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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管中閔教授：談社會科學的現況與挑戰
採訪／李宛芝、吳培瑜　撰文／吳培瑜、劉玉皙

了一些負面影響。目前所謂「國際學術期刊」，多半是美國期刊；但世界各國現況有

極大落差，美國或國際期刊所重視的議題，卻未必是台灣或東亞目前重要的社會議

題。若以「國際期刊發表」為唯一目標，學者就會忽視台灣社會目前的課題，只把精

力花在研究國際期刊專注的熱門議題上。管老師表示，學術研究的初衷與目的，應該

是發現問題、然後透過研究找到解決方案；對於社會科學領域來說，研究的結果與社

會的連結甚為重要，最終目標應該是要能夠解決社會所關注的問題。因此，「為發表

而發表」，甚至只為了在國際期刊發表而做研究，就偏離了學術研究的初衷。管老師

認為，在維持學術研究品質的同時，如何增強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對社會的關懷，是目

前社會科學學者所面臨的挑戰。

　談到社會連結與社會關懷，管老師也強調，社會科學對於我們身處的社會，應有其

影響力。舉例而言，政府的資訊管道可能相對閉塞，學者便肩負起平衡資訊來源的責

任；民眾從媒體所得的資訊可能過於粗糙，學者便應進行社會科學的科普工作，將有

系統的知識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給大眾。目前自然科學及資訊領域常見各種科普活

動，包含講座、多媒體平臺，或是以一般大眾為導向的書籍等，目的都是把學界的知

識與研究成果分享給社會大眾，同時也提升學者本身能力與專業領域的能見度；社會

科學也應該有更多學者投入這樣的科普工作，這也是提升社會整體水平的一種方式。

然而，這又跟前述「獨尊發表」的誘因制度有關：當國際學術期刊的發表數量成為升

等或評鑑的唯一標準，許多學者就無法（或不願）投入科普工作，也無法專注在台灣

當前的社會議題上。管老師建議，未來在制訂升等或獎勵的標準時，可以增設更多元

的評鑑標準，考量學者對學術研究和社會的實質貢獻，讓在不同層面耕耘的學者都可

以被鼓勵，而且受到重視。

　管老師也提到，不論是社會關懷或是政策建議，還是必須有嚴謹的學術研究與資料

分析作基礎。例如管老師在2007年創立《台灣經濟計量學會》，便鼓勵計量學者研

究重大的政策議題，每年也邀請對政策研究有獨到分析方法的學者擔任年會主講人。

學者的角色與媒體名嘴不同，學者提出的意見應該是基於多年的研究成果，背後必須

有所本、有資料佐證、並且可接受驗證。管老師因此強調實證研究和資料分析的重

要，透過資料與數據，我們可以正確的呈現社會問題，之後才能進行更細膩的分析，

並據此訂定有效的政策。以社會貧富不均的議題為例，所得資料顯示了所得差距的現

象，但我們也必須注意隱藏在數據中的社會現實，諸如分家、退休、失婚或單親家庭

等成因，這些是更深層的社會結構或人口結構轉變的因素。正確理解這些深層問題後

所制定的政策，才會產生效果；而這些深入分析就是學者可以著力之處。

　對於近來科技部積極推廣鼓勵的跨領域研究，管教授也表達了他的看法。管老師以

他豪爽的個性直言：「跨領域研究，好說不好做啊！」管老師表示，現在社會上許多

重要問題不是單一學科可以解決的，與其他領域的合作確有其必要性，這在學界也有

一定的共識，但要找到可以合作的跨領域對象，仍然是個難題。對於科技部的推動，

管老師持正面的看法，但他也強調政府規劃不是萬能的，比起由上而下的推動，由下

而上、學者主動發起的跨領域合作才可能真正產生實質效益。當然，由於各領域的本

位心理，跨領域研究往往在計畫審查時會碰到一些困難；在這方面，科技部或許可以

採用不同標準來審查跨領域研究，藉此傳達出鼓勵的訊息，促使更多學者主動進行跨

領域的合作研究。

　最後，管老師也表達了對於四十歲以下青年學者的期許與鼓勵。管老師表示，

2010年以後，雲端技術和大數據等種種科技革新加速進行，經濟和社會都深受影

響。這些科技革新加速了社會結構的劇變，經濟活動的主導者不一定是傳統企業，發

言管道也更多元，而不再被菁英或少數媒體所壟斷。對於學者來說，過去的理論和當

前的現實之間已經有很大落差。如何更正確掌握數位時代的變遷趨勢，針對新形勢與

新議題領先開展研究，而不只在舊的研究領域中盤桓，將是社會科學領域青年學者所

面臨的機會，也是最重大的挑戰。

　管中閔院士是國際知名的經濟計

量學家。他於 1994 年返台，至今

已二十多年，其間先後任職於台大

與中央研究院，也曾在政府部門貢

獻所長。儘管學術地位崇高，管院

士對後輩卻一向親切，提攜後進不

遺餘力，許多學生至今依然暱稱他

為「管 sir」。本期通訊特地專訪

管中閔院士，請他從二十幾年來的

觀察出發，談談台灣社會科學研究

的現況與挑戰。

　管院士在1989年獲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後，便到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擔任教職，後

來於1994年回台，首先於台大經濟

系服務。管老師回憶起九十年代，

那正是臺灣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開

始扎根發芽的時期。當時台灣學界正開始強調研究的重要性，並推動將研究結果發表

於國際期刊，讓國際學界可以得知並分享我們的成果。強調國際學術發表，以及促使

研究接受嚴謹的同儕審查，都使得國內學者的研究方法更為嚴謹精進，不僅確保了台

灣社會科學研究的品質，也使得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與能量更為豐富，形成現在社會

科學學界豐饒的學術土壤，讓台灣社會科學領域人才輩出。

　然而管老師提到，近年來「注重發表」卻逐漸演變為「為發表而發表」，因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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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負面影響。目前所謂「國際學術期刊」，多半是美國期刊；但世界各國現況有

極大落差，美國或國際期刊所重視的議題，卻未必是台灣或東亞目前重要的社會議

題。若以「國際期刊發表」為唯一目標，學者就會忽視台灣社會目前的課題，只把精

力花在研究國際期刊專注的熱門議題上。管老師表示，學術研究的初衷與目的，應該

是發現問題、然後透過研究找到解決方案；對於社會科學領域來說，研究的結果與社

會的連結甚為重要，最終目標應該是要能夠解決社會所關注的問題。因此，「為發表

而發表」，甚至只為了在國際期刊發表而做研究，就偏離了學術研究的初衷。管老師

認為，在維持學術研究品質的同時，如何增強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對社會的關懷，是目

前社會科學學者所面臨的挑戰。

　談到社會連結與社會關懷，管老師也強調，社會科學對於我們身處的社會，應有其

影響力。舉例而言，政府的資訊管道可能相對閉塞，學者便肩負起平衡資訊來源的責

任；民眾從媒體所得的資訊可能過於粗糙，學者便應進行社會科學的科普工作，將有

系統的知識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給大眾。目前自然科學及資訊領域常見各種科普活

動，包含講座、多媒體平臺，或是以一般大眾為導向的書籍等，目的都是把學界的知

識與研究成果分享給社會大眾，同時也提升學者本身能力與專業領域的能見度；社會

科學也應該有更多學者投入這樣的科普工作，這也是提升社會整體水平的一種方式。

然而，這又跟前述「獨尊發表」的誘因制度有關：當國際學術期刊的發表數量成為升

等或評鑑的唯一標準，許多學者就無法（或不願）投入科普工作，也無法專注在台灣

當前的社會議題上。管老師建議，未來在制訂升等或獎勵的標準時，可以增設更多元

的評鑑標準，考量學者對學術研究和社會的實質貢獻，讓在不同層面耕耘的學者都可

以被鼓勵，而且受到重視。

　管老師也提到，不論是社會關懷或是政策建議，還是必須有嚴謹的學術研究與資料

分析作基礎。例如管老師在2007年創立《台灣經濟計量學會》，便鼓勵計量學者研

究重大的政策議題，每年也邀請對政策研究有獨到分析方法的學者擔任年會主講人。

學者的角色與媒體名嘴不同，學者提出的意見應該是基於多年的研究成果，背後必須

有所本、有資料佐證、並且可接受驗證。管老師因此強調實證研究和資料分析的重

要，透過資料與數據，我們可以正確的呈現社會問題，之後才能進行更細膩的分析，

並據此訂定有效的政策。以社會貧富不均的議題為例，所得資料顯示了所得差距的現

象，但我們也必須注意隱藏在數據中的社會現實，諸如分家、退休、失婚或單親家庭

等成因，這些是更深層的社會結構或人口結構轉變的因素。正確理解這些深層問題後

所制定的政策，才會產生效果；而這些深入分析就是學者可以著力之處。

　對於近來科技部積極推廣鼓勵的跨領域研究，管教授也表達了他的看法。管老師以

他豪爽的個性直言：「跨領域研究，好說不好做啊！」管老師表示，現在社會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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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學者主動發起的跨領域合作才可能真正產生實質效益。當然，由於各領域的本

位心理，跨領域研究往往在計畫審查時會碰到一些困難；在這方面，科技部或許可以

採用不同標準來審查跨領域研究，藉此傳達出鼓勵的訊息，促使更多學者主動進行跨

領域的合作研究。

　最後，管老師也表達了對於四十歲以下青年學者的期許與鼓勵。管老師表示，

2010年以後，雲端技術和大數據等種種科技革新加速進行，經濟和社會都深受影

響。這些科技革新加速了社會結構的劇變，經濟活動的主導者不一定是傳統企業，發

言管道也更多元，而不再被菁英或少數媒體所壟斷。對於學者來說，過去的理論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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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科學研究的品質，也使得社會科學研究的內容與能量更為豐富，形成現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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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負面影響。目前所謂「國際學術期刊」，多半是美國期刊；但世界各國現況有

極大落差，美國或國際期刊所重視的議題，卻未必是台灣或東亞目前重要的社會議

題。若以「國際期刊發表」為唯一目標，學者就會忽視台灣社會目前的課題，只把精

力花在研究國際期刊專注的熱門議題上。管老師表示，學術研究的初衷與目的，應該

是發現問題、然後透過研究找到解決方案；對於社會科學領域來說，研究的結果與社

會的連結甚為重要，最終目標應該是要能夠解決社會所關注的問題。因此，「為發表

而發表」，甚至只為了在國際期刊發表而做研究，就偏離了學術研究的初衷。管老師

認為，在維持學術研究品質的同時，如何增強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對社會的關懷，是目

前社會科學學者所面臨的挑戰。

　談到社會連結與社會關懷，管老師也強調，社會科學對於我們身處的社會，應有其

影響力。舉例而言，政府的資訊管道可能相對閉塞，學者便肩負起平衡資訊來源的責

任；民眾從媒體所得的資訊可能過於粗糙，學者便應進行社會科學的科普工作，將有

系統的知識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給大眾。目前自然科學及資訊領域常見各種科普活

動，包含講座、多媒體平臺，或是以一般大眾為導向的書籍等，目的都是把學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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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陳純音教授：談學術研習營課程的規劃與執行
採訪／李宛芝、吳培瑜　撰文／李宛芝

以期課程符合學術動脈。

　陳純音教授提及，語言學門課程分成兩軌：語言學及教學。參考學術研習營過去開

課的資料，教學的課程相對來說比語言學的課程更受申請者青睞。但陳純音教授也樂

觀的表示，在更新課程後，由於老化與認知等議題開始興盛，因此語言新知以及斷代

語言學研究的課程也漸為學界所關注，這是教授所樂見的情況，也希望兩者都能有其

發展。

　談到學術研習營課程規劃的困難時，陳純音教授提到三個問題：一是需求分析無法

精確。研究團隊以精進青年學者的研究來考量課程的規劃，但此規劃內容是否完全符

合需求者的期待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二是研習營課程包羅萬象雖為人所樂見，但也造

成每個課程的能見度有限。以申請單位為例，必須考量所有同仁的需求，協調達成共

識，因此最後往往是教學實務課程比理論深耕課程更為申請單位接受。三是目前課程

缺乏詳細指引，尚未建立一套由淺入深的模組課程。但若要能建構完善的課程分類，

且能清楚地提供指引，則須先框定課程需求對象，並進行調查分析，較能成功媒合申

請單位與所提供的課程。同時，也須完整盤點所有課程，去無存菁，才能達到精實效

果。但陳純音教授也坦言，這是一項大工程，需有相當的人力與資源之投入，方能完

成。

　提及陳純音教授作為學術研習營講員的身分時，陳純音教授首先十分肯定中心對講

員的協助，並感謝學術研習營的承辦人居中協調申請單位與講員的時間，讓課程得以

順利安排。教授也提及，面對授課對象背景有落差時，該如何安排課程的深淺，對講

員是很大的挑戰。講員得了解當前的研究環境與授課對象的需求，若能如此，講員和

現場的學者較能零距離互動，達到雙贏的效果。

　陳純音教授也肯定講員身分為自己帶來的助益，在課程中，面對學員回饋的眼神與

意見，讓教授體會與人分享的樂趣。同時到各地授課，不僅能體察各校各系所間的學

術氛圍、特色與資源分配，也能觀察到各校對學術研究的要求，這些皆有可能造成學

者學術動能的差異。因此教授在授課過程中，盡可能地分享自身跨領域的經驗與學思

歷程，希望激發學者的研究動力。 

　對於學術研習營整體的評價而論，陳純音教授認為現行制度在「研究增能」方面，

已確實達成讓講員提供新知與刺激學員增進研究動力的目的。最後，陳純音教授期許

學術研習營未來能持續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培植青年學者，並提供研究能量。

　　補助學術研習營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5月及11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5

　學術研習營為中心令人矚目的業

務之一，經過105年的修訂，更是

吸引眾多學校系級單位前來申請。

本次特別訪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的陳純音教授，教授既是語

言學門課程規劃的共同召集人，同

時也在語言學門的課程中擔任講

員，希望透過陳教授的分享，一窺

學術研習營的新面貌！

　學術研習營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協

助新進學者在任職學校中，藉由研

習營課程，了解學界不同領域的資

訊，並與資深學者或有專業專長的

學者有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因此在

規劃課程時，除了授課時間，也安

排課後的交流，希望透過雙方的互

動，不僅分享對課程的想法，也期

許資深學者能協助調整青年學者的研究腳步，甚至能啟發他們未來的研究方向。

　105年時，為配合本中心熱門前瞻議題調查完成後更新的學術議題，並希望學術研

習營能更加貼近新的學術研究脈絡，符合學界需求，因此決定重新修訂課程。陳純音

教授為語言學門課程的共同召集人，負責規劃「華語與本土語言教學」領域的課程，

藉由此次修訂，加入熱門前瞻議題「臺灣對外華語教學研究之動能與翻轉」。此外，

研究團隊在「南島語語言學」中也新增了一門課程「臺灣南島語研究的語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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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陳純音教授也坦言，這是一項大工程，需有相當的人力與資源之投入，方能完

成。

　提及陳純音教授作為學術研習營講員的身分時，陳純音教授首先十分肯定中心對講

員的協助，並感謝學術研習營的承辦人居中協調申請單位與講員的時間，讓課程得以

順利安排。教授也提及，面對授課對象背景有落差時，該如何安排課程的深淺，對講

員是很大的挑戰。講員得了解當前的研究環境與授課對象的需求，若能如此，講員和

現場的學者較能零距離互動，達到雙贏的效果。

　陳純音教授也肯定講員身分為自己帶來的助益，在課程中，面對學員回饋的眼神與

意見，讓教授體會與人分享的樂趣。同時到各地授課，不僅能體察各校各系所間的學

術氛圍、特色與資源分配，也能觀察到各校對學術研究的要求，這些皆有可能造成學

者學術動能的差異。因此教授在授課過程中，盡可能地分享自身跨領域的經驗與學思

歷程，希望激發學者的研究動力。 

　對於學術研習營整體的評價而論，陳純音教授認為現行制度在「研究增能」方面，

已確實達成讓講員提供新知與刺激學員增進研究動力的目的。最後，陳純音教授期許

學術研習營未來能持續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培植青年學者，並提供研究能量。

　　補助學術研習營

　　．申請受理時間：每年5月及11月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5

　學術研習營為中心令人矚目的業

務之一，經過105年的修訂，更是

吸引眾多學校系級單位前來申請。

本次特別訪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

語學系的陳純音教授，教授既是語

言學門課程規劃的共同召集人，同

時也在語言學門的課程中擔任講

員，希望透過陳教授的分享，一窺

學術研習營的新面貌！

　學術研習營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協

助新進學者在任職學校中，藉由研

習營課程，了解學界不同領域的資

訊，並與資深學者或有專業專長的

學者有面對面互動的機會。因此在

規劃課程時，除了授課時間，也安

排課後的交流，希望透過雙方的互

動，不僅分享對課程的想法，也期

許資深學者能協助調整青年學者的研究腳步，甚至能啟發他們未來的研究方向。

　105年時，為配合本中心熱門前瞻議題調查完成後更新的學術議題，並希望學術研

習營能更加貼近新的學術研究脈絡，符合學界需求，因此決定重新修訂課程。陳純音

教授為語言學門課程的共同召集人，負責規劃「華語與本土語言教學」領域的課程，

藉由此次修訂，加入熱門前瞻議題「臺灣對外華語教學研究之動能與翻轉」。此外，

研究團隊在「南島語語言學」中也新增了一門課程「臺灣南島語研究的語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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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領域學術發展座談會──北部場
撰文／吳培瑜

幾年來積極推廣、鼓勵人社領域的研究表示

正面肯定，並對中心未來的各項規畫給予期

許與鼓勵。

　會後回收的問卷，與會學者對座談會內容

的安排表示滿意，認為有助於了解中心辦理

的各項業務，問卷結果也顯示與會學者最為

關心的是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推動學術活

動與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等

業務。本次座談會與開放的回饋欄中，與會

者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會中所談及的未來

活動辦理的希望，中心也將尋找各種可能

性，並持續推動各項業務，以增進我國人社

領域學術發展動能為目標。

　從105年6月開始，為推廣中心的

各項業務，並深入了解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學者的需求，中心陸續於全

臺各地舉辦了「人社領域學術發展

座談會」。座談會的最終站北部

場，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

學院合作，於106年2月24日在國立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9樓

的演講廳舉辦。

　本次座談會的與會者來自全臺各

地，共計71位學者參加。座談會特

別邀請科技部人文司洪世章司長與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莊慧玲

院長蒞臨致詞。業務介紹的部分由

中心王泓仁主任與四位同仁輪流就

中心近年支持發展的三大方向：學

術卓越、特色研究與青年學者及對

應三大方向的中心15項業務進行說明，同時展示105年度，中心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

之成果並預告106年的活動規劃。

　綜合座談時間，則開放現場自由提問，總計18題的提問，例如中心各項學術活動、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專書及經典譯註

出版等等，內容涵蓋中心各項業務。每次的提問都引起現場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達

到本次活動與學界人士直接對談、得知學界需求的目標。會中也有許多學者對中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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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積極推廣、鼓勵人社領域的研究表示

正面肯定，並對中心未來的各項規畫給予期

許與鼓勵。

　會後回收的問卷，與會學者對座談會內容

的安排表示滿意，認為有助於了解中心辦理

的各項業務，問卷結果也顯示與會學者最為

關心的是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推動學術活

動與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等

業務。本次座談會與開放的回饋欄中，與會

者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會中所談及的未來

活動辦理的希望，中心也將尋找各種可能

性，並持續推動各項業務，以增進我國人社

領域學術發展動能為目標。

　從105年6月開始，為推廣中心的

各項業務，並深入了解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學者的需求，中心陸續於全

臺各地舉辦了「人社領域學術發展

座談會」。座談會的最終站北部

場，中心與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

學院合作，於106年2月24日在國立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9樓

的演講廳舉辦。

　本次座談會的與會者來自全臺各

地，共計71位學者參加。座談會特

別邀請科技部人文司洪世章司長與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莊慧玲

院長蒞臨致詞。業務介紹的部分由

中心王泓仁主任與四位同仁輪流就

中心近年支持發展的三大方向：學

術卓越、特色研究與青年學者及對

應三大方向的中心15項業務進行說明，同時展示105年度，中心舉辦的各項學術活動

之成果並預告106年的活動規劃。

　綜合座談時間，則開放現場自由提問，總計18題的提問，例如中心各項學術活動、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專書及經典譯註

出版等等，內容涵蓋中心各項業務。每次的提問都引起現場與會學者的熱烈討論，達

到本次活動與學界人士直接對談、得知學界需求的目標。會中也有許多學者對中心近

王泓仁主任報告人社中心業務現況

科技部人文司洪世章司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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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腦影像╳人文社會科學圓桌工作坊：臺南場
撰文／陳慧穎

的偏誤（bias），帶領小組成員討論，和與會學者相互對話，了解腦科學對於所提的

研究計畫為必須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僅為了做跟MRI相關的研究，並交流各專業結合

腦影像研究的可行方法，期望會後達成媒合研究團隊的目標。三個合作中心也先舉辦

基礎課程打底，再至本活動進行專業深入的圓桌討論，促成研究計畫成形，組成腦影

像研究團隊。

　活動設計藉由與會者報名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研究構想書、預期合作學門專家為

分組依據，第一場圓桌討論，由各桌桌長先針對已有研究構想者進行深入討論、第二

場圓桌討論則由各桌桌長訂定該桌主題，讓與會者自行選擇有興趣或是合適的題目進

行討論。

　南北兩場活動皆安排兩場講座，臺南場的主題分別為上午場「研究團隊形成與運作

模式」及下午場「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徵件介紹」，講座後進行兩場圓桌討論，

最後開放綜合座談開放與會者互動問答，以及桌長分享個人參與心得。

　活動當天的兩場圓桌討論，第一場先以與會者的研究專長或是領域分組，讓有相同

或類似專長的桌長，共同提供與會者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之諮詢，建議跨領域剛開始

接觸MRI者前置作業的注意事項、如何使用MRI等機器解決研究議題、促始研究效果

更加顯著；已有研究構想或正在進行腦影像相關研究的與會者，也表示除了從討論中

得到建議之外，更表示可以透過此活動尋找更多合作對象。第二場討論主題包括：

「謝淑蘭、吳恩賜：老化神經科學」、「龔俊嘉、李家瑋：語言發展，道德，法律，

教育，與藝術」、「林君昱、吳昌衛：記憶與意識」、「陳德祐、林宙晴、薛人瑞：

社會互動的大腦運作」、「翁明宏、盧家鋒：經濟決策與行為」、「林錦宏、陳君

明：運動與認知」及「趙一平、周泰立：語言與大腦運作：從人文到臨床」共七個主

題，讓與會者自行參加感興趣的議題。

　此次活動還有許多未曾接觸過心智科學腦影像的與會者，對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跨領

域至心智研究、腦影像研究非常感興趣，除了透過桌長的綜合分享，也加上已有研究

構想者的深入探討，激發出更多新的研究設計與可能性。透過這次圓桌討論，讓對心

智研究腦影像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向已經在此領域鑽研許久的的學者專家請教，瞭

解MRI、MEG等機器作為腦影像研究工具的優點與限制，並討論如何將原有研究拓

展成MRI實驗，更希望可以藉此活動，協助與會者未來提案計畫之可行性，並提供可

能的合作、發展機會。

　為配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發展司公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

究計畫徵件」，舉辦以跨領域媒合

為目的之學術活動。由本中心主動

規畫，與科技部心智科學大型研究

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的國

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

心、國立臺灣大學身體、心靈與文

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以

腦影像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

題，由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

究經驗學者主持，進行分組討論。

同時，為促進地區學術研究發展、

推廣服務對象，分別於3月18日假

國立成功大學、4月29日於國立政

治大學，舉辦本次圓桌工作坊。

　延續去年的活動模式，將重點放在以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腦影像研究為題，由推動心

智計畫的三個合作中心，邀請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究經驗學者主持，以桌長的

研究領域及專長進行分組討論，每一桌搭配兩位桌長，一位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另

一位則是理工科背景，兩位桌長的搭配可以相互融合、也增進彼此專業度。

　本次活動結合腦影像儀器與研究專長的三個合作中心，期望個人或團隊經由資訊衝

擊去反思議題、形成新的想法，幫助提案者溝通內容以議題為中心，瞭解其自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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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誤（bias），帶領小組成員討論，和與會學者相互對話，了解腦科學對於所提的

研究計畫為必須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僅為了做跟MRI相關的研究，並交流各專業結合

腦影像研究的可行方法，期望會後達成媒合研究團隊的目標。三個合作中心也先舉辦

基礎課程打底，再至本活動進行專業深入的圓桌討論，促成研究計畫成形，組成腦影

像研究團隊。

　活動設計藉由與會者報名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研究構想書、預期合作學門專家為

分組依據，第一場圓桌討論，由各桌桌長先針對已有研究構想者進行深入討論、第二

場圓桌討論則由各桌桌長訂定該桌主題，讓與會者自行選擇有興趣或是合適的題目進

行討論。

　南北兩場活動皆安排兩場講座，臺南場的主題分別為上午場「研究團隊形成與運作

模式」及下午場「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徵件介紹」，講座後進行兩場圓桌討論，

最後開放綜合座談開放與會者互動問答，以及桌長分享個人參與心得。

　活動當天的兩場圓桌討論，第一場先以與會者的研究專長或是領域分組，讓有相同

或類似專長的桌長，共同提供與會者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之諮詢，建議跨領域剛開始

接觸MRI者前置作業的注意事項、如何使用MRI等機器解決研究議題、促始研究效果

更加顯著；已有研究構想或正在進行腦影像相關研究的與會者，也表示除了從討論中

得到建議之外，更表示可以透過此活動尋找更多合作對象。第二場討論主題包括：

「謝淑蘭、吳恩賜：老化神經科學」、「龔俊嘉、李家瑋：語言發展，道德，法律，

教育，與藝術」、「林君昱、吳昌衛：記憶與意識」、「陳德祐、林宙晴、薛人瑞：

社會互動的大腦運作」、「翁明宏、盧家鋒：經濟決策與行為」、「林錦宏、陳君

明：運動與認知」及「趙一平、周泰立：語言與大腦運作：從人文到臨床」共七個主

題，讓與會者自行參加感興趣的議題。

　此次活動還有許多未曾接觸過心智科學腦影像的與會者，對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跨領

域至心智研究、腦影像研究非常感興趣，除了透過桌長的綜合分享，也加上已有研究

構想者的深入探討，激發出更多新的研究設計與可能性。透過這次圓桌討論，讓對心

智研究腦影像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向已經在此領域鑽研許久的的學者專家請教，瞭

解MRI、MEG等機器作為腦影像研究工具的優點與限制，並討論如何將原有研究拓

展成MRI實驗，更希望可以藉此活動，協助與會者未來提案計畫之可行性，並提供可

能的合作、發展機會。

　為配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發展司公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

究計畫徵件」，舉辦以跨領域媒合

為目的之學術活動。由本中心主動

規畫，與科技部心智科學大型研究

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的國

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

心、國立臺灣大學身體、心靈與文

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以

腦影像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

題，由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

究經驗學者主持，進行分組討論。

同時，為促進地區學術研究發展、

推廣服務對象，分別於3月18日假

國立成功大學、4月29日於國立政

治大學，舉辦本次圓桌工作坊。

　延續去年的活動模式，將重點放在以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腦影像研究為題，由推動心

智計畫的三個合作中心，邀請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究經驗學者主持，以桌長的

研究領域及專長進行分組討論，每一桌搭配兩位桌長，一位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另

一位則是理工科背景，兩位桌長的搭配可以相互融合、也增進彼此專業度。

　本次活動結合腦影像儀器與研究專長的三個合作中心，期望個人或團隊經由資訊衝

擊去反思議題、形成新的想法，幫助提案者溝通內容以議題為中心，瞭解其自身領域

王泓仁主任於開場說明人社中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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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誤（bias），帶領小組成員討論，和與會學者相互對話，了解腦科學對於所提的

研究計畫為必須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僅為了做跟MRI相關的研究，並交流各專業結合

腦影像研究的可行方法，期望會後達成媒合研究團隊的目標。三個合作中心也先舉辦

基礎課程打底，再至本活動進行專業深入的圓桌討論，促成研究計畫成形，組成腦影

像研究團隊。

　活動設計藉由與會者報名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研究構想書、預期合作學門專家為

分組依據，第一場圓桌討論，由各桌桌長先針對已有研究構想者進行深入討論、第二

場圓桌討論則由各桌桌長訂定該桌主題，讓與會者自行選擇有興趣或是合適的題目進

行討論。

　南北兩場活動皆安排兩場講座，臺南場的主題分別為上午場「研究團隊形成與運作

模式」及下午場「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徵件介紹」，講座後進行兩場圓桌討論，

最後開放綜合座談開放與會者互動問答，以及桌長分享個人參與心得。

　活動當天的兩場圓桌討論，第一場先以與會者的研究專長或是領域分組，讓有相同

或類似專長的桌長，共同提供與會者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之諮詢，建議跨領域剛開始

接觸MRI者前置作業的注意事項、如何使用MRI等機器解決研究議題、促始研究效果

更加顯著；已有研究構想或正在進行腦影像相關研究的與會者，也表示除了從討論中

得到建議之外，更表示可以透過此活動尋找更多合作對象。第二場討論主題包括：

「謝淑蘭、吳恩賜：老化神經科學」、「龔俊嘉、李家瑋：語言發展，道德，法律，

教育，與藝術」、「林君昱、吳昌衛：記憶與意識」、「陳德祐、林宙晴、薛人瑞：

社會互動的大腦運作」、「翁明宏、盧家鋒：經濟決策與行為」、「林錦宏、陳君

明：運動與認知」及「趙一平、周泰立：語言與大腦運作：從人文到臨床」共七個主

題，讓與會者自行參加感興趣的議題。

　此次活動還有許多未曾接觸過心智科學腦影像的與會者，對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跨領

域至心智研究、腦影像研究非常感興趣，除了透過桌長的綜合分享，也加上已有研究

構想者的深入探討，激發出更多新的研究設計與可能性。透過這次圓桌討論，讓對心

智研究腦影像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向已經在此領域鑽研許久的的學者專家請教，瞭

解MRI、MEG等機器作為腦影像研究工具的優點與限制，並討論如何將原有研究拓

展成MRI實驗，更希望可以藉此活動，協助與會者未來提案計畫之可行性，並提供可

能的合作、發展機會。

　為配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發展司公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

究計畫徵件」，舉辦以跨領域媒合

為目的之學術活動。由本中心主動

規畫，與科技部心智科學大型研究

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的國

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

心、國立臺灣大學身體、心靈與文

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以

腦影像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

題，由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

究經驗學者主持，進行分組討論。

同時，為促進地區學術研究發展、

推廣服務對象，分別於3月18日假

國立成功大學、4月29日於國立政

治大學，舉辦本次圓桌工作坊。

　延續去年的活動模式，將重點放在以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腦影像研究為題，由推動心

智計畫的三個合作中心，邀請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究經驗學者主持，以桌長的

研究領域及專長進行分組討論，每一桌搭配兩位桌長，一位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另

一位則是理工科背景，兩位桌長的搭配可以相互融合、也增進彼此專業度。

　本次活動結合腦影像儀器與研究專長的三個合作中心，期望個人或團隊經由資訊衝

擊去反思議題、形成新的想法，幫助提案者溝通內容以議題為中心，瞭解其自身領域

圓桌分組討論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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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誤（bias），帶領小組成員討論，和與會學者相互對話，了解腦科學對於所提的

研究計畫為必須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僅為了做跟MRI相關的研究，並交流各專業結合

腦影像研究的可行方法，期望會後達成媒合研究團隊的目標。三個合作中心也先舉辦

基礎課程打底，再至本活動進行專業深入的圓桌討論，促成研究計畫成形，組成腦影

像研究團隊。

　活動設計藉由與會者報名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研究構想書、預期合作學門專家為

分組依據，第一場圓桌討論，由各桌桌長先針對已有研究構想者進行深入討論、第二

場圓桌討論則由各桌桌長訂定該桌主題，讓與會者自行選擇有興趣或是合適的題目進

行討論。

　南北兩場活動皆安排兩場講座，臺南場的主題分別為上午場「研究團隊形成與運作

模式」及下午場「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計畫徵件介紹」，講座後進行兩場圓桌討論，

最後開放綜合座談開放與會者互動問答，以及桌長分享個人參與心得。

　活動當天的兩場圓桌討論，第一場先以與會者的研究專長或是領域分組，讓有相同

或類似專長的桌長，共同提供與會者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之諮詢，建議跨領域剛開始

接觸MRI者前置作業的注意事項、如何使用MRI等機器解決研究議題、促始研究效果

更加顯著；已有研究構想或正在進行腦影像相關研究的與會者，也表示除了從討論中

得到建議之外，更表示可以透過此活動尋找更多合作對象。第二場討論主題包括：

「謝淑蘭、吳恩賜：老化神經科學」、「龔俊嘉、李家瑋：語言發展，道德，法律，

教育，與藝術」、「林君昱、吳昌衛：記憶與意識」、「陳德祐、林宙晴、薛人瑞：

社會互動的大腦運作」、「翁明宏、盧家鋒：經濟決策與行為」、「林錦宏、陳君

明：運動與認知」及「趙一平、周泰立：語言與大腦運作：從人文到臨床」共七個主

題，讓與會者自行參加感興趣的議題。

　此次活動還有許多未曾接觸過心智科學腦影像的與會者，對人文社會科學如何跨領

域至心智研究、腦影像研究非常感興趣，除了透過桌長的綜合分享，也加上已有研究

構想者的深入探討，激發出更多新的研究設計與可能性。透過這次圓桌討論，讓對心

智研究腦影像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向已經在此領域鑽研許久的的學者專家請教，瞭

解MRI、MEG等機器作為腦影像研究工具的優點與限制，並討論如何將原有研究拓

展成MRI實驗，更希望可以藉此活動，協助與會者未來提案計畫之可行性，並提供可

能的合作、發展機會。

　為配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發展司公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

究計畫徵件」，舉辦以跨領域媒合

為目的之學術活動。由本中心主動

規畫，與科技部心智科學大型研究

設備建置及共同使用服務計畫的國

立成功大學心智影像研究中心、國

立政治大學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

心、國立臺灣大學身體、心靈與文

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共同合作，以

腦影像結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

題，由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

究經驗學者主持，進行分組討論。

同時，為促進地區學術研究發展、

推廣服務對象，分別於3月18日假

國立成功大學、4月29日於國立政

治大學，舉辦本次圓桌工作坊。

　延續去年的活動模式，將重點放在以人文社會科學結合腦影像研究為題，由推動心

智計畫的三個合作中心，邀請腦科學領域學者或有相關研究經驗學者主持，以桌長的

研究領域及專長進行分組討論，每一桌搭配兩位桌長，一位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另

一位則是理工科背景，兩位桌長的搭配可以相互融合、也增進彼此專業度。

　本次活動結合腦影像儀器與研究專長的三個合作中心，期望個人或團隊經由資訊衝

擊去反思議題、形成新的想法，幫助提案者溝通內容以議題為中心，瞭解其自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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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學人春季交流座談會
撰文／許柏晟、莊方雨

　時逢春暖花開，中心於106年4月14日舉辦「中心學人春季交流座談會」，提供中

心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交流及認識的機會，期望透過不同領域的學者交流，

為與會人員的研究帶來新觀點與新視野。活動地點於本中心14樓，與會人員包括境外

訪問學者、國內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及中心主任與執行委員共計18位，學人間互

動熱絡，活動圓滿成功。

　活動一開場，特別邀請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境外訪問學者山崎直樹教授、以及來自

英國里茲大學立陶宛籍的境外訪問學者Kristina Karvelyte博士進行研究計畫分享以

及來臺訪問的感想。

　山崎教授本次來臺訪問主要有四個目的：首先，因為山崎教授的專長為第二語言教

學，尤其是教學設計的部份，他希望能透過和臺灣語言專家的交流，加強教學設計的

相關知識。第二，山崎教授希望能掌握臺灣社會使用中文的溝通模式。第三，觀察臺

灣中文語言的使用狀況，最後也希望能夠體驗臺灣的生活及文化。

　Kristina Karvelyte博士則是分享自己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聚焦在城市文化政策及

創意城市，尤其是上海、香港以及臺北文化政策研究及比較，本次來臺希望能專注於

研究臺北的城市文化政策，並期望從自身博士論文中，持續深化議題，希望撰寫的相

關研究論文能發表於國際期刊。Karvelyte博士也提到，於大學時主修漢學，因此在

臺灣期間也會精進中文能力，並體驗臺灣的多元文化。

　承續兩位學者開場的熱烈氣氛，中心兩位博士後研究員接著與大家分享。張澄清博

士介紹一個實用的資料視覺化分析軟體VOSviewer，此軟體是由荷蘭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開發的免費軟體，可供使用者進行書目分析，直接統計書目

資料（Web of Science, SCOPUS）、網絡資料及文字資料，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統計結果。另外一位潘怡帆博士的專長領域為法國當代哲學暨文學理論研究，其博士

論文涉及文學與哲學兩者間的跨域思考，主要論題是：哲學與文學作為兩種本質不同

的書寫型態，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互相衝突或互補？結論引人深思。

　在活動即將接近尾聲前，來自成功大學的劉繼仁教授，與大家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劉教授主要的研究題目是行動學習輔助大學英語教學之設計與評量法則，劉教授提及

當年撰寫博士論文的經驗：由於劉教授的博論涉及不同的兩個領域，同時與語言以及

多媒體科技相關，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深刻體驗要同時獲得兩個領域認可之不易，

必須尋找兩個領域都能共同接受的表達方式。這個跨領域經驗，對於他之後的研究啟

發甚多，之後劉教授的主要研究橫跨資訊教育與語言學門，從科技應用的角度探討語

言的發展。劉教授分享的自身學術歷程及跨領域經驗，讓中心許多學人獲益良多。

　本次交流座談氣氛熱烈，獲得各參與者正面迴響。平日研究事務繁重，鮮少有機會

互相交流，本次座談提供了訪問學人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時也

對跨領域研究的心得多所著墨；訪問學人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也對學術後進如博士

後研究員多所助益，各領域學人之間彼此交流，也讓國外學者對臺灣有更深刻的了

解，同時體現本中心設立訪問學人業務的主要宗旨。 

王泓仁主任於活動熱烈歡迎與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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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逢春暖花開，中心於106年4月14日舉辦「中心學人春季交流座談會」，提供中

心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交流及認識的機會，期望透過不同領域的學者交流，

為與會人員的研究帶來新觀點與新視野。活動地點於本中心14樓，與會人員包括境外

訪問學者、國內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及中心主任與執行委員共計18位，學人間互

動熱絡，活動圓滿成功。

　活動一開場，特別邀請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境外訪問學者山崎直樹教授、以及來自

英國里茲大學立陶宛籍的境外訪問學者Kristina Karvelyte博士進行研究計畫分享以

及來臺訪問的感想。

　山崎教授本次來臺訪問主要有四個目的：首先，因為山崎教授的專長為第二語言教

學，尤其是教學設計的部份，他希望能透過和臺灣語言專家的交流，加強教學設計的

相關知識。第二，山崎教授希望能掌握臺灣社會使用中文的溝通模式。第三，觀察臺

灣中文語言的使用狀況，最後也希望能夠體驗臺灣的生活及文化。

　Kristina Karvelyte博士則是分享自己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聚焦在城市文化政策及

創意城市，尤其是上海、香港以及臺北文化政策研究及比較，本次來臺希望能專注於

研究臺北的城市文化政策，並期望從自身博士論文中，持續深化議題，希望撰寫的相

關研究論文能發表於國際期刊。Karvelyte博士也提到，於大學時主修漢學，因此在

臺灣期間也會精進中文能力，並體驗臺灣的多元文化。

　承續兩位學者開場的熱烈氣氛，中心兩位博士後研究員接著與大家分享。張澄清博

士介紹一個實用的資料視覺化分析軟體VOSviewer，此軟體是由荷蘭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開發的免費軟體，可供使用者進行書目分析，直接統計書目

資料（Web of Science, SCOPUS）、網絡資料及文字資料，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統計結果。另外一位潘怡帆博士的專長領域為法國當代哲學暨文學理論研究，其博士

論文涉及文學與哲學兩者間的跨域思考，主要論題是：哲學與文學作為兩種本質不同

的書寫型態，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互相衝突或互補？結論引人深思。

　在活動即將接近尾聲前，來自成功大學的劉繼仁教授，與大家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劉教授主要的研究題目是行動學習輔助大學英語教學之設計與評量法則，劉教授提及

當年撰寫博士論文的經驗：由於劉教授的博論涉及不同的兩個領域，同時與語言以及

多媒體科技相關，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深刻體驗要同時獲得兩個領域認可之不易，

必須尋找兩個領域都能共同接受的表達方式。這個跨領域經驗，對於他之後的研究啟

發甚多，之後劉教授的主要研究橫跨資訊教育與語言學門，從科技應用的角度探討語

言的發展。劉教授分享的自身學術歷程及跨領域經驗，讓中心許多學人獲益良多。

　本次交流座談氣氛熱烈，獲得各參與者正面迴響。平日研究事務繁重，鮮少有機會

互相交流，本次座談提供了訪問學人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時也

對跨領域研究的心得多所著墨；訪問學人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也對學術後進如博士

後研究員多所助益，各領域學人之間彼此交流，也讓國外學者對臺灣有更深刻的了

解，同時體現本中心設立訪問學人業務的主要宗旨。 

山崎直樹教授與Kristina Karvelyte博士分享研究構想



活動報導

activity

15

　時逢春暖花開，中心於106年4月14日舉辦「中心學人春季交流座談會」，提供中

心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交流及認識的機會，期望透過不同領域的學者交流，

為與會人員的研究帶來新觀點與新視野。活動地點於本中心14樓，與會人員包括境外

訪問學者、國內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及中心主任與執行委員共計18位，學人間互

動熱絡，活動圓滿成功。

　活動一開場，特別邀請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境外訪問學者山崎直樹教授、以及來自

英國里茲大學立陶宛籍的境外訪問學者Kristina Karvelyte博士進行研究計畫分享以

及來臺訪問的感想。

　山崎教授本次來臺訪問主要有四個目的：首先，因為山崎教授的專長為第二語言教

學，尤其是教學設計的部份，他希望能透過和臺灣語言專家的交流，加強教學設計的

相關知識。第二，山崎教授希望能掌握臺灣社會使用中文的溝通模式。第三，觀察臺

灣中文語言的使用狀況，最後也希望能夠體驗臺灣的生活及文化。

　Kristina Karvelyte博士則是分享自己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聚焦在城市文化政策及

創意城市，尤其是上海、香港以及臺北文化政策研究及比較，本次來臺希望能專注於

研究臺北的城市文化政策，並期望從自身博士論文中，持續深化議題，希望撰寫的相

關研究論文能發表於國際期刊。Karvelyte博士也提到，於大學時主修漢學，因此在

臺灣期間也會精進中文能力，並體驗臺灣的多元文化。

　承續兩位學者開場的熱烈氣氛，中心兩位博士後研究員接著與大家分享。張澄清博

士介紹一個實用的資料視覺化分析軟體VOSviewer，此軟體是由荷蘭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開發的免費軟體，可供使用者進行書目分析，直接統計書目

資料（Web of Science, SCOPUS）、網絡資料及文字資料，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統計結果。另外一位潘怡帆博士的專長領域為法國當代哲學暨文學理論研究，其博士

論文涉及文學與哲學兩者間的跨域思考，主要論題是：哲學與文學作為兩種本質不同

的書寫型態，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互相衝突或互補？結論引人深思。

　在活動即將接近尾聲前，來自成功大學的劉繼仁教授，與大家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劉教授主要的研究題目是行動學習輔助大學英語教學之設計與評量法則，劉教授提及

當年撰寫博士論文的經驗：由於劉教授的博論涉及不同的兩個領域，同時與語言以及

多媒體科技相關，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深刻體驗要同時獲得兩個領域認可之不易，

必須尋找兩個領域都能共同接受的表達方式。這個跨領域經驗，對於他之後的研究啟

發甚多，之後劉教授的主要研究橫跨資訊教育與語言學門，從科技應用的角度探討語

言的發展。劉教授分享的自身學術歷程及跨領域經驗，讓中心許多學人獲益良多。

　本次交流座談氣氛熱烈，獲得各參與者正面迴響。平日研究事務繁重，鮮少有機會

互相交流，本次座談提供了訪問學人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時也

對跨領域研究的心得多所著墨；訪問學人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也對學術後進如博士

後研究員多所助益，各領域學人之間彼此交流，也讓國外學者對臺灣有更深刻的了

解，同時體現本中心設立訪問學人業務的主要宗旨。 

與會者彼此交流，互相交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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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逢春暖花開，中心於106年4月14日舉辦「中心學人春季交流座談會」，提供中

心訪問學者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交流及認識的機會，期望透過不同領域的學者交流，

為與會人員的研究帶來新觀點與新視野。活動地點於本中心14樓，與會人員包括境外

訪問學者、國內訪問學者、博士後研究員及中心主任與執行委員共計18位，學人間互

動熱絡，活動圓滿成功。

　活動一開場，特別邀請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境外訪問學者山崎直樹教授、以及來自

英國里茲大學立陶宛籍的境外訪問學者Kristina Karvelyte博士進行研究計畫分享以

及來臺訪問的感想。

　山崎教授本次來臺訪問主要有四個目的：首先，因為山崎教授的專長為第二語言教

學，尤其是教學設計的部份，他希望能透過和臺灣語言專家的交流，加強教學設計的

相關知識。第二，山崎教授希望能掌握臺灣社會使用中文的溝通模式。第三，觀察臺

灣中文語言的使用狀況，最後也希望能夠體驗臺灣的生活及文化。

　Kristina Karvelyte博士則是分享自己的研究領域，主要是聚焦在城市文化政策及

創意城市，尤其是上海、香港以及臺北文化政策研究及比較，本次來臺希望能專注於

研究臺北的城市文化政策，並期望從自身博士論文中，持續深化議題，希望撰寫的相

關研究論文能發表於國際期刊。Karvelyte博士也提到，於大學時主修漢學，因此在

臺灣期間也會精進中文能力，並體驗臺灣的多元文化。

　承續兩位學者開場的熱烈氣氛，中心兩位博士後研究員接著與大家分享。張澄清博

士介紹一個實用的資料視覺化分析軟體VOSviewer，此軟體是由荷蘭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開發的免費軟體，可供使用者進行書目分析，直接統計書目

資料（Web of Science, SCOPUS）、網絡資料及文字資料，並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統計結果。另外一位潘怡帆博士的專長領域為法國當代哲學暨文學理論研究，其博士

論文涉及文學與哲學兩者間的跨域思考，主要論題是：哲學與文學作為兩種本質不同

的書寫型態，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是否互相衝突或互補？結論引人深思。

　在活動即將接近尾聲前，來自成功大學的劉繼仁教授，與大家分享他的研究心得。

劉教授主要的研究題目是行動學習輔助大學英語教學之設計與評量法則，劉教授提及

當年撰寫博士論文的經驗：由於劉教授的博論涉及不同的兩個領域，同時與語言以及

多媒體科技相關，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深刻體驗要同時獲得兩個領域認可之不易，

必須尋找兩個領域都能共同接受的表達方式。這個跨領域經驗，對於他之後的研究啟

發甚多，之後劉教授的主要研究橫跨資訊教育與語言學門，從科技應用的角度探討語

言的發展。劉教授分享的自身學術歷程及跨領域經驗，讓中心許多學人獲益良多。

　本次交流座談氣氛熱烈，獲得各參與者正面迴響。平日研究事務繁重，鮮少有機會

互相交流，本次座談提供了訪問學人及博士後研究員一個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時也

對跨領域研究的心得多所著墨；訪問學人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也對學術後進如博士

後研究員多所助益，各領域學人之間彼此交流，也讓國外學者對臺灣有更深刻的了

解，同時體現本中心設立訪問學人業務的主要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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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撰文／王毓如

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外，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學者近來亦展現與人社領域互相交流

與合作之研究興趣，故為鼓勵學門領域間交流及回應學界需求，前置規劃案之研究主

題若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且所跨領域中至少有一項為科技部人文司之學門領域，即

可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本業務分為「科技部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及「科技部大型計畫之前

置規劃案」兩類，係考量前置規劃案執行結束後，擬申請之科技部研究計畫種類及規

模不同。前者以申請科技部人文司徵件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為目標，後者則須於規

劃案結案後，申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標竿計畫或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兩項大型研究

計畫。

　為檢視本業務推動成效，本中心於各規劃案執行完畢一年後，將追蹤是否已向科技

部提出計畫申請及通過情形。自104年起執行完畢已達一年之申請案共8件，其中有5

件已獲科技部計畫補助，可見於推動跨領域研究之目的，本業務具一定成效。

　未來本業務將持續與本中心其他各項補助業務與學術活動配合，協助推動科技部人

文司各徵件計畫，透過資源整合系統性地促進跨領域學術交流及協作，鼓勵形成潛在

的跨領域團隊，並使具前瞻性及重要性之研究議題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8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門間

的跨領域整合為當前重要研究趨

勢，亦為本中心近來大力推廣與支

持之重點。針對跨領域學術社群的

培養，本中心有多方面相關規劃，

包含在補助業務中鼓勵跨領域研究

的申請，期望能支持學界自發形成

跨領域研究團隊；此外，亦透過講

座、工作坊等學術活動之舉辦，提

供媒合研究團隊的機會。

　「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

規劃案」即為本中心為推動跨領域

研究而提供的學術服務之一，期望

能在協助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發

展司（下稱人文司）推動跨領域研

究計畫的同時，亦能提昇國內人文

及社會科學研究水準。

　本業務為前置規劃案，與一般研究計畫不同，並不推動實質研究，而僅為提出研究

計畫進行前置準備。於前置規劃案執行期間，本中心提供研究團隊相關學術資源，進

行如團隊整合、理論梳理、確認研究架構等工作，最終完善研究構想並向科技部提出

正式計畫申請，而考量科技部計畫徵求期間並不固定，本業務採隨到隨審制。

　本業務所定義之跨領域，原則上須包含科技部人文司學門架構下不同學門，惟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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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外，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學者近來亦展現與人社領域互相交流

與合作之研究興趣，故為鼓勵學門領域間交流及回應學界需求，前置規劃案之研究主

題若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且所跨領域中至少有一項為科技部人文司之學門領域，即

可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本業務分為「科技部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及「科技部大型計畫之前

置規劃案」兩類，係考量前置規劃案執行結束後，擬申請之科技部研究計畫種類及規

模不同。前者以申請科技部人文司徵件之整合型專題研究計畫為目標，後者則須於規

劃案結案後，申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標竿計畫或學術攻頂研究計畫兩項大型研究

計畫。

　為檢視本業務推動成效，本中心於各規劃案執行完畢一年後，將追蹤是否已向科技

部提出計畫申請及通過情形。自104年起執行完畢已達一年之申請案共8件，其中有5

件已獲科技部計畫補助，可見於推動跨領域研究之目的，本業務具一定成效。

　未來本業務將持續與本中心其他各項補助業務與學術活動配合，協助推動科技部人

文司各徵件計畫，透過資源整合系統性地促進跨領域學術交流及協作，鼓勵形成潛在

的跨領域團隊，並使具前瞻性及重要性之研究議題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申請受理時間：隨到隨審

　　．詳細資訊請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98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門間

的跨領域整合為當前重要研究趨

勢，亦為本中心近來大力推廣與支

持之重點。針對跨領域學術社群的

培養，本中心有多方面相關規劃，

包含在補助業務中鼓勵跨領域研究

的申請，期望能支持學界自發形成

跨領域研究團隊；此外，亦透過講

座、工作坊等學術活動之舉辦，提

供媒合研究團隊的機會。

　「科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

規劃案」即為本中心為推動跨領域

研究而提供的學術服務之一，期望

能在協助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發

展司（下稱人文司）推動跨領域研

究計畫的同時，亦能提昇國內人文

及社會科學研究水準。

　本業務為前置規劃案，與一般研究計畫不同，並不推動實質研究，而僅為提出研究

計畫進行前置準備。於前置規劃案執行期間，本中心提供研究團隊相關學術資源，進

行如團隊整合、理論梳理、確認研究架構等工作，最終完善研究構想並向科技部提出

正式計畫申請，而考量科技部計畫徵求期間並不固定，本業務採隨到隨審制。

　本業務所定義之跨領域，原則上須包含科技部人文司學門架構下不同學門，惟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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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在經濟學實證研究的應用與挑戰
作者／劉玉皙

　　　美國波士頓 Suffolk University 經濟學博士，現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所屬領域為實證產業經濟學與應用個體經濟學，目前研究主題集中在電影、藝術、網站等文化產業，

　　　近期也從事大數據相關研究，使用社群網路資料做為資料來源。

　　　目前參與科技部人社中心一項規劃案，內容是關於大數據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應用與議題探索。

　量化方法是實證研究之一種，而社會科學在進行量化實證研究時，方法多半取自於

經濟或統計學。本文從經濟學的觀點，為各學門介紹大數據在量化實證研究上的應用

及影響。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門日益重視實證研究。在大數據及資料科學浮現之前，經濟學

實證研究原本就強調資料的重要，大數據的風潮使得資料取得更容易，能夠取得的資

料量也越大，資料速度和頻率也越高。大數據跟計量經濟學固有的某些方法論相切

合，但也對傳統計量方法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在應用上，資料也在不知不覺間形

塑了我們的議程與推論，決定了重大政策議題的走向。 

　從過往到現在，不少經濟學實證研究都會使用大量資料。對於「鉅量資料」的定

義，除了數量大、多變性高、產生速度快這三個大數據的定義，經濟學還強調鉅量資

料的規模和涵蓋層面：鉅量資料比抽樣資料涵蓋更廣，更近似於母體。公務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 就符合鉅量資料的定義。近年來，以抽樣調查為資料來源

的研究比例日益下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採用政府公務資料作為資料來源 

(Chetty, 2012)。這些公務資料幾乎涵蓋全部人口，使得統計推論更為精準，含有許

多調查資料無法提供的訊息，例如稅務資料、醫療保險、教育成績、消費者支出等資

料。臺灣最有名也最常被使用的公務資料包括出生登記資料、健保資料庫等，已有不

少研究發表。 

　公務資料幾乎等於普查資料、而非抽樣，忠實包含母體各群體或階層；所以，若想

探討同一個社會裡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這些公務資料非常有用（Einav & Levin, 

2014)。也因此，公務資料的實證研究有助於政策討論，也能更準確地衡量某特定政

策造成的影響，進行準實驗(quasi-experiment)或隨機實驗研究。雖然，開放公務資

料可能會帶來「侵犯民眾隱私權」的隱憂，但公務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社會內部的不

均或差異，促成新的政策討論，或是檢討既有政策，對於公眾福祉有一定幫助，這是

開放公務資料為社會帶來的益處。然而，資料開放的腳步並不是均等的，不同資料會

遇到不同的障礙，可能是技術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障礙。因此，資料可及性也在

不知不覺間決定目前學術研究或政策討論的議程，這是學者和整個社會都必須注意

的。 

　在公務資料以外，經濟學也使用各種私部門或市場的鉅量資料，例如財務金融常常

使用金融市場交易的高頻數據（high-frequency data），其更新速度、變異性和資

料量均大，符合大數據的定義；在大數據興起後，雲端、物聯網及區塊鏈等技術進

步，使高頻數據的量與速度更為可觀，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更有助益。而在都市經濟

學與發展經濟學上，衛星資料的解析度和資料量日增，以鉅量衛星資料作研究也漸成

風潮（Donaldson & Storeygard, 2016)。另一最新趨勢，則是民間企業如信用卡公

司或網路零售商彙整客戶交易資料，從這些個體資料的加總，來推算某些總體指標如

物價指數或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可補目前總體經濟數據之不足，提供更有個體基礎、

更能反映地下經濟活動的總體經濟衡量方式。互聯網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大數據資料來

源；Cavallo (2016)使用網路零售商的價格資料，研究物價的黏性（price sticki-

ness），得到的結果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商品掃描資料有所不同。或是Choi & 

Varian (2012)使用google trend 的網路搜尋紀錄，來衡量汽車銷售、失業救濟、消

費者信心指數等常見經濟指標，有別於過往由權威單位進行的經濟調查。在金融市場

研究，也有學者對網路評論進行文字探勘和情緒分析，探討投資人情緒對股價的影響

（Nardo, Petracco-Giudici & Naltsidis, 2016)。

　綜上所述，大數據不一定代表某種前所未有、前所未見的資料，而是在技術進步之

下，原有的資料量變大、更新頻率加快，更有研究價值；或是讓新數據的取得更為容

易，讓既有指標找到新的測量方法。然而，某些大數據資料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資

料，其代表性卻常被其他學者質疑：因為這些資料雖然量大，但未必均勻涵蓋所有人

口，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的用戶很有可能集中在某些階層，其分布跟總人口有所差

異，而這些差異有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偏誤。

　關於資料分析方法，不同領域的著眼點各有不同。以往資料科學領域比較著重「探

索性」的數據分析，而計量經濟學比較著重「驗證性」的數據分析。鉅量資料多半是

非結構性資料，探索性的分析沒有預設立場，重點在整理出資料結構，找出某些變項

的相關性，呈現出資料大致的趨勢；而計量經濟學著重驗證性的分析，使用的多半是

結構化的資料，在控制其他變因之下，希望進一步確認某些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甚至

驗證既有的理論或假設。這兩種方法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但既然研究設計

和研究目的迥異，這兩種方法所找出來的變數關係有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探究個

體在各種狀況下面臨的真正誘因與反應，僅從歷史數據中推斷事件的關係，那麼，即

使是經過監督式機器學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而得出的預測模型，經

濟學家依然會提醒大家注意是否有「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的狀況產生

（Einav & Levin, 2014)。目前Athey & Imbens (2015)則致力於結合機器學習與因

果推論的工具，期能解決大數據的因果推論問題。 

　大數據的興起，也對傳統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形成衝擊。目前鉅量資料的分析主要

仍仰賴傳統計量方法，重點在於如何處理資料的異質性，並處理「統計不準量」

（statistical uncertainty）的問題。Varian（2014）對鉅量資料的計量方法做出討

論和介紹，並指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傳統計量方法以外的未來趨勢。

Varian (2014) 所介紹的方法在資料採礦(data mining)和機器學習中比較常見，在經

濟學卻比較少見，這些方法比較不強調統計不準量和標準誤的問題，但是很重視模型

不確定性（model uncertainty）的問題。鉅量資料的參數和觀察值的數量往往不平

衡、且參數眾多，容易發生「過適」（overfitting）的問題，須解決過適的問題，才

能增進樣本外的預測能力。而傳統計量經濟和統計學對大數據的應對之道，則在於如

何建立更好的高維度模型（High dimensional models）以符合鉅量資料的特性，其

中模型平均法（Model Averaging）又重新受到學界不少關注。目前，計量經濟學仍

在發展新方法以克服鉅量資料的挑戰，相信未來發展空間仍然無可限量。 

　不論是對研究者還是一般公民，大數據的興起都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得以找到更

多途徑來研究更多社會或人文議題。然而，我們卻也必須警醒資料分析的限制，例如

資料可及性會代替人類決定社會的關注焦點和議程；「盧卡斯批評」的隱憂如影隨

形；而O’Neil (2016)更在新書”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指出，機器學

習的預測結果看似中性，但可能會變成「自我驗證的預言」，會系統性地高估既存事

實發生的機率。舉例來說，大數據顯示黑人社群有較高的犯罪率，這樣的結論若被當

成執法依據，可能會導致警察對黑人社群加強執法，結果黑人被查緝的比率果然高過

其他族群，這種資料科學在應用上的陷阱，是我們必須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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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方法是實證研究之一種，而社會科學在進行量化實證研究時，方法多半取自於

經濟或統計學。本文從經濟學的觀點，為各學門介紹大數據在量化實證研究上的應用

及影響。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門日益重視實證研究。在大數據及資料科學浮現之前，經濟學

實證研究原本就強調資料的重要，大數據的風潮使得資料取得更容易，能夠取得的資

料量也越大，資料速度和頻率也越高。大數據跟計量經濟學固有的某些方法論相切

合，但也對傳統計量方法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在應用上，資料也在不知不覺間形

塑了我們的議程與推論，決定了重大政策議題的走向。 

　從過往到現在，不少經濟學實證研究都會使用大量資料。對於「鉅量資料」的定

義，除了數量大、多變性高、產生速度快這三個大數據的定義，經濟學還強調鉅量資

料的規模和涵蓋層面：鉅量資料比抽樣資料涵蓋更廣，更近似於母體。公務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 就符合鉅量資料的定義。近年來，以抽樣調查為資料來源

的研究比例日益下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採用政府公務資料作為資料來源 

(Chetty, 2012)。這些公務資料幾乎涵蓋全部人口，使得統計推論更為精準，含有許

多調查資料無法提供的訊息，例如稅務資料、醫療保險、教育成績、消費者支出等資

料。臺灣最有名也最常被使用的公務資料包括出生登記資料、健保資料庫等，已有不

少研究發表。 

　公務資料幾乎等於普查資料、而非抽樣，忠實包含母體各群體或階層；所以，若想

探討同一個社會裡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這些公務資料非常有用（Einav & Levin, 

2014)。也因此，公務資料的實證研究有助於政策討論，也能更準確地衡量某特定政

策造成的影響，進行準實驗(quasi-experiment)或隨機實驗研究。雖然，開放公務資

料可能會帶來「侵犯民眾隱私權」的隱憂，但公務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社會內部的不

均或差異，促成新的政策討論，或是檢討既有政策，對於公眾福祉有一定幫助，這是

開放公務資料為社會帶來的益處。然而，資料開放的腳步並不是均等的，不同資料會

遇到不同的障礙，可能是技術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障礙。因此，資料可及性也在

不知不覺間決定目前學術研究或政策討論的議程，這是學者和整個社會都必須注意

的。 

　在公務資料以外，經濟學也使用各種私部門或市場的鉅量資料，例如財務金融常常

使用金融市場交易的高頻數據（high-frequency data），其更新速度、變異性和資

料量均大，符合大數據的定義；在大數據興起後，雲端、物聯網及區塊鏈等技術進

步，使高頻數據的量與速度更為可觀，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更有助益。而在都市經濟

學與發展經濟學上，衛星資料的解析度和資料量日增，以鉅量衛星資料作研究也漸成

風潮（Donaldson & Storeygard, 2016)。另一最新趨勢，則是民間企業如信用卡公

司或網路零售商彙整客戶交易資料，從這些個體資料的加總，來推算某些總體指標如

物價指數或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可補目前總體經濟數據之不足，提供更有個體基礎、

更能反映地下經濟活動的總體經濟衡量方式。互聯網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大數據資料來

源；Cavallo (2016)使用網路零售商的價格資料，研究物價的黏性（price sticki-

ness），得到的結果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商品掃描資料有所不同。或是Choi & 

Varian (2012)使用google trend 的網路搜尋紀錄，來衡量汽車銷售、失業救濟、消

費者信心指數等常見經濟指標，有別於過往由權威單位進行的經濟調查。在金融市場

研究，也有學者對網路評論進行文字探勘和情緒分析，探討投資人情緒對股價的影響

（Nardo, Petracco-Giudici & Naltsidis, 2016)。

　綜上所述，大數據不一定代表某種前所未有、前所未見的資料，而是在技術進步之

下，原有的資料量變大、更新頻率加快，更有研究價值；或是讓新數據的取得更為容

易，讓既有指標找到新的測量方法。然而，某些大數據資料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資

料，其代表性卻常被其他學者質疑：因為這些資料雖然量大，但未必均勻涵蓋所有人

口，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的用戶很有可能集中在某些階層，其分布跟總人口有所差

異，而這些差異有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偏誤。

　關於資料分析方法，不同領域的著眼點各有不同。以往資料科學領域比較著重「探

索性」的數據分析，而計量經濟學比較著重「驗證性」的數據分析。鉅量資料多半是

非結構性資料，探索性的分析沒有預設立場，重點在整理出資料結構，找出某些變項

的相關性，呈現出資料大致的趨勢；而計量經濟學著重驗證性的分析，使用的多半是

結構化的資料，在控制其他變因之下，希望進一步確認某些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甚至

驗證既有的理論或假設。這兩種方法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但既然研究設計

和研究目的迥異，這兩種方法所找出來的變數關係有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探究個

體在各種狀況下面臨的真正誘因與反應，僅從歷史數據中推斷事件的關係，那麼，即

使是經過監督式機器學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而得出的預測模型，經

濟學家依然會提醒大家注意是否有「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的狀況產生

（Einav & Levin, 2014)。目前Athey & Imbens (2015)則致力於結合機器學習與因

果推論的工具，期能解決大數據的因果推論問題。 

　大數據的興起，也對傳統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形成衝擊。目前鉅量資料的分析主要

仍仰賴傳統計量方法，重點在於如何處理資料的異質性，並處理「統計不準量」

（statistical uncertainty）的問題。Varian（2014）對鉅量資料的計量方法做出討

論和介紹，並指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傳統計量方法以外的未來趨勢。

Varian (2014) 所介紹的方法在資料採礦(data mining)和機器學習中比較常見，在經

濟學卻比較少見，這些方法比較不強調統計不準量和標準誤的問題，但是很重視模型

不確定性（model uncertainty）的問題。鉅量資料的參數和觀察值的數量往往不平

衡、且參數眾多，容易發生「過適」（overfitting）的問題，須解決過適的問題，才

能增進樣本外的預測能力。而傳統計量經濟和統計學對大數據的應對之道，則在於如

何建立更好的高維度模型（High dimensional models）以符合鉅量資料的特性，其

中模型平均法（Model Averaging）又重新受到學界不少關注。目前，計量經濟學仍

在發展新方法以克服鉅量資料的挑戰，相信未來發展空間仍然無可限量。 

　不論是對研究者還是一般公民，大數據的興起都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得以找到更

多途徑來研究更多社會或人文議題。然而，我們卻也必須警醒資料分析的限制，例如

資料可及性會代替人類決定社會的關注焦點和議程；「盧卡斯批評」的隱憂如影隨

形；而O’Neil (2016)更在新書”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指出，機器學

習的預測結果看似中性，但可能會變成「自我驗證的預言」，會系統性地高估既存事

實發生的機率。舉例來說，大數據顯示黑人社群有較高的犯罪率，這樣的結論若被當

成執法依據，可能會導致警察對黑人社群加強執法，結果黑人被查緝的比率果然高過

其他族群，這種資料科學在應用上的陷阱，是我們必須警覺的。

｜參考文獻｜

．Athey, S., & Imbens, G. (2015). A Measure of Robustness to Misspecific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 476–480. 

．Cavallo, A. (2016). Scraped Data and Sticky Pri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Chetty, R. (2012), Time Trends in the Use of Administrative Data for Empirical Research, slides 

　 presented at NBER Summer Institute, July 2012. 

．Choi, H. & Varian, H. (2012), Predicting the present with Google trends. Econ. Rec. 88, 2–9 

．Donaldson, D., & Storeygard, A. (2016). The View from Above: Applications of Satellite Data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4), 171–198.

．Einav, L., & Levin, J. (2014). Econom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Science, 346(6210), 

　 1243089–1243089.

．Einav, L., & Levin, J. (2014). The Data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4(1), 1–24. 

．O’Neil, C. (2016).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Crown/Archetype. 

．Nardo, M., Petracco-Giudici, M., & Naltsidis, M. (2016). Walking down Wall Street with a Tablet: A 

　 Survey of Stock Market Predictions Using the Web.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0(2), 356–369. 

．Varian, H. R. (2014). Big Data: New Tricks for Econometric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

　 tives, 28(2), 3–27.



學術訊息

academia

21

　量化方法是實證研究之一種，而社會科學在進行量化實證研究時，方法多半取自於

經濟或統計學。本文從經濟學的觀點，為各學門介紹大數據在量化實證研究上的應用

及影響。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門日益重視實證研究。在大數據及資料科學浮現之前，經濟學

實證研究原本就強調資料的重要，大數據的風潮使得資料取得更容易，能夠取得的資

料量也越大，資料速度和頻率也越高。大數據跟計量經濟學固有的某些方法論相切

合，但也對傳統計量方法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在應用上，資料也在不知不覺間形

塑了我們的議程與推論，決定了重大政策議題的走向。 

　從過往到現在，不少經濟學實證研究都會使用大量資料。對於「鉅量資料」的定

義，除了數量大、多變性高、產生速度快這三個大數據的定義，經濟學還強調鉅量資

料的規模和涵蓋層面：鉅量資料比抽樣資料涵蓋更廣，更近似於母體。公務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 就符合鉅量資料的定義。近年來，以抽樣調查為資料來源

的研究比例日益下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採用政府公務資料作為資料來源 

(Chetty, 2012)。這些公務資料幾乎涵蓋全部人口，使得統計推論更為精準，含有許

多調查資料無法提供的訊息，例如稅務資料、醫療保險、教育成績、消費者支出等資

料。臺灣最有名也最常被使用的公務資料包括出生登記資料、健保資料庫等，已有不

少研究發表。 

　公務資料幾乎等於普查資料、而非抽樣，忠實包含母體各群體或階層；所以，若想

探討同一個社會裡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這些公務資料非常有用（Einav & Levin, 

2014)。也因此，公務資料的實證研究有助於政策討論，也能更準確地衡量某特定政

策造成的影響，進行準實驗(quasi-experiment)或隨機實驗研究。雖然，開放公務資

料可能會帶來「侵犯民眾隱私權」的隱憂，但公務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社會內部的不

均或差異，促成新的政策討論，或是檢討既有政策，對於公眾福祉有一定幫助，這是

開放公務資料為社會帶來的益處。然而，資料開放的腳步並不是均等的，不同資料會

遇到不同的障礙，可能是技術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障礙。因此，資料可及性也在

不知不覺間決定目前學術研究或政策討論的議程，這是學者和整個社會都必須注意

的。 

　在公務資料以外，經濟學也使用各種私部門或市場的鉅量資料，例如財務金融常常

使用金融市場交易的高頻數據（high-frequency data），其更新速度、變異性和資

料量均大，符合大數據的定義；在大數據興起後，雲端、物聯網及區塊鏈等技術進

步，使高頻數據的量與速度更為可觀，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更有助益。而在都市經濟

學與發展經濟學上，衛星資料的解析度和資料量日增，以鉅量衛星資料作研究也漸成

風潮（Donaldson & Storeygard, 2016)。另一最新趨勢，則是民間企業如信用卡公

司或網路零售商彙整客戶交易資料，從這些個體資料的加總，來推算某些總體指標如

物價指數或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可補目前總體經濟數據之不足，提供更有個體基礎、

更能反映地下經濟活動的總體經濟衡量方式。互聯網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大數據資料來

源；Cavallo (2016)使用網路零售商的價格資料，研究物價的黏性（price sticki-

ness），得到的結果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商品掃描資料有所不同。或是Choi & 

Varian (2012)使用google trend 的網路搜尋紀錄，來衡量汽車銷售、失業救濟、消

費者信心指數等常見經濟指標，有別於過往由權威單位進行的經濟調查。在金融市場

研究，也有學者對網路評論進行文字探勘和情緒分析，探討投資人情緒對股價的影響

（Nardo, Petracco-Giudici & Naltsidis, 2016)。

　綜上所述，大數據不一定代表某種前所未有、前所未見的資料，而是在技術進步之

下，原有的資料量變大、更新頻率加快，更有研究價值；或是讓新數據的取得更為容

易，讓既有指標找到新的測量方法。然而，某些大數據資料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資

料，其代表性卻常被其他學者質疑：因為這些資料雖然量大，但未必均勻涵蓋所有人

口，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的用戶很有可能集中在某些階層，其分布跟總人口有所差

異，而這些差異有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偏誤。

　關於資料分析方法，不同領域的著眼點各有不同。以往資料科學領域比較著重「探

索性」的數據分析，而計量經濟學比較著重「驗證性」的數據分析。鉅量資料多半是

非結構性資料，探索性的分析沒有預設立場，重點在整理出資料結構，找出某些變項

的相關性，呈現出資料大致的趨勢；而計量經濟學著重驗證性的分析，使用的多半是

結構化的資料，在控制其他變因之下，希望進一步確認某些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甚至

驗證既有的理論或假設。這兩種方法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但既然研究設計

和研究目的迥異，這兩種方法所找出來的變數關係有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探究個

體在各種狀況下面臨的真正誘因與反應，僅從歷史數據中推斷事件的關係，那麼，即

使是經過監督式機器學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而得出的預測模型，經

濟學家依然會提醒大家注意是否有「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的狀況產生

（Einav & Levin, 2014)。目前Athey & Imbens (2015)則致力於結合機器學習與因

果推論的工具，期能解決大數據的因果推論問題。 

　大數據的興起，也對傳統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形成衝擊。目前鉅量資料的分析主要

仍仰賴傳統計量方法，重點在於如何處理資料的異質性，並處理「統計不準量」

（statistical uncertainty）的問題。Varian（2014）對鉅量資料的計量方法做出討

論和介紹，並指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傳統計量方法以外的未來趨勢。

Varian (2014) 所介紹的方法在資料採礦(data mining)和機器學習中比較常見，在經

濟學卻比較少見，這些方法比較不強調統計不準量和標準誤的問題，但是很重視模型

不確定性（model uncertainty）的問題。鉅量資料的參數和觀察值的數量往往不平

衡、且參數眾多，容易發生「過適」（overfitting）的問題，須解決過適的問題，才

能增進樣本外的預測能力。而傳統計量經濟和統計學對大數據的應對之道，則在於如

何建立更好的高維度模型（High dimensional models）以符合鉅量資料的特性，其

中模型平均法（Model Averaging）又重新受到學界不少關注。目前，計量經濟學仍

在發展新方法以克服鉅量資料的挑戰，相信未來發展空間仍然無可限量。 

　不論是對研究者還是一般公民，大數據的興起都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得以找到更

多途徑來研究更多社會或人文議題。然而，我們卻也必須警醒資料分析的限制，例如

資料可及性會代替人類決定社會的關注焦點和議程；「盧卡斯批評」的隱憂如影隨

形；而O’Neil (2016)更在新書”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指出，機器學

習的預測結果看似中性，但可能會變成「自我驗證的預言」，會系統性地高估既存事

實發生的機率。舉例來說，大數據顯示黑人社群有較高的犯罪率，這樣的結論若被當

成執法依據，可能會導致警察對黑人社群加強執法，結果黑人被查緝的比率果然高過

其他族群，這種資料科學在應用上的陷阱，是我們必須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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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方法是實證研究之一種，而社會科學在進行量化實證研究時，方法多半取自於

經濟或統計學。本文從經濟學的觀點，為各學門介紹大數據在量化實證研究上的應用

及影響。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門日益重視實證研究。在大數據及資料科學浮現之前，經濟學

實證研究原本就強調資料的重要，大數據的風潮使得資料取得更容易，能夠取得的資

料量也越大，資料速度和頻率也越高。大數據跟計量經濟學固有的某些方法論相切

合，但也對傳統計量方法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在應用上，資料也在不知不覺間形

塑了我們的議程與推論，決定了重大政策議題的走向。 

　從過往到現在，不少經濟學實證研究都會使用大量資料。對於「鉅量資料」的定

義，除了數量大、多變性高、產生速度快這三個大數據的定義，經濟學還強調鉅量資

料的規模和涵蓋層面：鉅量資料比抽樣資料涵蓋更廣，更近似於母體。公務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 就符合鉅量資料的定義。近年來，以抽樣調查為資料來源

的研究比例日益下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採用政府公務資料作為資料來源 

(Chetty, 2012)。這些公務資料幾乎涵蓋全部人口，使得統計推論更為精準，含有許

多調查資料無法提供的訊息，例如稅務資料、醫療保險、教育成績、消費者支出等資

料。臺灣最有名也最常被使用的公務資料包括出生登記資料、健保資料庫等，已有不

少研究發表。 

　公務資料幾乎等於普查資料、而非抽樣，忠實包含母體各群體或階層；所以，若想

探討同一個社會裡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這些公務資料非常有用（Einav & Levin, 

2014)。也因此，公務資料的實證研究有助於政策討論，也能更準確地衡量某特定政

策造成的影響，進行準實驗(quasi-experiment)或隨機實驗研究。雖然，開放公務資

料可能會帶來「侵犯民眾隱私權」的隱憂，但公務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社會內部的不

均或差異，促成新的政策討論，或是檢討既有政策，對於公眾福祉有一定幫助，這是

開放公務資料為社會帶來的益處。然而，資料開放的腳步並不是均等的，不同資料會

遇到不同的障礙，可能是技術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障礙。因此，資料可及性也在

不知不覺間決定目前學術研究或政策討論的議程，這是學者和整個社會都必須注意

的。 

　在公務資料以外，經濟學也使用各種私部門或市場的鉅量資料，例如財務金融常常

使用金融市場交易的高頻數據（high-frequency data），其更新速度、變異性和資

料量均大，符合大數據的定義；在大數據興起後，雲端、物聯網及區塊鏈等技術進

步，使高頻數據的量與速度更為可觀，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更有助益。而在都市經濟

學與發展經濟學上，衛星資料的解析度和資料量日增，以鉅量衛星資料作研究也漸成

風潮（Donaldson & Storeygard, 2016)。另一最新趨勢，則是民間企業如信用卡公

司或網路零售商彙整客戶交易資料，從這些個體資料的加總，來推算某些總體指標如

物價指數或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可補目前總體經濟數據之不足，提供更有個體基礎、

更能反映地下經濟活動的總體經濟衡量方式。互聯網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大數據資料來

源；Cavallo (2016)使用網路零售商的價格資料，研究物價的黏性（price sticki-

ness），得到的結果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商品掃描資料有所不同。或是Choi & 

Varian (2012)使用google trend 的網路搜尋紀錄，來衡量汽車銷售、失業救濟、消

費者信心指數等常見經濟指標，有別於過往由權威單位進行的經濟調查。在金融市場

研究，也有學者對網路評論進行文字探勘和情緒分析，探討投資人情緒對股價的影響

（Nardo, Petracco-Giudici & Naltsidis, 2016)。

　綜上所述，大數據不一定代表某種前所未有、前所未見的資料，而是在技術進步之

下，原有的資料量變大、更新頻率加快，更有研究價值；或是讓新數據的取得更為容

易，讓既有指標找到新的測量方法。然而，某些大數據資料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資

料，其代表性卻常被其他學者質疑：因為這些資料雖然量大，但未必均勻涵蓋所有人

口，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的用戶很有可能集中在某些階層，其分布跟總人口有所差

異，而這些差異有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偏誤。

　關於資料分析方法，不同領域的著眼點各有不同。以往資料科學領域比較著重「探

索性」的數據分析，而計量經濟學比較著重「驗證性」的數據分析。鉅量資料多半是

非結構性資料，探索性的分析沒有預設立場，重點在整理出資料結構，找出某些變項

的相關性，呈現出資料大致的趨勢；而計量經濟學著重驗證性的分析，使用的多半是

結構化的資料，在控制其他變因之下，希望進一步確認某些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甚至

驗證既有的理論或假設。這兩種方法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但既然研究設計

和研究目的迥異，這兩種方法所找出來的變數關係有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探究個

體在各種狀況下面臨的真正誘因與反應，僅從歷史數據中推斷事件的關係，那麼，即

使是經過監督式機器學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而得出的預測模型，經

濟學家依然會提醒大家注意是否有「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的狀況產生

（Einav & Levin, 2014)。目前Athey & Imbens (2015)則致力於結合機器學習與因

果推論的工具，期能解決大數據的因果推論問題。 

　大數據的興起，也對傳統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形成衝擊。目前鉅量資料的分析主要

仍仰賴傳統計量方法，重點在於如何處理資料的異質性，並處理「統計不準量」

（statistical uncertainty）的問題。Varian（2014）對鉅量資料的計量方法做出討

論和介紹，並指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傳統計量方法以外的未來趨勢。

Varian (2014) 所介紹的方法在資料採礦(data mining)和機器學習中比較常見，在經

濟學卻比較少見，這些方法比較不強調統計不準量和標準誤的問題，但是很重視模型

不確定性（model uncertainty）的問題。鉅量資料的參數和觀察值的數量往往不平

衡、且參數眾多，容易發生「過適」（overfitting）的問題，須解決過適的問題，才

能增進樣本外的預測能力。而傳統計量經濟和統計學對大數據的應對之道，則在於如

何建立更好的高維度模型（High dimensional models）以符合鉅量資料的特性，其

中模型平均法（Model Averaging）又重新受到學界不少關注。目前，計量經濟學仍

在發展新方法以克服鉅量資料的挑戰，相信未來發展空間仍然無可限量。 

　不論是對研究者還是一般公民，大數據的興起都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得以找到更

多途徑來研究更多社會或人文議題。然而，我們卻也必須警醒資料分析的限制，例如

資料可及性會代替人類決定社會的關注焦點和議程；「盧卡斯批評」的隱憂如影隨

形；而O’Neil (2016)更在新書”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指出，機器學

習的預測結果看似中性，但可能會變成「自我驗證的預言」，會系統性地高估既存事

實發生的機率。舉例來說，大數據顯示黑人社群有較高的犯罪率，這樣的結論若被當

成執法依據，可能會導致警察對黑人社群加強執法，結果黑人被查緝的比率果然高過

其他族群，這種資料科學在應用上的陷阱，是我們必須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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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方法是實證研究之一種，而社會科學在進行量化實證研究時，方法多半取自於

經濟或統計學。本文從經濟學的觀點，為各學門介紹大數據在量化實證研究上的應用

及影響。 

　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門日益重視實證研究。在大數據及資料科學浮現之前，經濟學

實證研究原本就強調資料的重要，大數據的風潮使得資料取得更容易，能夠取得的資

料量也越大，資料速度和頻率也越高。大數據跟計量經濟學固有的某些方法論相切

合，但也對傳統計量方法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在應用上，資料也在不知不覺間形

塑了我們的議程與推論，決定了重大政策議題的走向。 

　從過往到現在，不少經濟學實證研究都會使用大量資料。對於「鉅量資料」的定

義，除了數量大、多變性高、產生速度快這三個大數據的定義，經濟學還強調鉅量資

料的規模和涵蓋層面：鉅量資料比抽樣資料涵蓋更廣，更近似於母體。公務資料

（administrative data） 就符合鉅量資料的定義。近年來，以抽樣調查為資料來源

的研究比例日益下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研究採用政府公務資料作為資料來源 

(Chetty, 2012)。這些公務資料幾乎涵蓋全部人口，使得統計推論更為精準，含有許

多調查資料無法提供的訊息，例如稅務資料、醫療保險、教育成績、消費者支出等資

料。臺灣最有名也最常被使用的公務資料包括出生登記資料、健保資料庫等，已有不

少研究發表。 

　公務資料幾乎等於普查資料、而非抽樣，忠實包含母體各群體或階層；所以，若想

探討同一個社會裡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這些公務資料非常有用（Einav & Levin, 

2014)。也因此，公務資料的實證研究有助於政策討論，也能更準確地衡量某特定政

策造成的影響，進行準實驗(quasi-experiment)或隨機實驗研究。雖然，開放公務資

料可能會帶來「侵犯民眾隱私權」的隱憂，但公務資料有助於人們了解社會內部的不

均或差異，促成新的政策討論，或是檢討既有政策，對於公眾福祉有一定幫助，這是

開放公務資料為社會帶來的益處。然而，資料開放的腳步並不是均等的，不同資料會

遇到不同的障礙，可能是技術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障礙。因此，資料可及性也在

不知不覺間決定目前學術研究或政策討論的議程，這是學者和整個社會都必須注意

的。 

　在公務資料以外，經濟學也使用各種私部門或市場的鉅量資料，例如財務金融常常

使用金融市場交易的高頻數據（high-frequency data），其更新速度、變異性和資

料量均大，符合大數據的定義；在大數據興起後，雲端、物聯網及區塊鏈等技術進

步，使高頻數據的量與速度更為可觀，對行為財務學的研究更有助益。而在都市經濟

學與發展經濟學上，衛星資料的解析度和資料量日增，以鉅量衛星資料作研究也漸成

風潮（Donaldson & Storeygard, 2016)。另一最新趨勢，則是民間企業如信用卡公

司或網路零售商彙整客戶交易資料，從這些個體資料的加總，來推算某些總體指標如

物價指數或消費者信心指數等，可補目前總體經濟數據之不足，提供更有個體基礎、

更能反映地下經濟活動的總體經濟衡量方式。互聯網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大數據資料來

源；Cavallo (2016)使用網路零售商的價格資料，研究物價的黏性（price sticki-

ness），得到的結果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商品掃描資料有所不同。或是Choi & 

Varian (2012)使用google trend 的網路搜尋紀錄，來衡量汽車銷售、失業救濟、消

費者信心指數等常見經濟指標，有別於過往由權威單位進行的經濟調查。在金融市場

研究，也有學者對網路評論進行文字探勘和情緒分析，探討投資人情緒對股價的影響

（Nardo, Petracco-Giudici & Naltsidis, 2016)。

　綜上所述，大數據不一定代表某種前所未有、前所未見的資料，而是在技術進步之

下，原有的資料量變大、更新頻率加快，更有研究價值；或是讓新數據的取得更為容

易，讓既有指標找到新的測量方法。然而，某些大數據資料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資

料，其代表性卻常被其他學者質疑：因為這些資料雖然量大，但未必均勻涵蓋所有人

口，例如互聯網或信用卡的用戶很有可能集中在某些階層，其分布跟總人口有所差

異，而這些差異有可能導致研究結論的偏誤。

　關於資料分析方法，不同領域的著眼點各有不同。以往資料科學領域比較著重「探

索性」的數據分析，而計量經濟學比較著重「驗證性」的數據分析。鉅量資料多半是

非結構性資料，探索性的分析沒有預設立場，重點在整理出資料結構，找出某些變項

的相關性，呈現出資料大致的趨勢；而計量經濟學著重驗證性的分析，使用的多半是

結構化的資料，在控制其他變因之下，希望進一步確認某些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甚至

驗證既有的理論或假設。這兩種方法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輔相成，但既然研究設計

和研究目的迥異，這兩種方法所找出來的變數關係有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探究個

體在各種狀況下面臨的真正誘因與反應，僅從歷史數據中推斷事件的關係，那麼，即

使是經過監督式機器學習（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而得出的預測模型，經

濟學家依然會提醒大家注意是否有「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的狀況產生

（Einav & Levin, 2014)。目前Athey & Imbens (2015)則致力於結合機器學習與因

果推論的工具，期能解決大數據的因果推論問題。 

　大數據的興起，也對傳統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形成衝擊。目前鉅量資料的分析主要

仍仰賴傳統計量方法，重點在於如何處理資料的異質性，並處理「統計不準量」

（statistical uncertainty）的問題。Varian（2014）對鉅量資料的計量方法做出討

論和介紹，並指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是傳統計量方法以外的未來趨勢。

Varian (2014) 所介紹的方法在資料採礦(data mining)和機器學習中比較常見，在經

濟學卻比較少見，這些方法比較不強調統計不準量和標準誤的問題，但是很重視模型

不確定性（model uncertainty）的問題。鉅量資料的參數和觀察值的數量往往不平

衡、且參數眾多，容易發生「過適」（overfitting）的問題，須解決過適的問題，才

能增進樣本外的預測能力。而傳統計量經濟和統計學對大數據的應對之道，則在於如

何建立更好的高維度模型（High dimensional models）以符合鉅量資料的特性，其

中模型平均法（Model Averaging）又重新受到學界不少關注。目前，計量經濟學仍

在發展新方法以克服鉅量資料的挑戰，相信未來發展空間仍然無可限量。 

　不論是對研究者還是一般公民，大數據的興起都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得以找到更

多途徑來研究更多社會或人文議題。然而，我們卻也必須警醒資料分析的限制，例如

資料可及性會代替人類決定社會的關注焦點和議程；「盧卡斯批評」的隱憂如影隨

形；而O’Neil (2016)更在新書”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中指出，機器學

習的預測結果看似中性，但可能會變成「自我驗證的預言」，會系統性地高估既存事

實發生的機率。舉例來說，大數據顯示黑人社群有較高的犯罪率，這樣的結論若被當

成執法依據，可能會導致警察對黑人社群加強執法，結果黑人被查緝的比率果然高過

其他族群，這種資料科學在應用上的陷阱，是我們必須警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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