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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學群從知識論及方法論的層次出發，前後邀集了二十一位社科及管理領域的學者共同交

流、交換彼此的知識建構心法。這個「以學者自己的知識建構論作為學群學習的標的」的目

標，是本學群最大也最具挑戰的特色。我們一年六個場次下來，透過團隊共同努力，讓不同

知識建構的方法論對話，將相互批判或疏離轉為正向循環，並讓不同研究方法的學者得以在

一個知識論平台上流交，跨領域汲取養份成為可能。我們稱這個平台是「厚資料途徑」（thick 
data approach）。由於本學群的成員來自政治學系、政治經濟學系、財金學系、資訊管理學

系、公共管理學系、行銷傳播管理學系、人類學系、心理學系、以及語言學系等學門，且大

多數成員都曾教授過或正在教授方法論或研究方法課程，因此在方法論及知識論上的對話

（乃至於對辯）有相當一致的水準。加上不同學者對於不同型態的資料形態處理方法各有所

長，所以這一年下來的聚會，得以讓學群成員看見彼此在知識建構上的貢獻、表述（乃至於

捍衛）知識建構的觀點，也得以在這個火花四射的過程中，反照自己思考的盲點、提升自己

所挖掘出的知識品質及方法。

本學群以「厚資料」途徑為平台，直接迎向當前大數據的發展對社科領域知識建構的衝擊。

這個方法論途徑可以適用於不同的知識論立場（例如實存主義及實用主義），因此學群成員除

了實證、實存主義之外，也看見了「探索型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以及詮釋

途徑方法論下的資料詮釋法（data interpretation）、「說故事法」（story-telling）或「語意分析

法」（discourse analysis），以及「民族誌」（ethnography）或「田野調查法」（field 
observation）等途徑。本學群以向內產生激盪、向外產生反思為目標，在這一年內，辦理六

次聚會共 12 到 15 個場次（每次聚會從上午到下午共有三場分享及一場圓桌討論）。我們最後

決定不出專書，因為跨領域的對話才正開始，但在學群內重新「組隊」，讓研究主題相近的成

員組成期刊投稿小組，將在 107 年以專刊的型態共同投稿。透過社群媒體，我們能每次的學

群成員分享上網，達成將成果外溢給公民社會的目標。每次的工作坊對成員提供同步與非同

步參與的管道，除了可以選擇現場參與外，還可以選擇參與現場線上即時轉播，或是觀賞工

作坊的錄影回放。所有的成員將透過「厚資料」Facebook 粉絲專頁相互分享學心思得，成為

多所大學研究生及社會人共享的公共財。

關鍵詞：方法論、知識論、厚資料、實證主義、實存主義、詮釋主義、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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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

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

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

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v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一如計畫預期我們從二月到十一月完成了七場正式聚會（比預期多一場），另於十二月加辦一

場非正式聚會（成員線上出席）。出席的學群成員皆能從開誠佈公的討論中得到相當充份的回饋。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

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國際期刊 1 篇、未發表之文稿數篇（含 4 篇國內會議論文）、 撰寫中將投稿有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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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敘述成果所代

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這是個將目標設定為 cooking 的學群，因此創造出以學群成員（都是優秀的學者）作為被學習對

象的這個計畫本身就具足了學術創新的突破性。這個型態的互動方式（每次聚會長達三小時聆聽

彼此的學術心法及腦力激盪）對每個成員帶來的啟發及震憾，非一般讀書會、工作坊及學術會議

所能達到。因此，本年度「實驗」下來，我們達到不少足資欣慰的成果。

1、 厚資料作為一個方法論將持續存在學群成員的心中及學門中，將在未來以不同型態集

結、運作、應用及推廣。

2、 學群達到了到跨世代學者之間的平等交流。從資深教授到助理教授，大家向彼此展現

出的包容的熱情，足以推動未來長遠的合作。

3、 由下而上、由不著邊際到逐漸聚焦，這個學群從一開始認識彼此的研究心法，六次聚會

下來逐漸對「意義」產生共同關懷，即使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能彼此提醒，從資

料中發掘意義才是最重要的使命。這個「意義」作為前提的新關懷，將串連大數據及小

數據、資料科學與社會科學，讓不同領域在「發掘意義」上能出現踏實的合作。因此，

來年我們將以「意義探勘」作為新的焦點，繼續推動深具原創的研究。我們也有足夠的

信心（在聽了七場來自各學門前緣的研究視野之後），確認這條意義導向的研究之路是

個新的跑道。即使我們相對於歐美當前技術與方法導向的研究是追隨著，但在這個新

的跑道上我們很可能會是領先者。這個共識與信心，凝聚了學群成員，不但得到學群的

共鳴，在下半年更吸引了年輕學者主動申請加入。

4、 學群成員將學群激盪出的觀念及方法論用於自身的研究，將得以深化既有的研究，甚

至能產生新的創意及合作意願。本學群成員都在進行學術寫作計畫，也將以厚資料的

精神，進行期刊的投稿，並以團隊、專刊的型態進行。這些都是學群開始所未預見，但

效果長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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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以下第一部份略將整年度多場成員學思成果、分享的重點（含分享題目及內容摘要）依序整理，

並在第二部份整理計畫主持人計畫全年度並主持八場活動之心得或收穫。學群成員的簽到情

形請見附件一。活動照片請見附件二。

1、分場重點整理 

1060310 第一次聚會@中山大學政研所 

第一次聚會與學群成員相互認識、自我介紹，行政事項宣佈、討論，並共同確認接下來數場聚

會的時程及主題。

1060422 第二次聚會@政大東亞所 
◎《社會科學大數據分析的方法論》何宗武 世新大學財政金融系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系的何宗武教授以「社會科學大數據分析的方法論」為題，分享他近年投

身金融大數據領域和金融科技的觀察。他開頭便問大家：「追求統計上的顯著性之後，我們是否

還在追求真正的意義？」他看見統計軟體普及之後，「雖然從事資料分析變容易了但也同時讓我

們的問題意識及研究成果變薄。」大數據研究是否有方法論？他表示這是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但答案也許是「沒有」。倒是統計學中一支重要的傳統「探索式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可以當作是起點。何老師指出，技術導向相對是容易的，但因為分析的主體是人，所以

意義開發相對較難，但這個工作非常重要。至於要如何把研究「做厚」？他認為重新測量，為了

概念的測量而收集資料，而不是有了愈大的 R-square 就夠了。他也表示，要讓大數據的研究具體

更多的意義，就要先認識社群在想什麼，再開始寫作、研究和資料研究。「大數據的『多樣性』

是關鍵，所以量質之分沒有意義。」何教授最後語重心長地指出，未來的大數據研究要更明確的

問題導向，研究團隊需要一個更開放、協作的環境。研究者和研究生要避免還不知道要處理什麼

問題，就開口閉口言必稱大數據。

◎《質性資料的轉譯》黃靖麟 國家文官學院

國家文官學院的黃靖麟研究員分享的主題是「質性資料的轉譯」，將他近年著力於文官行動

學習實驗的心得分享給大家。他提醒大家，很多的測量是有侷限的，我們腦袋想的必需用更有創

意的方式來測量。即使大家使用同樣的統計工具與方法，但運用了非傳統的測量方式之後就可以

得到不同於以往的視野。他認為人才是主體，若要從他們身上得到真實的偏好或想法，且必需用

數量化的分析的時候，就得要想想新的測量方法，而非一味的用舊的測量（例如問：你滿不滿意

xx）。黃教授在會中分享他以「文字書寫轉譯為能力水平的指標」概念實作的成果。他說「要求

不輕易說出心裡話的文官要表示他們上完課後學到多少東西，非常困難。所以我轉譯的方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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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請他們寫下他們受訓之後學到什麼。我的測量方式就是『寫下愈多概念或語句表示學到愈

多』。」他認為，這種間接測量，某種程度也可以說上是一種有助於意義開發的厚數據。

◎《厚資料，是什麼？》劉正山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劉正山老師以「厚資料，是什麼？」為題，將他近兩年的觀察與思

考匯報給大家。他以「冰與火之歌」的片頭影片作開頭，帶著與會者 15 位學者，一起嘗試著以

更具象的方式，將不同的知識論體系理解為各自形塑知識建構遊戲規則的國度。透過這個不同國

度地圖的比喻，將有助於看見自己及別人所在的位置，並由此產生「旅人」的視角，進一步看見

自己及學術同仁追求「知識」時的製造模式及盲點。他由此倡議，我們不必將厚資料視為一種型

態的資料就結束了。他希望透過學群的互動，找出讓有興趣在不同國度中遊走的旅人能夠使用的

語言。「厚資料是一種方法論途徑，以意義發掘或探勘作為求知的手段」。「這個途徑每個知識

論國度的人都可以取用，當然包括使用大數據的實用主義者。」有了這個以意義開發為目的的方

法論立場之後，不同知識論體系（如實證、實用、實存與詮釋等）的知識工作者便可以在「不放

棄國籍」的前提下，做出創新的研究及跨知識國度的合作。劉老師語帶興奮地指出，這個學群的

組成就是這個概念的具體呈現，並期待接下來的多場座談中，透過彼此的交火和笑語，共同勾繪

這個知識國度的地圖。

20170519 第三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政治學質化方法的因果機制解釋》蔡榮祥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所謂 Macro 層次是指涉結構（人口特性的分布）、制度（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的信念系統

（新教倫理）、革命；而 Micro 層次，基本上是指個別行動者之具體行動（Mayntz, 
2003:248）。Macro1 和 Micro1 的機制涉及到行動情境的形成；Micro1 到 Micro2 涉及到個體

行為的形成和改變；Micro2 到 Macro2 牽涉到總體現象的形成（Mayntz, 2003:249）。Macro 1
和 Meso 2 之間的互動較為複雜的理由是，中間層次的原因可能是正向回饋或是反向回饋或是

正向回饋和反向回饋的結合。當正向回饋和反向回饋前後出現或一起出現時，並不能將其兩

個相互抵銷，必須去分辨兩股不同勢力的強度或施力作用的面向，這樣才能清楚描述正、反

力量之間的競逐過程。

◎《政治態度的心理學觀點》李怡青 政治大學心理系

面對曾經是祖國的中國，人們對其的觀感與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影響其觀感的重要因素又

是什麼？從個人的微觀角度如何切入突顯這樣錯縱複雜的關係？知識論與實體論的預設立場

有何優勢與限制？本演講先透過兩個實驗法研究，對照心理學理論的缺口，釐清影響國人對

中國態度的因素。此外，本演講介紹兩個腦造影研究說明 1)國人對於不同國家態度可能牽涉

的機制差異、2)多階層資料探討的重要性。演講最後，講者透過自己的知識論定位反思研究

者的初衷、責任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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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民族身分認同—以李登輝總統為例》倪世傑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李登輝擔任總統共計約 12.5 年間（1988.01.13-2000.05.19）的歷史可以說相當地「濃縮」。政

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際地位、台灣住民的民族身份認同

（national identity）等等相當棘手且觸及國內社會分歧與對外關係的議題幾乎在同一時間出

現。

綜合建構主義國際關係學者 Nicholas Onuf 的「語言—行動理論」（speech act theory）理論以

及社會學者 Erving Goffman 的「日常生活自我展演」理論，研究者認為，國家領導人的公開

發言並非任意而為之，這本身是公眾或特定群體的溝通行為，並從交流中進行對自我意象的

管理與宣傳，公開談話本身的目的是一種溝通行為，而每位總統任內的公開談話資料，就是

一份厚數據文本，研究者能夠透過厚數據技術分析這些文本，其目的不僅在於研究其領導風

格，而在於呈現其特定詞彙使用上的變化與特定政策發展之間的關聯性。

1070629 第四次聚會@台南市長官邸會議廳 

◎《經驗現象背後的意義探勘：客語生活現象政策》藍於琛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客語生活學校是客委會自 92 年起在全省國中小學所推行的母語復甦計畫。 
從整體的統計資料來看，客語生活學校在各縣市產生了不同的政策執行樣貌與成效。

從這樣經驗現象所產生的豐富資料中，本研究企圖探索+描述+詮釋來探勘其背後的意涵。 
◎《圖說分析社會網絡調查在組織環境中的優點》張紳震 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所

人力資源管理所張紳震老師講述社會網路調查於組織環境中的使用，將他於企業公司所

做的調查結果為例，分享其工具使用和調查結果。張老師表示，透過資料庫蒐集的方式（社

會網絡調查），可迅速獲得一般無法獲得的資訊內容，以他研究某企業公司內的信任網絡關

係為例，資料庫蒐集網路調查後，可於短時間內產出各項數值和網絡模型，其中即可判讀出

社員間彼此的信任度和友誼程度為何，此外還有工作網絡調查（工作能力）和團體內小團體

存在調查。張老師並指出，社會網路調查結果，無論是數字產出或是網絡圖模型（model）皆

為中立屬性，端視使用者使用方法而定，唯須注意研究倫理問題，最後再針對社會網絡分析

軟體 Gephi 和 UCINET 提出討論。 

◎《「腦影像掃描」資料詮釋》蒙志成 成功大學人政治學系

人是會帶著意識型態（雖然總是有理性層面）過日子、作決定。詮釋主義者總是排斥經驗研

究（甚至是反科學），這可以解釋意識型態的研究不受到詮釋主義者的重視。 目前的做法主

要是調查法，但這個方法的主要問題是 self-report及由上而下設定「政治知識定義」的問

題，也就是在「平均值」、「標準化」的概念（教條）下，直接忽視受訪者對題意的不同認

知。由此產生的分析（像是MCA）很可能會造成已經不精準的資料更加混濁。 fMRI可用來

建構保守主義的模型（用生理跡象來由下而上形成模型） 亦有學者把生物體質當作是新型態

的、用於解釋社會行為的資料。 「每個人都是個小世界、小宇宙」，因此這種樣本並不是要

推論（generalization），而是在尋找每個人身上的因果機制。 fMRI的原理：用儀器偵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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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部位血液中紅血球（因含鐵，所以可以透過儀器強制其排列並偵測其集中的狀況），例

如：可以發現學齡前小朋友由大人伴讀繪本，所激發的大腦部位是連結其語言學習的能力

（但這不能推論） 。使用這樣途徑的學者其實還是會建構理論Jost (2003a) 對於個人層次出

現保守主義的理論：（透過噁心圖片產生刺激發現）保守派的人使用大腦中的理性部位較自

由派的多！！ 做實驗的人會把現實世界排除 。展望：fMRI的發現可以與調查法合作，預測

政治傾向，最重要的：詮釋主義者可以使用資料來說故事！

◎《初探社會網路分析法在選舉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譚躍 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所

譚老師指出社群媒體發展快速，因媒介環境的改變，使用者透過線上和線下的媒體網絡進行

連結，並留下很多的數字指紋，例如瀏覽（review）、點擊、評論（comment）和標記

（tag）。譚老師提到傳播學主要關注在，當一個訊息出現時，其傳遞速度、規模、發訊者和

收訊者為何，兩者是否有交集或是彼此不熟悉，並藉由中介者獲知訊息，以非介入性的方

式，來分析人類分享、散布消息的傳播行為，尋找訊息擴散的特徵。譚老師以香港候選人

「親中國、親民主、獨立」的三種偏好為例，觀察於社群媒體上，哪些使用者較常互動、轉

發文章和分享資訊，哪些使用者最受多數人偏好（例如其發表文章最常被瀏覽轉發）、其互

動者身分為企業、政界、媒體或 NGO，她並指出以香港佔中事件為例，平日無互動的使用者

間藉由中介者而發展出連結。譚老師期待的表示，未來並將從事與台灣選舉政治的研究，以

繼續探究社會網絡分析法和其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

1060811 第五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政治學大數據分析的回顧與前瞻》廖達琪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廖達琪老師講述政治學與數據分析的關係，就其自身政治學背景身分觀察，認為程式數

據之 reward 無法取代性。廖老師表示跨領域之磨合有其困難度，各領域的專業術語、知識須

經過不斷的溝通、合作，她看見美國從事大數據學者（Gary King, Harvard） 不同的研究方法

與量化工具，自成一學派，先將資管概念寫出程式方法，經過 research journal 論文書寫，如

此才能分析問題現象。歐洲目前另有大學成立數位政治研究群（Politics of Digital），唯仍以

Gary King 為主要價值。廖老師同時指出，以資訊工具作文本分析時，合作流程也相當重要，

從語言計量處理、自動文本分析的最佳方法等，都須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確認方可（確認確

認再確認）。廖老師並認為大數據分析仍存有若干問題，如大數據分析上的眼高手低、合流

的規模與發展壟斷性以及研究主題的局部最大性，但仍有其前瞻性，例如從目前社會高度討

論的 AI 問題，由資管程式書寫開始，將牽涉法律限制、人際互動、政府規範等對未來人類社

會之影響。

◎《格義與賦義：厚/後資料實踐者的工作與身份》陳至潔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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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至潔老師分享《格義與賦義：厚/後資料實踐者的工作與身份》，分享他個人從 2012
年以來，已過四年半進行數位人文與文字探勘研究的心路歷程。從發表研究論文受挫而感困

頓的 2012 年談起，陳至潔老師表示會踏入數位人文研究領域雖屬偶然，但是數位人文學與作

為其思想基礎的觀念史研究，卻與他自己的研究取向與人生觀若合符節，也因此一頭栽入數

位人文領域中。他認為觀念的變遷展現在用詞的轉變，除了過去的「格義」，也就是用已知

的字詞來理解新進的概念之外，還要讓概念給上新的意義，也就是「賦義」，而「賦」與所

見現象及概念意「義」的動作，可以說是從社科視角看數位人文，「數位論述分析」便是未

來可以著眼的研究方法。陳至潔老師指出，這個分析途徑的問題意識，是探討字詞和其內涵

是如何各自固定下來的。因此除了探討語意的變之外，還需要探討時代的變化。陳至潔老師

也認為數位人文與文字探勘技術，能帶給政治學、國際關係、中國研究、甚至是政治思想研

究，一個新的視野，新的境界。非常直得台灣社會科學界繼續深耕。

1060916 第六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如何讀懂中國經濟？國有部門的政治經濟學》劉致賢 政治大學東亞所

劉致賢老師分享《如何讀懂中國經濟？國有部門的政治經濟學》。她首先破題指出，中

國研究的政治學者眼中的政治經濟學，更著重的是「國家－市場」互動的權力關係，因為中

國現有的統計數據有明顯的限制（如銀行貸款量其實可能來自於借新還舊）。從這個角度切

入，她探索的是為什麼會有「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成？為什麼國有部門大而不強？要為

這個資料取得不易的問題找答案，可以從「動機結構」的探索出發。她指出，１９９０年代

傳統的制度主義（制度－＞行為）忽略了人的能動性，而２０１０年之後的新制度主義轉而

強調行動者的能動性（angency 行為－＞制度）。所以，劉老師指出，不妨觀察 agency 如何

擄獲管制機關的資源，從而助長了「管制俘虜」（regulatory capture）這個現象。對這些政治

行為者而言，制度不是管制而已，而是一種資源。所以政策執行面會出現「制度層化」的現

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她分享自己的研究途徑是，以「國企經理人」為觀察單位，再

以產業為分析單位來推論中國大陸「國家－市場」關係。這個做法的最大挑戰是所勾勒出來

的機制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中，隱或顯不一定，在有些層級的政府中，政府-市場的權力關係並

不明顯。

◎《中國大陸的核電發展：環境治理還是能源安全？》蔡中民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蔡中民老師分享《中國大陸的核電發展：環境治理還是能源安全？》。他以近期的停與

建核電廠的爭議作為開端，探討為什麼民主國家會做出不民主的決定（如日本可以刻意忽略

民意執意重啟核電）？中國大陸則是在宣稱民主的狀況下做出沿海使用核電內陸停核電的政

策決定？（似乎非民主國家更在乎民意？）他同樣面對如何在資料奇缺的狀況下，把題目做

得「深」與「厚」的挑戰，也就是如何在找不到民眾或官員說實話的狀況下找答案／真相。

他的間接做法是以面對面訪談、官方及報章雜誌（撈官方政策宣傳來解讀），在訪談對話中

進行意義解讀。因此不需要當面探出「真話」，而可以用反事實、模糊的對話中掘出可能的

真相（這樣的對話術往需要以親身、真實的觀察作為支撐當作話題）。他在分享中舉出自己

如何從監管體系的觀察，來解答這個沿海允建核電廠而內地不給建的矛盾，他獨到的推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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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讓他看見日、韓、中、台等地對民眾對核電支持態度不一的原因，以及官方對語言、動

機的掌握與加工，對民眾政策態度的深遠影響。

◎《厚資料與原住民知識建構—族群、文化政治與媒體》孫嘉穗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

系

孫嘉穗老師分享《厚資料與原住民知識建構—族群、文化政治與媒體》。她以親身走

訪、對部落的觀察，指出原住民電視新聞播報除了專業考量外，也有文化政治的考量（例如

排不同部落的主播上場）。他以生動的例子指出，因為語言的使用與轉譯（例如以「麻麻的

藥」這種部落長者聽得懂的母語來表達「核廢料」這個較難播報和溝通的詞），對概念的理

解（reasoning）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目前族語翻譯的困難，展現在新聞播報之中，而且這

過程中涉及到誰有權力來決定播報什麼、如何翻譯的問題。她發現，主播 agent 是個中介

者，在接點不同兩個知識體系，但往往掙扎在「保存母語及文化多元性」這個目的與「難譯

的新聞就跳過不報」的窘境之間。

1061117 第七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分析社會學的研究綱領」萬毓澤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在本次短講中，萬毓澤老師勾勒「分析社會學」（analytical sociology）的知識系譜及主

要研究綱領，尤其是其對機制式解釋（mechanism-based explanation）的闡發。萬老師以自己

在政治社會學方面的經驗研究為例，說明以「機制」為核心的研究可能如何進行，以及有何

優勢及侷限。

◎「區位推論方法與集體資料的應用」彭睿仁 東吳大學政治系

在本次短講中，首先彭睿仁老師舉幾個簡單研究範例，為大家介紹，為什麼「集體資

料」與「區位推論方法」(ecological inference, EI)具有必要性和實用性，以及區位推論模型如

何從總體層次推論研究對象之個體行為。接著，也以彭老師個人實際運用區位推論方法的經

驗，與各位進一步討論，區位推論模型如何結合不同層次的資料與研究方法，增加其分析範

圍，降低其限制，並實際應用於投票行為及法學研究之中。

◎「從厚數據到後數據：人類學田野工作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思考？」李宜澤 東華大學族群關

係與文化學系

在本次短講中，李宜澤老師認為「田野工作是人類學自我定義的研究方法，從單一研究

者參與觀察，民族誌書寫反思，到多人合作與多物種民族誌，田野工作的意義展現不同的變

化。李老師從幾個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案例以及近來的公共人類學取向，討論人類學如何透過

田野工作與行動的結合，展開與社會的對話」

◎「厚資料與意義探勘：為什麼我們要踏出這一步」劉正山 中山政治所

在本講中，劉正山老師從方法論的角度，重溫學群這一年的活動初衷，並勾勒「意義探勘」

作為一種各種知識論立場皆可取用的方法論的可能性。在這個方法論觀點中，無論是大數

據、小數據都能昇華成為厚資料，也能令跨領域的融合更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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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主持人心得及建議

「厚資料知識建構學術研究群」（以下簡稱本學群）的蘊釀長達兩年，建基於對四大趨勢的觀
察及反思：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發展趨勢、大數據（big data）發展趨勢及反思，現
行非實證主義知識論體系的紛雜，以及厚資料（thick data）概念的提出。感謝科技部人社中心
的支持，這個看似空中樓閣的概念與反思才得以在經驗世界具體實踐。

本學群是國內學界首次針對運用非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所搭建的知建構平台。除了呼應

以上所提的數位人文、大數據趨勢之外，本案亦為國際間少見能夠匯聚不同學門研究方法，形
成方法論論述的努力。目前國際知識社群才剛始在「厚資料方法論」進行論述，因此本案是國
內社科界首次集結國內學者、面對國際，甚至在新興議題上取得國際上發言權的前期準備。回
顧這一年的努力成果，我們已在這條路上踏上了正確的一步，因為我們已從彼此的分享中看見
不同知識體系在知識建構上的差異，也逐漸認同我最初倡儀的「意義」是能讓我們跨越不同知
識論的天空之橋。

為了讓彼此不認識，或認識但不清楚彼此專業領域及知識建構邏輯的學群成員能開放心胸，讓

大家看見學術上真實的自己，我從一開始的聚會，以及每一次聚會前一個月，就不停地與排定
要上台分享的學者溝通，提醒我設定的這個「認識彼此、尋找共同價值」的目標，極力避免每
個人退回自己熟悉的「會議模式」，也就是只講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忽略了研究背後的熱情。我
們的聚會氣氛，能使即使只是聽講的學群成員，也都能在整個過程中看到自己研究上的盲點，
甚至激出新的鬥志。舉例來說，台南場聚會時，當藍於琛教授講到自己如何看見客語學校政策
「奇怪」的現象、以及透過不斷訪談、深入鄉間尋找答案時，全場無不為之動容。因為這是個
很難在現在的學界出版，但厚度及意義極為豐富的求知之旅。大家無不對此熱烈討論，提供不
同的視野，並為藍教授的出版寫作提供建議。每個人也都對「何謂意義」有了深刻的體會。

學群參與者對這個嘗試都很有認同感。雖然不見得都會參與耗時耗神的「重啟爐灶」工程，也
就是為知識論或方法論專門寫文章，但都很願意從自己的專業研究中匯整出心法與其他持有不
同知識論的學群成員分享。因此，每一場的分享，擔任講者的學群成員都能講出與學術會議發
表不同的風格及心路歷程，而接續的三、四十分鐘的全場討論，也都能激出讓聽者有飽足感的
知性對話。其中不乏良性的質疑、辯護、你來我往產生的火花和笑語。其中實證主義者論述知
識的方式，透過李怡青、陳若蘭、彭睿仁、蒙志成教授的分享而更為清楚；實存主義者的知識
建構方式，透過萬毓澤、蔡中民、劉致賢、蔡榮祥等教授而更顯具體；詮釋主義者的知識建構
則透過李宜澤、孫嘉穗、藍於琛、張紳震、黃靖麟等教授的分享而展現。大數據的資料探勘思
維，透過何宗武、邵軒磊、黃三益、廖達琪、倪世傑、陳至潔等教授的解說更變得清晰。沒有
人在一開始就能進行這樣的分組與認知，因此每個人都試著在聽講後從自己的知識論立場提出
問題。實證主義都對詮釋主義者的提問，以及詮釋主義者的答辯，在劉致賢、彭睿仁、孫嘉穗
三人的互動對話中最為生動。激辯之中，大家漸漸瞭解原來自己看不太順眼、甚至不以為然的
作品之中，還有值得敬重的知識論立場，有像自己一樣認真的學者在捍衛這樣的立場。

我自己教授政治學方法論十年，對這四大知識論系統的邏輯已算熟悉。因此在主持這七場聚會

時，對於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火花約略能夠預見，也因此能護持討論始終維持在溫和帶著友誼關
懷的氣氛中進行。能親自看見四大知識論系統在自己眼前、在自己敬重的學者之間對話，心裡
十分開心、滿足。對我個人來說，這樣長達一年、七場座談下來的收穫，一方面足以讓我自己
確認過往教授政治學方法論的視野無誤，二方面讓我真實的看到，這四大知識論系統之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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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我相信的、可以產生對話的方法論立場存在（這正好是當初申請此案時的視野和預期），
三方面讓我更有信心將這年度學群成員由下而上、所找出共同方法論立場，寫作為國際期刊論
文分享給學界。

這一年所集結的學者，彼此都在不同的學門服務，但對於意義探勘這個方法論立場，大家都已

表達了興趣。這也是在學群申請之初所預見的結果，也就是「跟我想得一樣的人，一定不少，
只是還在單打獨鬥，如果碰在一起一定會相見恨晚。」「厚資料」的意思，透過這個學群的跨
學門、跨世代對話而展現。這三個字雖不足以成為一個專業術語（我也不期望畫蛇添足），但
我非常欣慰，大家對於這三個字意義的摸索，在一年之後已經具體到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實踐。 
何宗武教授對此貢獻良多。而我在多次與他的討論中，也能找到將大數據思維帶入學群討論中

的方法。這二十位學者的相聚、透過我所設計的學群方式互動，已經形成了一種帶有獨特的風
格的團隊。這個團隊不是用「研究議題」或「知識論立場」來聚合，而是用一起找到的「方法
論立場」來聚合。從頭到尾，我都未刻意的植入或強行推銷任何知識論立場，而是扮演當四大
知識論立場之間出現緊張、違和感時的安定力量。這個方式，足以將許多不同領域及不同研究
興趣的學者持續凝聚在一起，而且預期會繼續發展。

當初提案時，我曾推判若本案能順利得到支持，不久之後將有足夠的實力向國際發聲。本學群

若能集結十多位對意義建構有興趣的學者，我們將能以出席國際會議的方式、甚至是主辦國際
會議的方式，讓台灣成為厚資料、厚數據或是意義開發方法的前哨站（甚至是核心）。這個學
群已成功走完第一年，一如在當初提案中所寫下的預期：「本學群並非只是研究方法工作坊而
已，而是讓台灣社科界站上方法論國際舞台的前置準備。」

這個預期以及未來如何繼續發光發熱，我作為計畫主持人著實感受到一些現實面的限制。在此

書寫，期待解套。首先，要補助高品質的學術討論，就不能在場地費上作太多限制。本學群的
性質很特別一如前述。要讓學者舒服的對話，主辦單位必須提供舒適的空間場地。現在即使是
校內院內的教室，也不是無償使用。即使是借有冷氣的教室，也要付電費。只是，學校中的「會
議室」並不適合這樣的討論氛圍。我不求昂貴的場地，但只求舒服的場地。但是學群可提的預
算中，非常奇特地不提供場地費的科目，也不給留用。七場座談中，除了前兩場在學校內使用

教室和會議室，之後的學群成員喜歡的、舒服的場地，其場地費用都由我個人掏腰包來支付。
為了今年做到成功的聚會和實驗，我義無反顧地付出，但這樣在場地上的僵硬限制，我無法承
諾將來能否繼續做下去。強烈建議：比照科技部計畫給予主持人的彈性，給學群主持人足夠的
留用彈性及場地費的補助（建議每場次不超過 10,000 元）。且依學群人數調寬預算上限。 

其次，誤餐費不但不調高反而降低，實在很困擾。餐費的補助 80，是不是就是「部份負擔」的

意思呢？ 原本 100 元就覺得很將就了，現在要訂 80 元的便當（現在即使要找 80 元的也不容
易了），感覺這不像是國家支持學群的格局。也許有不少學群的性質只是便當聊天會，但我們
不是。我們隨著場地的變動，加上每次聚會長達一天，與會學者還得自掏腰包，多少打擊了受
邀與會學群成員的榮譽感及參與意願。作為主持人，我也覺得自己辦活動的士氣受到打擊，因
為我對準備充份、熱情與會的成員感到「歹勢」，而造成我這感覺的，就是這份減少餐費補助
的公文。坦白說，這樣沒有彈性的誤餐費設定，將無法支持以與會學者為核心的聚會，未來學
群的格局就只能維持在會議室+便當會的小小格局。這種學群，對我來說是不值得花時間與力
氣發動的。而這樣的補助絕對撐不起今年我自費協助撐起的學群所能展現出來的格局，只能惡
性循環。強烈建議：提高餐費補助，建議每人每場不超過 350 元。既然要補助，就要乾脆到讓
主持人覺得辦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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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劉正山
計 畫 編 號 ： MOST104-2420-H-002-016-MY3-
SG10602

計畫名稱：厚資料與知識建構學術研究群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
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
如期刊名稱、年份、卷
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4 台灣政治學會 2017 年

會 1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請附期刊資訊。2 
研討會論文 2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7 

人次

副教授 9 
助理教授 4 
博士後研究員 2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

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
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
敘述填列。) 

1、每次學群聚會之成員分享皆以現場直播的
方式發表在 Facebook 粉絲頁「資料吼」並附上
錄影，達成學群效益外溢的效果。目前此頁由
學群成員三位共同維護，追隨關注者達903人。 
2、學群成員在本年度組成了兩個期刊投稿團

隊（合計八篇論文含一篇國際論文），將於 2018
年投稿兩本國內 TSSCI 期刊。 

1 請見議程：

http://www.tpsahome.org.tw/admin/uploads/article/c3f0ea3d4d028dbaffda258dc1035c07ed44409b.pdf 

2
 學群成員陳至潔副教授與學群外成員許家豪助理教授（Titus C. Chen and Chiahao Hsu 

）以厚資料方法論進行文字探勘的作品「Double-speaking human rights: analyzing human rights 

concep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1989-2015)」已於 2016年底得到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期刊接

受刊登（SSCI），預計將於 2018年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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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群聚會照片

1060310 第一次聚會@中山大學政研所 



14 

1060422 第二次聚會@政大東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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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9 第三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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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9 第四次聚會@台南市長官邸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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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11 第五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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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916 第六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1061117 第七次聚會@中山大學 73 階會議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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