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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重要性與起源

第一節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一、社會科學重要性

一般而言，科學技術只是手段，「人」的素質提升才是目的。科學

技術是為人們所用，以增進人類的幸福為目的。換言之，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就在於社會與人文的涵養，而不只是有科學技術而已。科學技術

的運用也應重視「社會」及「人文」的發展。

美國哈佛大學的校訓是「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斯多德為友，更重

要的，讓真理與你為友」，而柏拉圖(Plato, 428-347B. C.)、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3 B. C.)等人的思想，卻是西方文化的根源，失去了這

些智慧的精華，科學技術於人類又有何用了？

社會是一群人的組合，人和人之間存有各種形式的互動，例如：合

作、競爭、衝突、公平、正義、權力、自由等，在不同的社會中也會發

展出不同的生活或行為方式，而人類生活與社會行為，正是社會科學所

關心的重點。

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促使人類對「人」與「社會」的認識，透過對

「社會」的瞭解，促進我們得以對各類的社會問題，尋求周延解決之

道，經由「社會與人文」的薰陶，才能豐富和充實個人的生活與國家社

會的整體發展。再經由閱讀、討論和寫作，培養人的批判力、創造力，

讓人們有圓融的知識技能，去解決生活上的議題（例如：心理、社會、

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歷史與生態等）。進而養成具有深厚人文素

養、批判思考能力的社會科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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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百年來社會思潮的發展，導致社會生活重新的反省，實證主

義獨尊的情景不再，而呈現的是多元並存的現象，這是使社會科學研究

受到重視的原因。

我們如果從大學的社會責任角度切入，更能理解到社會科學的重

要，大學的目的在於培育社會優秀公民，而不是只替某些產業培育專

才，除了經濟面向之外，還要有更多文化的、藝術的、生活素質的、公

共事務參與的、社區意識的面向。例如：以經濟面向作為社會科學的一

個內涵，經濟的運作是要在社會情境或邏輯之下進行，不應該僅以經濟

情境或邏輯來支配社會法則，應該還要有文化脈絡的運作才對。也就是

說大學在培育社會的優秀人才上，圓融的知識素養與思考能力的培養是

非常關鍵的要素，這種理想更是推動通識教育的過程所重視的。

關於「社會科學」的領域，在大學教育的脈絡之中，可從該學科作

為一種知識系統基礎來探討，另一方面也可從社會科學有什麼功用來進

一步討論。哈伯瑪斯(J. Habermas)在《知識與人類的認知旨趣》之中，

曾提到三種的認知知識：經驗性—分析性的知識、歷史性—詮釋性的知

識、批判性—反省性的知識。其中，經驗性—分析性的知識，在強調自

然經驗與理論的關係。但是人類社會並非只有「人與自然的關係」，作

為一個有教養的現代人，生活在人與人之間所構成的意義關係中，只懂

得實證資料的掌握、實驗、規則與控制的知識，是相當偏頗的。因此，

需要社會科學知識，來加以平衡。

從科學革命以來，人類相信社會的發展是直線的；但兩次世界大戰

災難之後，還有飢荒、基因科技、世界環保和全球化的抗議等問題的產

生，逐漸暴露出科學所帶來的問題。所以，社會科學在這個年代，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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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加重要了。誠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所說：「政

治學比物理學更難，而且世界毀於差勁的政治家，比毀於差勁的物理學

家的可能性更大」，這也顯示了社會科學的重要。

社會科學是探討人與人、人與環境以及其本身的學科；瞭解社會

科學基礎的發展和思維的脈絡；學習社會科學的方法，分析社會現象和

探討社會問題；發展批判社會科學的思考，以全面瞭解複雜人類社會行

為；讓人們理解整全的社會科學知識，以促進人類的社會進步。

換言之，社會科學很講究社會行為的規則，可驗證的真理與社會

正義的追求，就是要「理性」地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說處理有關道

德、正義、人性和尊嚴的問題，是社會科學所關注的課題（陳東升，

2004）。總之，社會科學在促使人類更有意義、更快樂、更滿足的生

活，比物質的發展更為重要的。

二、社會科學起源  

社會科學大致可分為心理、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法律、歷

史、人類學等範圍。然而，以有系統、有組織的知識學問樣貌出現，是

近幾百年來的事。社會科學的形成與人類生活的成長與發展，息息相

關。

人類真正有意義的社會發展歷史大約有五千年左右，從人類開始進

入農業時代，經過工業革命之後，到現在的知識革命時代。在農業時代

之後，群居、分工、交易等活動才出現，大家對社會秩序的要求也逐漸

增加。然而，當聚集人口越來越多、生產規模越來越大且精密，交易越

來越頻繁時，國家與法律的重要性更明顯的上升，這正是整個社會科學

發展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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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至19世紀中葉，宗教改革消弱了教皇的權威，一時無新的權力來

取代，社會自然是混亂的。工業革命，引起人民生活形態的改變，社會

思想因而百花齊放。

1500年至1700年間，學術界尚未將知識切割成法律、政治、經濟、

社會等學門，我們可用「太極」來形容當時的知識體系，亦即尚未分化

的狀態，學者皆可稱為「通儒」（指有融通知識的大師），例如：經濟

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著有《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討論哲學議題、法

理學及道德情操論等；功利主義經濟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

1832)也發表《刑法論》(Principle of Penal Code)；功利主義思想家約翰

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著有《自由論》(On Liberty)、《政府

論》(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政府、法理與出

版自由》(Essays of Government, Jurisprudence, and Liberty of Press)等

書；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著有《經濟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等書（朱敬一，2008：19-21），皆是

「通儒」的代表。

在17、18世紀，法政經社都不分家，所處理的皆是社會整體現象，

沒有弄清楚這道理，硬把它們切開，就喪失「通」的概念和味道。今日

科學被當成模範，即使在人文與社會學領域，原本應該圓融貫通的知識

反而也被切開了。出現學科分工的現象，是受到近代科學方法論主導知

識界的影響。

1818年出現「社會科學」一詞，社會科學才成為定義清楚的領域

（朱敬一，2008：20-21）。但將它當作學問來研究是在工業革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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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1832年、英國在1843年，德國或美國均在1855年才開始使用社會

科學名辭（江亮演等合著，1997：3）。1958年西方才開始成立第一個

「社會學系」。

回顧西方社會的發展，在於價值觀和制度的轉變，從神權主義轉變

到人本主義，從宗教真理轉變到理性真理。從貴族封建與集權君主體制

轉變到民主憲政體制，這些轉變是社會科學者關注的理念所促成的。再

者，社會科學產生的背景，須與外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意識、歷

史環境配合，並受到影響。綜合學者們（馬起華等編，1995：序文1-3；

徐宗林等，1997：247-275；陳東升，2004；葉至誠，2000：3-9；張家

麟等編，2005）對社會科學發展背景的看法，分述如下：

(一) 從古希臘時代（1200B.C.-146B.C.）開始，已有物理學、經濟學、

文藝、人文學科、心理學等學科，皆屬於哲學的領域。古羅馬時

代（753B.C.-476B.C.）重視法律、醫學、農技及七藝（the seven 

liberal arts），可分為三藝（文法、修辭、邏輯）和四藝（算術、

幾何、天文、音樂）是後來西方文法學校或中世紀的大學之重要課

程。

(二) 中世紀（476-1453年）亦稱黑暗時代，重信仰輕理性，不利於社會

科學的發展。歐洲的蠻族，在基督教會引領之下與東方文化接觸，

逐漸走向文明之路。

(三) 中世紀後期，除了回教文化大量傳往歐洲之外，還有許多亞洲發明

的文物，轉往歐洲，譯成拉丁文等學術論著。而日用品（例如：香

料、絲綢、棉布、糖、珠寶）傳至西方，而歐洲飲食、衣飾等亦受

到東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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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此時，人們漸趨安居，產生「市集」，農民自製物品販賣。在歐洲

商業復興初期，興起商人與工人等各種行會，被稱為「基爾特」

(guild)。人們也因戰亂因素，才去東方朝拜，向高文化地方學習，

這與社會科學發展是有關連的。

(五) 歐洲商業復興與城市興起逐漸擴大，城市居民不斷的增加，於是形

成一個新的階級，地位介乎於貴族教士與農奴之間，即是「中等階

級」的產生，帶來知識的發達，形成新的要求。

(六) 大學的設立出現在11世紀至13世紀，也影響社會科學或制度的形

成，進而發展出自主的學科體系。大學(university)由拉丁文「趨

向」(versus)與「統一」(unum)二字合成，有組合、社團、大家、

行會之意，為「學者的社團」。統一學者意即統一圖書、老師、學

生三者。統一學科意即以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神學、醫學組成

大學的基本架構（鄔昆如，1999：76）。也就是開設人文學科：文

法、修辭、邏輯，與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等合稱「七藝」的學

科，從法律、醫學、神學之中，任選一科學習。大學以人為中心、

解放宗教、反對玄思、重視經驗。之後，大學學科朝向專門化，而

形成了各種科系的出現。

(七) 15世紀西歐傳統封建莊園解體、貴族沒落、人與人的關係疏離，代

而興起自由競爭、獨立學科的體系。15、16世紀資本主義興起，地

理上的大發現、中國三大發明傳入西方，對知識產生重大影響，有

助社會科學的發展。

(八) 15世紀的「文藝復興」(1453-1690年)，以「人」（非神）為中心，

重視現世生活；擺脫教會的約束，放棄神學式的生活，解除各種人

為的束縛，發揮個人的才能，趨使科學及哲學視野更開擴，促成文

藝及人文學科快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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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促成物理學、化學及天文學的自然發展；邏輯、倫理

學及哲學的發展。此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

學、心理學和歷史學等也受之影響。特別提倡古希臘的人本主義，

進而影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到民主主義的發展。

(九) 16世紀的「宗教革命」，不再由舊教完全主導。對於腐化教皇威權

以及舊禮教的不滿。

(十) 17世紀的「科學革命」，自然科學開始發展，逐漸形成以實證代替

信仰的觀念。

(十一) 17世紀後半葉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以經驗為取向，講求理

性與進步，產生科學方法，相信人有能力去改造社會。

1751-1780年間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以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為代表，將研究方法細分，組成有系統的統合體，編

成38冊百科全書，使得社會現象研究由哲學轉成科學研究。此

時，以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為代表的社會契約

說，對社會不平等現象作批評，主張自由平等，為法國大革命奠

下成功基礎，也為政治行為和社會現象開啟新的研究領域。

(十二) 「工業革命」(1760-1830年)，產生工廠制度，導致生產機械化

和大量化，也形成都市化、工業化，使得社會快速變遷，造成人

口、童工女工、勞資、貧富不均等嚴重問題，衍生出許多在政

治、社會、經濟上問題，也賦于社會科學新的研究課題。

(十三) 「法國大革命」(1789-1799年)，可說是一項政治與社會革命。革

除君權神授、君主政體、權位世襲、階級束縛。大倡民主，導致

政治與社會變遷，產生的後遺症，也是社會科學新的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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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三者乃影響社

會科學研究的要素，致使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

理學、心理學和歷史學等，分化成更有系統、有組織的科學，而

排除了哲學的色彩。

(十四) 20世紀50年代，行為科學的興起，採科際整合方法於社會現象和

問題研究，使社會科學邁向由分而合的研究發展，並產生一些科

際整合的科學，例如：政治心理學、社會政治學、教育社會學、

經濟人類學、犯罪心理學等等。

(十五) 20世紀90年代，是資訊爆炸時代，社會科學一方面從大量的資訊

中取精用宏，博約兼顧，另一方面資訊科學成為時代的顯學。形

成社會科學所涵蓋的學科愈來愈多，究竟應包含哪些學科，學者

看法不盡相同，各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也就有所差異。

(十六) 到了21世紀今日，由於數位化、全球化影響各方面，社會科學更

顯得重要與複雜，需要前瞻的、全貌的、多元的、圓融的智慧，

來建立社會科學的體系。

總之，社會科學的發展是受到上述社會背景因素的影響，從脫離哲

學、自然科學，逐漸發展而成的一門獨立的學術體系，要用類似實證自

然科學的方法（原因－假設－觀察－法則－理論)，找尋社會科學的原理

原則，例如：根據物理學與生物學等法則，而發展出社會靜學與社會動

學。今後，更要努力尋求使用嚴密實驗、數量化等方法，以瞭解客觀社

會科學的事實，進而奠定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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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意涵、對象與範圍

第二節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一、社會科學意涵

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是什麼？學者各有不同的說法。

魏鏞(1997：7)：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行為、人際關係及人類與其他

生存環境之間關係的科學。

張家麟等編(2005：14)：「對於人際關係、團體行為以及人類與其

他生存環境之間關係的的議題，以科學的方式，加以研究分析」。

葉至誠(2000：10)：社會科學是不外乎包括了「人類的行為」，

「個人在團體間的關係」及「個人和團體的互助關係」三方面（1.心理

學；2.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3.地理學、生態學）。

朱敬一(2008：22-26)：「社會科學是在研究個體和總體間的關係，

也是社會現象的『法醫學』」。

《美國教育研究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9)：「主要是以人際關係為探討對象」。

美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探

討社會機構、團體行為及個人在團體中的行為表現的科學」。

《藍登書屋英語大詞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74)：「社會科學是研究社會及社會行為的科學」。

綜合言之，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自身的行為、人際關係、社會機

構、團體行為，以及人類與生存環境之間關係，並以通全的方式，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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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綜合研究的科學。它可包括：一是人類個體的行為：有行為科

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二是人與人或團體之間的關係：有政治

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三是人與生活環境的關係：有地理學、生態

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三大層面。

二、研究對象

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可分為三大類（洪謙德，1977；張家麟等編，

2005：15-17）：

第一類：個人自身的行為－人類行為、行為模式：例如：心理學－

個人的觀察學習，即是見賢思齊；「見」賢－觀察學習楷模；「思」

齊－向楷模學習。個人的心理狀態（感受、記憶、學習）、個人與他人

交往中所表現的個性，個人在群體中之角色。包括：心理學、社會學、

人類學等學科。

第二類：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人際關係：例如，在社會心理學

上，將大學生分成甲乙兩組同看一張中年德國人照片，有人認為是殺人

首腦、有人認為面貌兇惡，或有人認為和藹可親、反納粹地下領導人，

此乃人際間的社會認知差異。團體關係：例如，社團、群體、社會組

織、社會制度；群體行為：例如，價值、文化、規範、信仰。包括：社

會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宗教學、法律學、大眾

傳播學等學科。

第三類：個人與環境的關係－人與生存環境之關係（人與環境）：

例如，全球暖化現象－受氣候驅動因素或跨越臨界點影響，氣候驅動因

素是植物循環形成降雨；跨越臨界點是植物枯萎乾旱，森林變農地，抽

取地下水，雲雨出現。生活環境包括自然資源的分析調查，水域與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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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關連，社區總體營造，人口分佈與流動關係。包括：地理學、人口

學、生態學、全球化所研究的對象等學科。

三、社會科學範圍

(一 )一般知識的分法

1.	 自然科學(nature	 science)：例如：生物科學有生物學、細胞學、醫學

等。物理科學有物理學、地球科學、天文學等。化學科學是有機、無

機化學等。

2.	 形式科學(formal	science)：例如：數學、邏輯、方法學、符號學等。

3.	 人文學科(humanities)：例如：哲學、文學、藝術學、語言學、歷史

學等。

4.	 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例如：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

學、經濟學、法律學等（馬起華等編，1995：7；林端、呂愛華編，

2005）。

(二 ) 《 社 會 科 學 百 科 全 書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的分法

1.	 純社會科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刑罰學、

社會工作等。

2.	 準社會科學：心理學、教育學、倫理學、哲學等。

3.	 社會關聯科學：例如：生物學、地理學、醫學、語言學、藝術等（江

亮演等合著，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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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的分法

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教育學、統

計學、歷史學、地理學、國際關係等。

(四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分法

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心理學、人口統計、

地理學、歷史學、統計學、國際關係、勞工關係、哲學、區域計畫、教

育學等。

(五 )社會科學研究的議題

社會科學研究的議題：

1.	 教育部1993年公布的五專「社會科學概論」課程標準：個人心理與

社會行為、社會發展與社會生活、政治制度與政治參與、法律制度與

社會生活、經濟發展與經濟生活、人類生態與世界和平等六個主題。

2.	 國立臺灣大學95學年度第1學期社會科學通論的授課議題：(1)社會

科學性質、方法。(2)法律正義：公平正義的概念或理論、社會正義

（分配正義、經濟公平與效率）。(3)權力：權力的概念、性別與家

庭中的權力關係、族群與階級的權力。(4)自由與選擇：自由的意

義、言論自由的保障與分際、自由交易與理性選擇、新聞自由與選

擇、自主等（江宜樺、林建甫等合著，2004）。

3.	 沈君山主編的《社會科學概論》(1993)：直接以政治學、經濟學、法

律學、社會學、心理學、大眾傳播學、人類學等七個學科為內涵。

4.	 美國全國性社會科學研究審議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NCSS)：以(1)文化，(2)時間、連續和變遷，(3)人類、地方及

環境，(4)個人發展與自我認同，(5）個體、群體和機構。(6)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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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管理，(7)生產、分配、消費，(8)科學、科技與社會，(9)全球

關係，(10)公民理想與實踐等為主題。

5.	 戴伊(Thomas	R.	Dye,	1996)的《社會科學概論—權力與社會》(Power	

&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一書：以美國社會

為例，從權力、社會兩個角度貫串切入，全書內容分為：一是權力本

質與研究部分：權力、社會與社會科學。二是權力與社會科學部分：

權力與文化、社會階級、人格、經濟秩序、政府、歷史學。三是權力

的使用部分：權力與意識形態、種族和性別、社區、國際體系、犯罪

和暴力、貧窮和無力感等等議題（柯勝文譯，2000）。

綜合上述，社會科學研究的議題相當複雜且多元，端視研究者從何

種角度切入來探討。社會科學在理論部分：係指觀察社會現象，並透過

科學方法，建立符合人類行為的抽象概念或模型。在應用部分：係指以

理論為基礎，創造出人類對於事物的新觀念，使得人類除了提高物質的

生活外，在精神生活上亦有所提升。

因此，社會科學包括了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

學、宗教學、法律學、大眾傳播學、統計學、歷史學等主要學科。與自

然科學包括數學、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化學科學等；以及人文科學包

括哲學、文學、藝術、音樂、倫理學等，有所不同。總之，社會科學係

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

四、本書社會科學內容

因為考量施教時間，主要以社會科學性質、心理學、社會學、政治

學、經濟學、人類學等領域或學科，作為討論重點。另外，將法律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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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政治學，教育學納入社會學中，僅作扼要的敘述；歷史學則透過各章

之各學門的起源之探討，以喚起歷史意識與理解歷史脈絡和意義。茲簡

述前項學科概念如下：

（一）心理學 

心理學(psychology)是研究人類行為與心理歷程的一門科學。創新、

思考就從學習「心理學」開始，法國巴斯卡(Pascal1, 1623-1662)曾說：

「人是會思考的蘆葦」。人類對自身或他人的心理與行為有尋求瞭解的

好奇心。「為什麼有人背得滾瓜爛熟的課文，隔天卻忘了一大半？」

「有錢人最快樂嗎？」心理學有助於瞭解、預測人們的心理與行為，使

人們透過認識自己，擁有健康與幸福的人生。

（二）社會學 

社會學(sociology)是研究人類行為或生活與環境關係的科學。人無

法脫離社會而生存，接觸社會學的知識是有必要的，可分析個人以及探

索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亦可研究各種社會制度與社會的變遷。

它包括社會學理論、社會團體及社會互動、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化、

社會過程、人文區位、社會心理、文化、家庭、社會學研究方法與技術

等研究，不離社會靜學與社會動學之範圍。其他，還有科際整合的政治

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教育社會學、醫療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應用社

會學等，也是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領域。

（三）政治學

政治學(politics science)是在研究人類社會中的權力關係，也是研究

人類權威決策的科學。從政治者風範、投票率、發放消費券、健保費調

漲、油價漲跌等，不難發現政治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但大眾忽視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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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的理解，且有差我一票又會怎樣心態，原本該是「我們來決定」的

事務，卻變成了「我們被決定」，轉而對政治的冷漠，而不感興趣。

傳統的政治學研究偏重政治思想、政治史以及各種政治制度的分

析。晚近的政治學研究則著重以個人為分析單位的行為研究取向。政治

學包括：規範性政治理論或思想、經驗性政治理論與憲法、比較政府與

政治、國際關係、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等。此外，政治發展、政治文化

與政治社會化、政治心理學、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等也有學者或大

學將之視為政治學中範圍較小的分科（朱堅章等，1987）。

（四）經濟學

經濟學(economics)是研究人類的生產、消費、分配的行為科學。亦

是研究人類資源利用的科學，常用應用統計分析模型，被視為最具數量

化的學科，也是最科學化的社會科學，它並非祇是賺錢的學問而已。

其中，探討生產、消費、產量、價格等現象稱作個體經濟學

(microeconomics)；從整個經濟的觀點來研究國民就業、國民生產或國民

所得，以及物價水準等現象稱作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

經濟學又可分為計量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經濟發展、勞工經

濟、工業組織、國際經濟、貨幣銀行、公共財政等（江亮演，1997：8）。

（五）人類學

人類學(anthropology)是研究人類本身及其文化的科學。例如：其研

究問題：什麼是「人」? 其起源又是什麼?同樣是「人」為什麼體格、形

貌和語言會有差異 ?不同的種族，其文化為什麼又不同? 為什麼有人不喜

歡自己族群文化，認為他人的文化比較進步。人類學也就是要探討人的

源起以及語言、文化、家庭、婚姻、宗教、政治、經濟等問題。牽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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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物性、文化性、社會性、心理性等層面。近年來更研究都市、國

家體系和世界經濟體系，並從事應用的研究，它具有扮演科際整合重要

的角色（馬起華等編，1995：34）。

（六）法律學

法律學(law)是研究社會法律現象或社會生活規範的一門科學；也是

探討制定和執行社會中人類法律的發生、作用、變遷和消失的學問。在

理論上，可涵蓋法律哲學（法理學）、法律科學、法律史學。它可透過

國家公權力加以強制執行，而有別於道德、宗教等之社會規範。

它包括了強制規範：憲法、行政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刑法、刑

事訴訟法、商事法、國際法及國際公法等。普通規範：法律思想、法律

制度、法律與其他學科之關係以及司法行為等。又有公法與私法、實體

法與程序法、國際法與國內法等分類。有關憲法部分將於第四章政治學

中略有簡述。

（七）教育學

教育學(pedagogy)，由希臘文Paidagogia轉借而來，Pais稱兒童，

Agein為僕人，Paidgogis為教僕，是導護兒童的學問，稱作「兒童學」

(pedagogy)，有教人者應有知識的意思。歐陽教(1999：1-3)認為教育學

是「研究教育理論與教育實際，以建立教育原理與解決教育問題的一門

整合性學科」。它包涵「理論」與「實務」兩大範圍，前者指教育史、

教育原理（概論）、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與教育社會學四大理論基

礎；而後者指課程與教學、學校經營與管理、教育政策與改革等實務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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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2004年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中，黃崑嚴曾提問：「什

麼是教養？」這個問題，結果卻是答非所問。然而，教養與教育有何不

同，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認為，「教養」(Bildung)

係指「個人內在精神的塑造與充實完好，具有廣泛的知識、品味、正確

的價值觀、是非善惡的判斷力，外在表現彬彬有禮，言行舉止得體，內

心良善」，是個人的涵養問題，多屬於品格層面。教育一則為教化，一

則為養育。英文的Education諧音「愛就開心」，以愛為出發。其作用在

於培育五育健全的人，在範疇上大於教養。將於第三章社會學中略述教

育制度等概念。

社會科學目標與功能

第三節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一、社會科學目標

社會科學旨在透過社會科學原理與方法，面對及解決人類所遭遇的

問題。具體目標有四：

(一 )描述 (describe)（陳述）

係指對社會現象的資料蒐集，抽絲剝繭、刻畫的敘述說明，或用口

頭及文字陳述或資料呈現。

其方式有二：一般性陳述，比較主觀鬆散；科學性陳述，比較客觀

量化。例如：經濟學善用數字資料，而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不只是

用量化，也用質化，分門別類，歸納資料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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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釋 (explain)（找出原因）

係指對社會現象的資料分析、組織分類，找出原因或因果關係，概

念解說，建立有效解釋的通則、法則和理論。

任何社會現象都有解釋變項與被解釋變項，靠個人的洞察力，串聯

事實建構理論，例如：經濟學的供需法則，心理學上獎勵與懲罰、學習

的效果律等等。

(三 )預估 (predict)（推估或預防）

係指從社會現象作知識的應用與檢証，並進行試探推估，或有研

究發現或建立通則。例如：雲起則下雨，物價漲則不景氣。理論如被建

構，預測力則提高。例如：資產階級經濟力是抗拒國家統治壓力的工

具。人們受教育的程度與民主實踐有密切的關係。

但社會科學通則或理論也具有彼此互斥或互融的多元特性，「公

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單一說法。一般而言，經濟學是具預測學

科，心理學僅約佔一半，法學、史學、人類學較少有預測力的。

(四 )控制 (control)（善盡責任）

係指運用策略改善，導引方向，興利除弊，減少損害，善盡公民責

任，以協助社會實現它的目標。

總之，社會科學是要揭穿錯誤，找出真相，瞭解錯誤、預防錯誤，

獲得正確的思想。並能瞭解社會、適應社會、參與社會、貢獻社會、安

定社會。也就是要藉由科學方法，找出任何社會事件的共同原因，建立

一套通則或理論，以預測未來的結果，進而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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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例說明

社會上每日都有各種現象的發生，例如：火災、毒奶（三聚氰銨）、

墮胎、環保、家暴、自殺、援交、保育、失業、病死豬肉、海角七號等事

件，都有其原因，從社會科學目標角度，加以分析與討論。

實例之一：毒奶事件

1.	 陳述：每種報紙都在報導，2008年8月左右出現三鹿牌毒奶新聞，

6,244人致病，3人死亡，三聚氰銨充當蛋白質加入奶粉中，250噸中

1.25g吃到肚子，魚飼料亦可能會有此含量，引起全球的注意，還是

以餵母乳較安心。

2.	 解釋：因加了此物會省錢、好賣，但沒想到會腎結石，此舉是黑心

而且是不法的行為。政府規定不可超2.5ppm，零檢出，無法定出標

準，政策變變變。

3.	 預估：推估未檢測含毒素物會不斷增加，政府未感覺人民恐慌，由經

濟問題轉為政治問題，要官員下台。

4.	 控制：要訂定標準，比照歐美，增設檢驗室，上架才可食。或增人力

與經費，以免該事件的擴大。

實例之二：墮胎問題

1.	 陳述：觀察青少年兩性交往關係不尋常，校園性事件在報上曝光。受

媒體宣染、校園青少年問題、偏差價值觀、偏差性行為、性成熟等因

素影響，每個月墮胎人數增加。

2.	 解釋：分析其原因是受愛情或是犯罪強姦、價值觀念、同居、性開

放、未用保險套等影響的結果。

3.	 預估：推估墮胎潮在每年暑假期間會增加百分之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