個人可以接受，她被

稱作是無家可歸的人。她們說，她們並不是無家可歸的人，因為

她們住在某個地方。因此，如果依照那些有固定住所的女性對家

庭的定義的話，那麼這些無家可歸的女性是沒有家的，但是如果

依照她們自己對於無家可歸的定義的話，那麼她們也不是無家可

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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