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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研究法（含社會統計） ～ 】講義 

第一章 研究法基礎觀念 

引用資料來源： 

朱柔若（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王佳煌、潘中道譯 W.L. Neuman著（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學富。 

袁方（2007）社會研究法，台北：五南。 

第一節 理論、命題與研究 

一、理論的類型： 

依呈現形式分 

定理組合形成的理論 

命題衍化形成的理論 

因果形式的理論 

依結構來分： 

聚合式理論 

散發式理論 

因果結構式理論 

二、理論的模式（model）： 

類別模式：例如：Freud：我→id, ego, superego三種，即類別模式。 

類型模式：類別交叉分析→新類型。 

列聯模式：卡方分析，取得的交叉間的結論。 

共變模式：即相關的說明， 

功能模式：曲線相關 

補充：理論的模式（簡春安（2000），頁 54～58） 

類別模式（classificatory（classification）model） 

若理論的呈現特別注重某些現象的價值、類別或等級時，則為模別模式。例 如：

佛洛依德把我歸類為「本我、自我、超我」（id, ego, superego）。 

類型模式（Typological Model） 

當我們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類別交叉分析比對時，就可以在概念上創造新

的類型。例如：依人類的財富狀況，我們把人分為富人、窮人；依人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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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分為好人、壞人。 

列聯模式（Contingency Model） 

所謂列聯（contingency）在字面上的意義是指偶發的不確實的狀態。在統計上，

我們有列聯相關、列聯相關係數，或列聯表。兩個變項之間存在著一種函數之

間的關係，該理論並指出這兩種概念彼此之間的關係（如犯罪學中指出環境如

何影響青少年的犯罪行為）。 

在卡方的表格中，兩個變項各有一些類別（levels），交叉以後，在各個空格（cells）

中，都有一些數字，若是理論取自於這些變項交叉之間的結論而來，我們可以

把這種理論稱之為列聯模式。 

共變模式（Association Model） 

指在理論內的類別變項之間，有其線性的趨向，不僅指明彼此之間的交叉分布，

而且指出各類別觀察後的各種可能的共同性，這些概念間有其共變關係，但只

限於線性（直行關係）。 

例如：國民的年平均收入愈高，離婚率也就愈高。 

功能模式（Functional Model） 

這種理論不僅能指出兩種變項的線性關係，更可指出類別或概念間的一對一的

關係，我們可以說這兩種變項之間是曲線的關係。 

若有一個理論指出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年資與士氣的高低有關聯－－工作年資愈

多，工作士氣卻愈低，而且經過統計分析，假設也被接納。 

三、理論的建構過程： 

演繹式的理論建構 

理論建構（Theory Construction） 

將理論演化為假設（Derivation of theoretical Hypothesis） 

將各種概念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 of Concepts） 

資料收集（Data Collection） 

驗證假設（Empirical Testing of Hypothesis） 

歸納式的理論建構 

提供理論實證的基礎、生活中事務／（缺乏明確理論陳述的現象） 

質化、探索性 

逐漸形成理論 

四、理論與研究之關係 

由研究歸納而成的理論 

由理論演譯而進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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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論與命題 

理論是由一組命題所組成：例如：行為學派中制約學習理論，即由獎賞與 消弱命題、類

化命題。 

形成理論的命題間應相互關聯：例如：行為增強間隔與獎賞命題，一個扣一個命題／概念。 

某些命題是可以證實的：以實證方法（實示驗證之法）。 

 

補充：命題的類型 

命題類型 如何形成的 可否直接檢定 

公理（公設） 由定義或假定而為真 不可 

定  理 由公理演繹而來 有些不可、有些可以 

經驗概括 來自經驗資料 可 

假  說 來自演繹或經驗 可 
 

六、社會研究中，四個主要的典範（Paradigm）及其重要的概念： 

結構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把社會看成是一整體，最重要的是制度，例如：社會化、

社會體系、均衡、加能、適應、角色。 

衝突論（Conflict Theory）：社會當作一互相競爭，以取得有價值事物的場所，不同階級

互爭，例如：階級、利益、鬥爭、剝削、衝突。 

符號互動論（Interactionism）：強調個體在社會生活中互動的過程，並瞭解互動中所使用

符號的意義，例如：情境、定義、反應、符號、重要他人。 

交換理論（change Theory）：社會實體由一組相對的成本－報酬（cost-reward）所組成，

預設人類行為是理性的，以追求最大利潤最小損失之目的，例如：報酬、付出、交換、需

求、滿足。 

七、理論的層次 

社會理論的層次廣泛歸為三大類： 

微視層次的理論：在處理一小部分的時間、空間或少數的人，而其概念通常不會太抽象。 

鉅視層次的理論：牽涉到社會中較大群體或集合的運作，例如社會制度、整個文化體系

及整體社會，其使用較多抽象的概念。 

中型層次的理論：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此類理論嘗試將鉅視及微視理論連接起來，或

試著扮演一個中介理論的角色。組織、社會運動或溝通等方面的理論，大多是這種層次

的理論。 

例如： 

Collins（1988: 451～466）提出了一個組織控制的中型理論。此理論發現三種基本的方法

來控制大型組織中的人們。此三種方法分別是：強制法（如以處罰來威脅他們）、獎勵

法（如增加待遇）及內控法（如社會化、升遷機會、創造出一種貢獻的次文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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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組織有五種行政管理的方法來控制人們：監視（如照管人們），檢查成果

（如生產量），提出管理規則及操作指南，控制資訊，壓縮環境（如強方何時及

何地完成工作）。每一種控制手段及行政管理方法都有負面的影響。舉例來說，當人們

感覺到被監視，便會表現出一種儀式性的態度，並且只要當他們覺得被監視便將其表現

在工作表面上，以不同的工作任務來控制會比較有成效。對於需要有高度創造性及判斷

性並牽涉到許多不確定性的各種任務，最佳的控制方法便是內控法（如專業的社會化）

及資訊的控制（如專家們是唯一知道成本的人）；相反的，從事標準化產品此種可預測

任務的人們（如沖床作業員）最好使用獎勵法（如論件計酬）及驗收成果（如計算成品

數量）的方法來控制。 

實質理論：是為特定社會事件領域，如青少年幫派、非升學班或種族關係等等而發展出來

的。 

形式理論：是為了在一般理論中較廣的概念性領域而發展的，如偏差行為、社會化或權力。 

第二節 概念、變項、假設與定義 

一、概念 

界定：任何一組類似的事物中，均能歸納出一些孤立的共同屬性，這種從類似的事物中抽

離出共同屬性的活動，稱為抽象化歷程；而經由這種抽象化歷程所獲得的共同屬性，即為

概念。 

功能： 

溝通的基礎。 

引出一種觀點。 

分類和一般化的工具。 

理論的基石，解釋和預測用。 

來源： 

由經驗。 

由想像。 

專業規範。 

由其他概念轉化，例如： SES社經地位。 

種類： 

物體，例如：人、桌子。 

事件，例如：戰鬥。 

關係，例如：友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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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引用資料來源：朱柔若（2000）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王佳煌、潘中道譯 W.L. Neuman著（2002） 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學富。 

概念 

概念是構築理論的基石。概念就是以符號或文字所表達的一種想法。 

概念基本上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即符號（字或詞）、定義。 

各種概念有不同抽象的層次：他們是從最具體到最抽象的連續體。非常具體的概念，

通常指涉日常生活中有形的物體、或熟悉的經驗（如高度、學校、年齡、家庭收入、

住宅等）；而較為抽象的概念，是指一些擴散的、非直接表達的理念（如家庭解組、

種族歧視、社會控制、政治權利、偏差行為、智力或認知失調等）。社會研究者創造

許多這些概念，作為理解社會世界較佳的方法。 

例如：性別歧視、生活型態、同儕團體、都市擴張及社會階層，剛開始在社會理論中

都是非常清晰、技術性的概念。 

概念包含無法觀察或驗證事情其本質之嵌入的假定或陳述： 

概念及理論建構在有關人類、社會事實或一個特定現象其本質的假定上。 

假定經常是隱藏的、未明確說明的。 

研究者去深入瞭解一個概念的方法，便是去確認他所立基的假定為何。 

例如：假如種族變成無關的因素，人們將會停止以種族為基礎來區分個人，也不會

對特定的族群附加特定的特徵，更不會對某些種特徵作價值上的評斷。 

概念的「分類」： 

有一些複雜的概念，它們有多面向或許多從屬的部分，你可將複雜的概念分割成一

組簡單、或單一面向的概念。 

它們是單一簡單概念與一項理論間的中點站。它們幫助組織整理抽象、複雜的概

念，為了產生一項新的分類，研究者通常會以邏輯的方式，明確說明並結合數個簡

單概念的特徵。 

概念叢 

概念很少被獨立使用，它們形成相互關聯的集團或概念叢集。理論包含相關概念的集

合，而且這些概念具有一致性，且相互補充。 

例如：假設我想討論一個概念像是都市腐敗，我便需要一組相關的概念（如都市擴張、

經濟成長、都市化、郊區、中心都市、都市復興、大眾運輸及少族民族）。 

二、變項／變數（variable） 

定義： 

依不同的值：量的、大小，例如：身高 

依類別：種類，例如：教育程度 

可改變的一種屬性：例如身高、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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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變的值：例如π-常數 

類別： 

基本分類： 

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 

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依變項的類別： 

二分變項（dichotomized variable），例如：成敗。 

多元變項（polytomized variable），例如：職業。 

依變項的性質： 

類別變項（nomial variable）：例如：二分、多元 

連續變項（continuous variable）：由分數所組成 

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統計方法分析資料時，將類別變項中的每一類別指派

為 0 或 1 兩種數值的設計，而視為一種量的變項，使類別尺度的資料亦能像等距或等

比尺度資料般來進行迴歸分析的一種資料轉換處理方法。 

依研究者控制程度： 

主動變項（active variable） 

本性變項（attribute variable） 

依變項的觀察度來分： 

觀察變項（observed variable） 

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 

補充：變項 

引用資料來源：朱柔若（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王佳煌、潘中道譯 W.L. Neuman著（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台北：學富。 

意義： 

變項（variable）在量化研究中是一個中心觀念，變項是一個會變化的概念。 

在科學研究中，構念或屬性往往會在質與量的上有所變動，亦即一構念或屬性會

以不同的狀態表現出來，因此，這種在質與量尚可已變動的構念或屬性，稱為變

項。 

變項的值或類別稱為它的屬性（attributes），變項與屬性是有關聯的。 

一個變項的屬性本身就可以成為另一個獨立的變項，兩者的差異在於一個是概念

之間的變化，而另一個是概念之內狀況的變化。 

例如：「男性」不是一個變項，它描述一個性別種類，因此是變項「性別」的一

個屬性。 

變項種類（variable） 

依質與量性質區分：類別變項（各個類別並不代表量的差異或順序，而是代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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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性別、宗教信仰）、連續變項（由一種不同分數所組成－收入、年齡）。 

依照因果關係來分：（最常區分的種類） 

自變項（independent）：即原因變項或可操控變項。例如：性別不同對家庭看

法也不同，性別即是。 

依變項（dependent）：即結果變項或操縱自變項後可能會受到影響的變項。 

依照是否能由人類感官觀察而分： 

觀察變項（observable）：可經由人類的感官而能知覺其質與量的變項。（年齡、

教育程度） 

中介變項（intervening）：凡不能經由人類感官得知其質與量之變項。（動機、

智力） 

一般分法： 

外加變項（extraneous）：表面看似自變項 X 造成了一變項 Y，事實上是由 Z 變

項的加入，使原本 XY 關係不存在，而真正造成 Y 變項的是 Z 變項，則 Z 為外

加變項。 

內含變項（component）：在一個複雜且具有涵蓋性的自變項中，對於影響變項

Y 最具決定要素的即是。 

中介變項（intervening）：Z 變項是 X 變項操控之結果，是 Y 變項的因。XYZ

卻我非對稱關係。控制 Z 後，XY 關係消失。 

前導變項（antecedent）：主要是找出果關係的次序。前導變項是一個真正有效

的影響力。變項真正有效的影響力，他並非使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消失，而

是澄清先於這些關係的一些影響力。Z 變項，並非使 X 與 Y 的關係消失而是澄

清先於 XY 關係之影響力。 

抑制變項（suppressor）：指那些能減弱一種關係，隱藏其真正力量之變項。在

一項分析中調查，由於存在著某種變項之效應，而使得原來存在的關係無法明

顯，甚至消失，是因為這變項被考慮進去，將使得真正的關係無法出現。 

曲解變項（distorted）：一個曲解變項可以使我們知道正確的解釋恰恰是原始資

料所提供之反面，亦即在原來分析下，加入曲解變項之考慮，使得原來的正向

（負向）關係。 

例子 

例子一： 

一個犯罪行為（依變項）的理論指出四個自變項：個人經濟拮据的狀況、易於犯罪

的機會、身為社會中某個不反對犯罪行為的偏差次團體的成員，以及缺乏對犯罪行

為的制裁。一個多重原因的解釋，經常會明確地指出發揮最大因果作用的自變項。 

例子二： 

家庭破裂造成兒童在與同伴相處時表現出較低的自尊，較低的自尊又造成兒童的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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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不樂，悶悶不樂又造成兒童學校成績的低落，學業成績的低落又降低兒童對得到

到工作的期望，進而又造成長大成人後賺取到較低的收入。一連串的變項有：家庭

破裂（自變項）、童年時的自尊（中介變項）、悶悶不樂（中介變項）、學校成績

（中介變項）、工作期望（中介變項）、成年時的收入（依變項）。 

三、定義的形成 

特性：觀念必須具清晰、明確和大家共同接受的意義。 

定義必須指出它所界定之觀念的獨特性或品質。 

定義不應該是迂迴的。 

正面陳述（儘可能）。 

以清晰的措辭。 

種類： 

可 視 為 「 觀念 理 論層 次 （ conceptual-theoretical level） 」  和 「經 驗 － 觀 察層 次

（empirical-observational level）」 

觀念型定義：反應傾向和刺激物來界定「態度」。 

操作型定義： 對非行為性質的觀念，例如：知覺、價值、態度。不直接描述此概念或

變項的性質或特徵：舉出觀察或測量該變項所作的實際操作活動。 

例如：智力－ 

觀念型定義（抽象、學習、適應）能力； 

操作型定義（測驗的分數） 

四、假設 

定義： 

暫時性或嘗試性之答案。 

根據理論演繹出之命題。 

功能： 

可提供顯著的訊息。 

依理論而來之假設，可考驗理論。 

增進理論準確性。 

測定理論的限制。 

判斷優劣假設： 

簡約。 

可驗證性。 

明確化－單純化。 

與已有知識相一致。 

可量化形式表達。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