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灣政治學會會員通訊 第二期 

本期會訊將介紹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報導的完

成，感謝成功大學政治系主任陳欣之教授、系辦公

室大力協助。 

 

成大政治系的成立源起、經營特色 

政治學系是成功大學發展為綜合大學之結晶。

原本以理工見長的成功大學，在教育部支持下，於

民國 88 年 9 月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設立政治學系，

民國 90 年正式成立，並於該學年度招收第一屆學

士班學生，至今已有 16 年。秉持做為綜合大學的

自我期許，政治學系是承擔拓展全校政治學視野，

以及發展跨領域科際合作的重要單位。 

政治學系的教學特色是培育政治學門的整合

性教學。政治學系成立之初，曾循政治學門傳統，

將專業選修科目分為「政治理論」、「公共行政」、

「比較政治」及「國際關係」四個領域，提供系上

學生修習。但是傳統的教學領域之區分及開課方式，

時有學生反映無法滿足其需求。所以採納 104 學年

度政治學系自我評鑑訪視委員指導建議，自 105 學

年度起，為配合時代發展以及政治學門的研究趨向，

將專業選修課程領域分為三類，即：「政治理論與

方法」、「國家行政與治理」及「全球與區域政治」， 

期望能提供同學更具有競爭力的課程。 

 

 

 

 

此外，配合成功大學教育方針，政治學系樹立

「通才教育」、「周延訓練」、「國際視野」及「社會

關懷」等四大教學目標，更依據各項核心目標，持

續完善課程規劃，並強化各項自我修正機制，以期

切合學生及國家社會之需求。 

 

政治學系的優勢是宏觀視野與細緻操作能力 

政治學系的最大優勢是宏觀視野與細緻的操

作能力。成功大學匯集理、工、醫、文、商等不同

領域於一堂的學習環境，讓政治系同學隨時與不同

領域專才相互砌磋，從而理解其他領域人士對於特

定議題的看法。因此在校期間培養的跨領域溝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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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合政治學養成訓練，使政治學系同學能夠針

對複雜問題，發揮政治專業的洞悉力，進而以綜合

性的宏觀視野，提出具體而且可行的解決方案。 

 

畢業生職涯發展概況 

成大政治系畢業生近年來升學及進入就業市

場之比例約各占二分之一。以 105 學年度畢業生為

例，不乏考取國內如台大、政大、成大、清大、交

大等相關系所；另外，錄取國外大學者，亦進入如

University of Essex,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等名校就讀。而選擇進入

職場者，則以參加國家考試為主，國高中教師甄選、

國會助理、及其他私部門行銷業務人員等居次。 

綜觀以上，學生畢業後繼續升學且朝政治相關

及商管領域發展者為多；就業則以擔任行銷企劃、

業務人員及管理階層之比例有持續增加趨勢。此符

合政治學系培養培育具備開創、溝通及整合能力的

政治學人才之教育目標。 

 

引進教師的考量 

政治學系甄選師資要求為政治學專業人才，且

新進教師需能配合國際化教學與研究目標，以滿足

政治學系結合大學部與碩博士班教學的全面教學

需求。在激發新進同仁的研究與學術成果發表潛力

之餘，系上期待新進師資能具備英語授課能力，俾

能配合成功大學國際化成長，以及院級英語學程的

設立。 

 

與政經所合併後之規劃 

政治學系乃是 2001 年由政經所部份人員挪編

而成，原有的政經所、政治系與經濟系的一所兩系

規畫，存在人事編制糾結與組織疊床架屋的挑戰，

亦難以滿足跨領域結合的預期目標。面對此種挑戰，

經濟系已於 2006 年，另行成立經濟系碩士班以為

調整；政治學系則採行整併政經所的路徑，組建以

政治學為教學研究核心的全方位能量。並於 2017

年順利奉教育部核准，完成政治系整併政經所任務。 

政治學系與政經所整併後，將建構為大學部、

碩士班、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相互成長的學習有

機體。期待整併後能提昇政治學系教研能量，扮演

台灣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角色，為國家暨社會提供學

養兼備的政治領導人才，思慮周全的政治幕僚人才，

專業篤行的政治實踐人才，以及能夠啟迪新知的政

治科學研究人才。 

整併後之大學部，將專注於培育具備政治學專

業的基礎人才，而政治經濟學碩士班、博士班與碩

士在職專班，將專注於政治學領域之政治經濟學次

領域發展，運用相關的經濟數學模型、社會學研究

方法與量化實驗等其他社會科學學門所發展的研

究方法，全面性探索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各項議

題。 

在教學部份，系上將充份運用政治經濟學碩士

班與博士班的研究生能量，作為引領大學部同學深

化政治學認識的有力資源，並且鼓勵大學部同學探

索更高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另為配合本校發展國

際化目標，政治學系將成為本校社會科學院發展國

際學程的主力，期能持續茁壯，進一步充實政治學

系的師資人力與經費設備，更上層樓。 

整併後，在系上教師的帶領下，擬結合科技部

補助大專生研究計畫，以及碩博士研究生的論文撰

寫過程，針對特定問題，建構薪火相傳的研究能量，

期能形成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相互提攜成長的

研究團隊，為台灣政治學教學與研究，注入新的能

量。 

 

系主任的話 

陳欣之主任表示，成功大學政治學系自成立後，

一直在推展政治學教學暨研究的道路上，與各位學

術界先進共同前進。在此感謝台灣政治學會寇健文

理事長與台灣政治學會各位先進，對成功大學政治

學系的愛護眷顧，給予政治學系向各界先進報告整

併成果的機會。政治學系未來將戮力於政治系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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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招募更多的生力軍加入教師陣營，更期待台

灣政治學界的新血，能積極報考政治學系碩士班、

博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參加政治學前瞻研究的行

列。相信在已有的基礎上，成功大學政治系將以全

新的面貌與熱情，與各位攜手，共同再造政治學教

學研究的新里程碑。 

 

 

 

 

 

 

 

 

 

 

 

 

 

 

 

 

 

 

 

 

Varieties of Democracy（以下簡稱 V-Dem，網

址：https://www.v-dem.net/en/）是政治學界近年來

相當受關注的大型跨國、跨時民主指標研究。V-

Dem 以更精細的方式提供概念化與測量民主的新

途徑，反映了民主的多樣性。V-Dem 是免費且透明

的資料庫，向所有人公開。目前常見的大型民主指

標資料庫有Freedom House、Democracy Index (EIU)

等，甚至 World Bank 之類國際組織亦有類似指標

對援助國進行評估，V-Dem 與這些資料庫有何不

同？台灣學界可以如何使用或參與？本期研究前

沿特別訪問曾經參與 V-Dem 研究團隊實際運作的

成功大學政治系王奕婷助理教授，請她為我們介紹

V-Dem。 

 

V-Dem 的緣起與現況 

王教授指出雖然目前已有許多資料庫進行對

民主的測量，如 Polity IV 或 Freedom House 等；但

或許受到 Dahl 所提出 Polyarchy 概念的影響，以

及研究資源/時間等實際限制，這些資料庫往往僅

著重於測量選舉以及部分自由權利 (liberal rights)，

以此作為「民主」的定義。雖然這些確實是民主很

核心的概念，然而這樣做的缺點在於無論是二分類

（民主/非民主）的指標或者是如 Polity 般的順序 

(ordinal) 給分，都僅將民主—非民主視為單一面向

的現象，而忽略了同樣作為「民主」政體，國家與

國家間在制度設計與表現上仍有許多不同。除了選

舉是否自由公平 (free and fair) 以及自由權利的有

無這樣的核心定義之外，民主的其他多元面向，例

如國會監督的能量、司法獨立的程度、直接民主的

門檻、審議式民主的可能、以及社經資源分配的公

平性等，都需要更好地被反應在資料搜集與相關的

前沿研究專題： 

Varieties of Democracy 資料庫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陳欣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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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建構中。 

 

 

除了概念界定外，既有資料庫另外一個問題在

於，其資料搜集多半仰賴少數西方學者的評分。這

樣的好處是背景相似的少數專家能夠產出給分標

準較為一致的指標，然而缺少在地專家的判斷，因

此較難反映各國在具體變項上的細微變化。另外一

個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在於，若關於民主的測量需仰

賴不只一位專家的意見，專家與專家間的不同給分

應如何加總？而多元指標應如何彙整？現有資料

庫在這方面多半未提供充分的資訊，使用者因此較

難得知這些加總的過程是依據哪些方法，並據此判

斷資料的效度 (validity)。V-Dem 希望一方面在指

摽設計上能反映民主的多元特徵，而在研究方法上

更能改進這些缺失。 

V-Dem並未試圖挑戰既存規範理論上對於「民

主」的定義；相反地，為了反映民主的多元面向，

團隊參考既有規範與實證文獻中所提到民主應該

具有的特徵，在資料搜集中盡可能地涵蓋民主的一

個核心原則 (principle) 與其他六個多元原則。與

既有資料庫相似，核心為選舉的有無以及執行的品

質，而另外六個原則包含 liberal、consensual、

deliberative 、 majoritarian 、 egalitarian 、 與

participatory。每個原則都拆開成為更具體、細節而

容易回答的問題以進行測量。舉例而言，民主的自

由  (liberal) 原則在意的是人民的自由權利 

(liberal rights)，如言論、結社、經濟自由等；這些

項目更具體細分為各種媒體與訊息的自由、政黨組

成的限制、私有產權的有無等。專家針對這些具體

細項進行判斷，而不是直接回答「這個國家的人民

是否擁有自由權利」這樣較廣泛而抽象的問題。 

在整個計畫中共有超過 300 個類似這樣具體

的問項，從而試圖捕捉民主這個複雜而多面向的概

念。這 300 多個問項中部分有客觀的「正確」答案

（例如國會單一性別保障名額的比例），就由一位

專家/研究助理來搜集資訊；另外將近 200 個指標

則仰賴主觀判斷（例如某次選舉中作票的情形是否

普遍），由專家依照個人判斷評估來加以作答，針

對這些指標，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指標由超過 5 位跨

國與在地專家來作答。接著以 Bayesian item 

response model 來加總各專家的評分，以調節不同

專家的給分標準。 

整個計畫目前涵蓋 177 個國家，在第一波調

查執行期間  (2012-2013) 已獲得其中多數國家

1900 至 2012 年間的資料；一直到今年年初，所有

177 個國家的調查已同步更新到 2016 年，並會持

續進行每個國家的年度更新。另外在 2015 年開始

也開始執行 Historical V-Dem 的計劃，希望搜集各

國在 1800 至 1920 年間的資料，主要仰賴歷史學家

的判斷；之後也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將 Historical 

V-Dem 的資料與當代 1900 年之後的資料合併。 

V-Dem 相當強調研究方法的公開透明，也很

期待學者針對資料的效度與信度進行討論。例如與

其他資料庫進行比較、檢討目前的加總模型、甚或

指正特定國家在某些指標上的表現都相當歡迎。 

 

V-Dem 團隊的運作情形與應用 

在組織部分，V-Dem 目前四位計畫主持人為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王奕婷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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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 Michael Coppedge 與 John Gerring、在瑞

典的 Staffan Lindberg 、與丹麥的 Svend-Erik 

Skaaning；之前其中一位計畫主持人，瑞典的 Jan 

Teorell，目前則轉為主要承擔 Historical V-Dem 的

工作。計劃中所有變項的問卷設計、模型加總方法、

實驗等則由由學者組成的 14 位 Project Managers

共同負責。主要執行計畫日常事務的則是在瑞典哥

德堡大學  (Gothenburg University) 由 Staffan 

Lindberg 所帶領的研究團隊，包含處理行政事務、

經費管理、聯絡專家等的 Project Coordinators、處

理資料與 IT 協助的 Data Managers、負責計劃各項

研究的博士後研究員，以及兼任助理與實習生等。

而計畫更重要的是各國實際進行填答判斷的專家 

(country experts)，各國由一位熟悉該國政治學領域

的 country coordinator 負責推薦適合的專家，再由

團隊邀請聯絡。 

王教授也直接地表明，V-Dem 經費募集剛開

始不是那麼順利。這類資料蒐集的工作對於有進行

國 際 援 助  ( 包 含 development support 與 

democracy support) 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較具有吸

引力，因為這些組織會想知道投入資源後的成效。

V-Dem 自初始至今便不斷向相關的組織「推銷」

指標與資料，從而陸續獲得經費。目前計畫經費來

自相當多機構，包含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IDEA, 歐盟，以及部分北歐國家負責國際援助的

部門等；這些機構依據自身目標，可能針對計畫的

特定部分或特定國家提供經費。由於這樣的經費取

得方式，目前 V-Dem 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應用

較學界更廣泛些。自去年開始，V-Dem 資料庫中與

貪污有關的變項被納入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所彙整的貪污指標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中；而長期透過 CPI 來追蹤衡量國內政府部

分貪污情形的台灣廉政署也因此開始留意探索 V-

Dem 資料。 

 

 

V-Dem 未來的發展 

王教授表示，團隊目前的重要目標包含希望做

到每年的資料更新。除了經費外，年度更新也有一

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每一年的專家可能不同，而

同一位專家每年的評估基準也可能變異；目前所使

用以加總調節專家評分的 Bayesian model 有其極

限，如何增益既有模型來強化不同年度/不同國家

測量的可比性 (comparability) 將是很大的挑戰。

其中一個試圖解決此一問題的嘗試為在調查中加

入 vignette；亦即要求專家針對同一個假設性的狀

況進行評分，從而獲知個別專家是否有不同的評分

標準，用以調整其實際給分。另外一個實驗則是在 

Amazon Mechanical Turk 上徵集一般受訪者來回

答專家調查的題目，試圖比較其間差異，想要知道

「專家」是否真正必要、而透過一般受訪者來回答

是否有可能是更經濟、有效率的資料搜集方法。 

 

台灣學界如何參與及使用 V-Dem 

台灣的政治學社群有相當規模，台灣的政治學

者作為 country expert 對於 V-Dem 的資料搜集有

很大的貢獻。王教授表示，台灣參加的專家們應該

已經收到針對明年初資料更新的邀請郵件，很希望

大家到時能再次協助。而更重要的是，由於 V-Dem 

資料庫包含相當多的變項，所涵蓋的國家與時間亦

盡可能完整，且每年年初所進行的調查大致上年中

即會釋出，因次也很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利

用 V-Dem 資料。無論是利用 V-Dem 資料作為研究

中主要的自變項與依變項、用來進行 robustness 

check 的替代性資料、控制變項、甚或是描述性的

呈現，都希望能對台灣學者的研究有所助益。另外

V-Dem 網頁上有一個 user working paper series，任

何人使用 V-Dem 資料進行的研究寫作都可以投稿

至此，以吸引更多讀者與進一步擴展合作的可能。 

V-Dem 也可以使用在教學上，王教授以她自

己的經驗指出，V-Dem 在比政的教學上相當實用。

V-Dem 網頁上 online analysis 視覺化的工具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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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但能在教學中即時具體呈現各國的狀況與

改變的趨勢，也適合鼓勵學生以此進行更多探索。 

透過王教授的介紹讓我們了解 V-Dem 的運作

方式以及資料庫的概況，希望學界先進能多加利用。

前沿研究系列將持續為您介紹政治學研究的最新

動態，若您有想介紹給學界同仁的研究方法或題材，

也歡迎您與台政會會訊聯繫。 

《台灣政治學會會員通訊》徵稿 

誠摯歡迎各位學界先進、會員提供可供介紹

之「前沿研究議題」、「教研單位」。《會訊》預計未

來將介紹新進學術人員，有任何建議與推薦人選，

也歡迎告訴我們！ 

 

台灣政治學會秘書處  

電話：02-29393091#50761 

電郵：tpsa1994@gmail.com 

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秘書處人員 

秘書長：蔡中民（政大政治系） 

財務長：黃信豪（師大公領系） 

秘書：施欣妤、施漢陽 

執行編輯：劉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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