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青少年在進行線上遊戲時，必須透過螢幕對角色觀看，然後進行扮演，

因此為了探究青少年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的認同，必須從青少年、人物角色

影像、影像的觀看三個方向進性。於本章中，首先探討青少年認同的意涵，

了解身為研究主體之青少年的認同特質，以鋪陳青少年藉由觀看人物角色進

而獲得認同的意識脈絡。其後，藉由對電玩遊戲中人物角色設計方式的討

論，逐漸釐清青少年可能由哪些面向對人物角色進行觀看。最後，再從探究

影像觀看、解讀與認同的內涵中，漸次理解青少年與影像在觀看關係中的脈

絡位置、影像解讀的模式，以及青少年從觀看之中建立不同認同層面的可

能。因此，本章將分為四節，第一節述明青少年階段的認同與發展；第二節

討論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發展與設計概念；第三節討論影像觀看、解讀與認

同；最後，第四節則彙整分析線上遊戲與認同關係之相關研究，以一步了解

目前相關研究的現況與方向。 

 

第一節 青少年階段的認同與發展 

青少年的認同機制在心理發展的階段中，乃為相當重要的轉折，因為青

少年是個體即將告別童年，邁入成人的準備時期；所以，可以說青少年時期

的認同，關乎其未來成人人格的成形，進而可能影響其未來生活模式，甚至

人生的走向，故青少年的認同廣為教育工作者所關注。本部份我將從認同的

意義述明並整理青少年時期認同發展的特徵與意涵，期望對本研究之主體，

亦即青少年時期的認同情況進行了解，方能思考青少年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

認同的可能。 

 

一、認同的意涵 

「認同」的英文是「identity」，在有關人類行為的研究中，是經常被提

及的概念。事實上，認同有著極為抽象的意義與內涵，歷來諸多學者都曾試

圖對其定義。因此，「認同」的定義可能隨著不同的觀點背景，而有不同的

 11



意義詮釋。Erikson（引自萬家春，1998：11）認為，「認同」是一種自我相

似性和持續性的主觀感受，整合了個人生命歷程中所有過去發展的結果；為

面對當前生命的挑戰的依據，涵具對未來的期望，是一個終生發展的任務。

Kagan（1958）指出，「認同」是指努力形塑一個人的自我，去表現得像個

體選為楷模的對象所表現的模式。Gerwitz 和 Stingle（1968）認為，「認同」

是兒童獲得某一重要人物的價值理念、角色與良心。Bandura 與 Walters

（1963）認為，「認同」是個體套取楷模、思想與行動作為己有，和楷模「身

心同體」的過程。國內學者張春興（1987）則認為「認同」是經模仿而內化

形成個人人格特質的歷程。綜合諸學者對認同的定義，可以發現，「認同」

是一個具時間性的過程，在過程中個體會學習楷模的模式，並將之內化成為

自己的模式。 

由前述的定義中，可以確認在認同過程中，「楷模」所具備的重要性。

可以成為青少年楷模的對象有很多，父母、師長、同儕等都可能是兒童與青

少年作為楷模的對象。Bandura 與 Walters（1963）曾提出「符號楷模」

（symbolic model）的概念，符號楷模是指在圖片、影片、電視與各種視聽

媒體上出現的「對象」，其通常不會直接對個體做指導，卻能默化個體的認

知與行為。換句話說，Bandura 與 Walters 所指的符號楷模可以是指公眾人

物、漫畫人物、電影或電視明星等，以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傳播工具而傳布的

對象。當然今日因電腦與網路科技媒介而誕生的線上遊戲人物角色，自然也

屬於符號楷模的一類，同樣能提供青少年「楷模」的指引功能。 

個體之所以會認同楷模並模仿楷模，一般認為是因為個體認識到楷模不

但具有與自己類似的特質，而且在同類的特質上，又較自己略勝一籌（張春

興，1987）；或者也可解釋為因為個體嫉妒和羨慕某人有優於自己的身份，

在嫉妒與羨慕之餘，產生一種取而代之的心理傾向，於是就在不知不覺中開

始模仿楷模的行為（陳美芬，1996）。從這樣的原因看來，對於「認同」的

意義應該可以再加以細緻化，亦即「認同」是個體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對

楷模認知並了解，判斷其擁有哪些優於自己的特質，並產生感情，如嫉妒或

羨慕，進而採取行動加以模仿內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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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認同歷程，林英貴（1987）在探究國中學生對電視明星的認

同時指出，國中學生對電視明星的認同發生會包括有三個方面的作用：認

知、情感、行為，也就是國中學生會在認知上做判斷，肯定明星的價值，並

且將明星的價值內化，然後發生情感上想要自己替代成為明星的感受，進而

用行動表現出來。 

雖然林英貴指出認同的發生是在於前述三個面向，但事實上他在認同發

生的層面說明上，還是有價值判斷的成份在，因為國中學生在面對喜愛的明

星時，國中學生會對想要模仿內化的特質進行選擇與評定，這就隱含了價值

判斷的意義。是以，在認同的定義上，雖然仍屬於一個概括抽象的解釋，可

是卻可以嘗試歸結為三要素與四層面，三要素是個體、楷模、過程，四層面

是認知、價值判斷、情感、行動。「認知」就是指個體對楷模特質的了解認

識，「價值判斷」是指個體對楷模特質進行優劣判斷，「情感」則是指個體對

楷模發生喜愛的情感，甚至想以自己替代成為楷模，「行動」即是指由於個

體自己想替代成為楷模，於是實際採取某些具體的行動與表現。依據上述將

認同的三要素與四層面整理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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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認同定義的三要素與四層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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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樣的定義過程，可以釐清研究青少年在進行線上遊戲時，對所扮

演人物角色的認同層面，必須對青少年（個體）、人物角色（楷模）、觀看經

驗（過程）的內涵一一釐清，進而探究青少年對人物角色認知、價值判斷、

情感、行動的作用，也就是探究其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的認同。 

 

二、青少年階段的自我認同 

青少年是指處於兒童期與成年期之間的一群年輕人，而專屬於這群年輕

人的時期，則稱為青少年階段。在這個階段之中，青少年的生理與心理會急

速的發展，以為邁向成人做準備，可是在這樣急速的發展過程中，心理發展

往往與生理發展不能相配合，甚至心理發展不能與社會環境相符合，於是造

成心理的失衡，情緒不穩，焦慮不安，或甚至偏差行為。因此，在青少年時

期，對青少年心理發展的觀察就相形顯得重要。由於本研究擬對青少年線上

遊戲人物角色認同進行探討，故針對青少年心理發展中「認同」的部份進行

討論。 

Erikson（1968）認為個體的人生發展可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會

遇到緊張與危機，並稱之為「心理與社會的危機」。在這樣的危機之中，個

體若能妥善處理與調適並轉化危機，則個體就會有正面良好的成長，否則會

有負面的不良之處。而青少年期是八個階段任務中「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

的任務階段（Erikson, 1968）。也就是說在這個時期「認同」的任務在於自

我形象的肯定與確認，亦即青少年必須從自我探索中，做自我辨別、然後再

自我認識，最後獲得自我認同。相應地，青少年於此階段所遭遇的危機，即

在於自我認同無法達到統整，所造成的「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國內

學者張春興（1983）對青少年時期認同的看法是，青少年在青少年期由於認

同的對象由父母、師長轉向同儕團體，加上個人的見聞增加，接觸的訊息更

多，生活圈子變得和兒童時期有所差異，形成一個青少年眼中的「新世界」，

因此青少年會開始對過去認同成人的一切感到質疑，為了要去重新評估自己

面對的新世界，青少年有可能在行為上會捨棄原有的認同意識而試圖尋求再

認同對象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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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為藩（1996）則以「人格我」說明青少年時期認同的追求。一個人的

自我包含三部份，分別是「身體我」（body image）、「社會我」（social self）

與「人格我」（person / self-identity）。從心理發展的先後而言，「身體我」是

最早出現的；隨著社會化過程的進行，兒童日漸意識到他人的存在，並逐漸

認識其角色及有關角色的行為，於是兒童時期乃成為「社會我」發展最重要

的階段。從青春期開始，個體開始從文化價值體系中取材，織造自我的意義

系統，青少年所關切的不僅是「是什麼？」而且還會追問「應能怎麼樣？」，

其個人的價值判斷體系就逐漸形成，而「人格我」，亦即自我的認同也就在

青少年時期中萌芽。 

從 Erikson、張春興、郭為藩分別對青少年時期認同的描述，可以歸納

其焦點在於，青少年即將轉變為成人的重要階段中，其認同的投入重點是在

追尋「自我」的部份，包括個體自己對本身概念形象的覺知、了解，以及個

體對自己所處社會環境中應對位置的確認，而在此追尋認同的過程中，同儕

團體與社會文化是青少年視為標準與獲得肯定的最重要來源。並且，這樣的

認同過程若沒有得到適當的滿足，則有可能造成青少年的角色混淆與錯亂，

帶來對生活上不良的影響。是故，檢視青少年與線上遊戲的關係，我們可以

試著將線上遊戲視為是社會文化中的一環，它在青少年的認同中可能可以扮

演使青少年獲得肯定的來源，它也可能提供某些價值觀念供青少年在認同追

尋的過程中視為標準，若再結合回顧 Bandura 與 Walters（1963）的提示，

線上遊戲即可是以提供遊戲的人物角色，作為青少年在追尋自我認同時可以

模仿的符號楷模。若果如是，青少年可能對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的認同，會

包括認知、價值判斷、情感與行動等部分。以此推論，未來在研究的發展中，

我們可以依循青少年（個體）、人物角色（楷模）、觀看經驗（過程）的內涵，

形成一個認同的發展關係，然後注意青少年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認知、價值

判斷、情感與行動等部分，繼而尋找出不同層面認同的可能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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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少年的角色認同與行為行使 

青少年在追尋自我認同的過程，如果讓青少年有機會去嘗試扮演各種社

會角色，他們將體驗不同的統合、個人特質、說話及行動的方式、觀點、目

標或是不同型態的人際關係（Erikson, 1968）。事實上，人的一生中在每一

段時間裡，隨時都正在因應社會情境而分別扮演不同的角色，只是若能讓青

少年嘗試扮演更多不同的角色，會更能幫助青少年對自我認同的統合。許多

國內線上遊戲的相關實證研究指出（陳怡安，2002；侯蓉蘭，2002；陳俞霖，

2003），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由於是以「角色扮演」為遊戲的主軸，線上遊戲

就像是青少年的角色實驗場，可以讓青年提早嘗試社會化的過程。將兩者對

照時，可以嘗試推估青少年在參與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過程，由於遊戲者很

多時候必須和其他的遊戲者進行互動，因此這些人物角色在不同的程度上，

也隱含著社會角色的意義，故青少年很可能自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的扮演裡，

獲得某種認同統合的體驗，與自我形象的確認。 

循著將線上遊戲人物角色視為社會文化角色的思考脈絡，也就是將「角

色」這個字提取出來，將其置放於社會心理學的解釋時，原來的「character」

轉變為「role」，亦即從戲劇人物的角色轉化為社會心理學上的解釋：角色

是參與社會生活的一種結構性模式，也就是社會所期許於某個人在一團體中

所要擔任之職位（Allport, 1961:181），所以將線上遊戲人物角色視為「社會

文化角色」來思考時，「角色」的概念就較接近一套社會行為價值模式的意

義，從這樣的觀點下，「角色」就必須突顯其在現實社會中行為行使的理解，

亦即我們可以試著思考當個體對一個角色認同時，個體可能如何落實其行為

行使？在社會心理學中，Allport 的角色理論中關於個體對認同角色行為行

使的說明，可以作為一個參考的架構。Allport 在 1961 年提出，人們對同一

角色的認同與行為行使會表現在四個面向，即角色期待、角色構想、角色接

納、與角色踐行，其四個面向規劃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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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Allport 角色認同與行為行使四面向圖 
資料來源：引自郭為藩（1996：46） 

 

 

 

 

 

 

 

 

 

 

 

 

 

根據 Allport（引自郭為藩，1996）對角色期待、角色構想、角色接納、

與角色踐行等四面向提出的意義解釋，將之應用於說明青少年參與線上遊戲

角色扮演經驗，意圖呈現當青少年對一個角色認同時，個體可能如何落實其

行為行使： 

（一）角色期待（role-expectation） 

角色期待指的是人們能夠預期某一角色在何種情境下大概會有哪些行

為表現，這是關乎一個社會大眾的期許，亦即社會大眾會對某一職位的據有

者，認為其應有某些行為模式。應用於青少年對人物角色的期待時，可能是

指，青少年以遊戲公司對角色的設定、共同參與遊戲的同儕團體，或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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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過去的遊戲經驗影響，而對該人物角色有一些預期的行為表現，例如：

一位熟悉西方中古傳說故事的遊戲者，當其面對遊戲中「騎士」的人物角色，

遊戲者可能連結自己對西方中古故事的印象，而對「騎士」的人物角色，預

期為應該是浪漫而自由的巡迴於各領地，為榮譽與佳人而願意接受各種敵人

的宣戰。 

（二）角色構想（role-conception） 

角色構想又稱為角色覺知，是指角色據有者對其本身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與認知。覺知是關乎於個人的主觀，因此覺知不一定實際存在，只是當事人

覺得它存在；且個人所覺知的角色行為可能會和社會大眾期許的行為不盡相

同。也就是指青少年對人物角色有一些解釋與看法，但這些解釋與看法，很

可能只是青少年自己主觀的感覺認知，和遊戲公司所設定的人物資料，及和

共同參與遊戲的同儕團體之構想有所出入，例如：遊戲者對「騎士」的人物

角色的看法，遊戲者可能出於自己的主觀認知，覺得「騎士」就是「十字軍」

的一員，而實際上兩者並沒有關聯，這樣的角色構想，就是明顯的不同於一

般遊戲同儕的看法。 

（三）角色接納（role-acceptance） 

角色接納是指個人對角色雖然有正確而客觀的認知，但卻不一定願意接

受這種角色期待或角色構想，於是產生反抗，也就形成了角色接納層面。換

句話說，有的遊戲者可以清楚了解自己對角色的詮釋是有主控權的，而且也

願意運用這樣的主控權在遊戲的角色扮演之中。例如：遊戲者了解「騎士」

是英勇挺拔的形象，可是遊戲者在扮演時卻不一定願意接受這樣的形象，他

可能會用遊戲中的裝備系統，為自己的「騎士」角色裝上小丑鼻子，戴上東

方農夫的笠帽，並且為此擁有自我風格而感到愉快。 

（四）角色踐行（role-performance） 

角色踐行又稱為「角色演出」，指實際行使角色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人雖能夠接納社會對角色的期許，對所扮演的角色也相當確切的認知，

但由於個人性格與習性的使然，在實際生活中卻無法踐行角色的規範行為。

例如：遊戲者了解「騎士」是英勇挺拔的形象，也願意接受為正義而戰的「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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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表現，可是因為遊戲者本身的傾向喜歡與人交易買賣，認識朋友，也許

遊戲者所扮演的「騎士」就是一位不從事打仗，而專責買賣的「商人型」騎

士。 

綜合以上定義說明，再配合 Allport 角色認同與行為行使四面向（如圖

2-1 所示），可以引導本研究在思考青少年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認同時，可能

如何落實其行為行使的思考。反過來說，也就是試著從分析遊戲者在遊戲中

對人物角色的角色期待、角色構想、角色接納與角色踐行等行為行使的面

向，可能可以幫助探究青少年隱含於遊戲經驗中對人物角色的認同線索。此

外，必須一提的是，Allport 認為在角色認同與行為行使的四面向之中，角色

構想與角色接納是滲透於人格之中的，並且構成人格的一部份（引自郭為藩，

1996），因此在和遊戲者討論這相關的面向時，也許還必須對遊戲者的能力、

氣質、態度等人格特質做進行了解，以佐證獲得的研究資訊。 

 

 

第二節  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發展與設計 

探究線上遊戲人物角色是如何被遊戲公司所發展與設計，可以幫助了解

青少年參與的線上遊戲。因此，本節首先將從線上遊戲的發展開始，描述線

上遊戲中角色扮演類遊戲的緣起、趨勢以及在台灣的發展過程；繼之，分別

就角色扮演類遊戲與線上遊戲的遊戲模式說明，歸結出本研究所專注的「線

上角色扮演類遊戲」之遊戲模式；最後，聚焦於整體電玩遊戲的人物角色設

計方式，說明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在遊戲世界中的可能呈現方式。 

 

一、線上遊戲的發展 

本部分自線上遊戲的緣起與發展趨勢作一個概說，此外，為了更密切的

連結台灣青少年所接觸的線上遊戲環境，對台灣線上遊戲發展的過程也會加

以進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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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遊戲的緣起與趨勢 

在「遊戲線上」1一書中，曾對線上遊戲的緣起與各階段的發展做說明，

從中可以窺見今日線上遊戲風貌形成的諸因素： 

1、桌上紙牌遊戲與奇幻文學的結合 

線上遊戲中角色扮演類遊戲的起源可從 1970 年在美國風行的TRPG

（table role-playing game）追溯起，意即「桌上紙牌遊戲」，中文稱為「紙上

角色扮演遊戲」（傻呼嚕同盟2，2002），紙上角色扮演遊戲的遊戲方式，是指

在同一個時間，聚集約五至七名參與者在同一個場地，每個人面對面地扮演

不同的角色並互動演出，其中一位參與者必須擔任主控遊戲的遊戲管理者，

稱之為GM（game master），GM必須負責協調每個來自不同背景、不同價值

觀的參與者都能參與演出，而且還要防止不讓遊戲的劇情發展發生變調；而

紙上角色扮演遊戲的角色，通常以奇幻文學（fantasy fiction）中的角色最受

歡迎。例如：精靈、魔法師、矮人族等，在今日的線上角色扮演遊戲也確實

可以看到這些角色的影子，如遊戲「天堂」的角色，就是以精靈、魔法師、

矮人族等作為分類，賴柏偉（2002）認為這樣的結合，是由於奇幻文學講求

以擬真的手法去創造傳說的世界與奇蹟，這一點可以幫助遊戲者在遊戲時，

運用想像力投入遊戲情境，營造出想像的遊戲空間，而我也認為以如此擬真

的手法創造傳說的世界與奇蹟，和視覺科技、網路科技以虛擬影像在電腦與

網際網路上創造幻想角色的手法是相呼應的。 

2、電腦的引入 

隨著紙上角色扮演遊戲的遊戲參與者越來越多，所有的參與者就必須花

更多的時間協調共同的場地、時間，而 GM 的工作也越來越辛苦，於是有

人將發展中的個人電腦加以應用，使電腦負責 GM 的協調管理工作，這樣

                                                 
1 「遊戲線上—漫談線上遊戲的迷人世界」一書，是作者群「傻呼嚕同盟」特別針對電玩流

行文化書寫的專書，參引用文獻。 
2 「傻呼嚕同盟」是五位對動畫、漫畫、電玩有極度狂熱的五年級生，於 1993 年所組成的

流行文化研究團體，試圖將動畫、漫畫、電玩以學術研究精神但淺顯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同樣

對動畫、漫畫、電玩有興趣的人，參見http://www.sac.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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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戲機制，也就是稱之為電腦角色扮演遊戲（Computer role-playing 

game），意即台灣遊戲者俗稱的「單機版的角色扮演遊戲」之開始（傻呼嚕

同盟，2002）。但是，這樣的遊戲限制是，遊戲者是單獨個人以文字指令和

電腦玩遊戲，不再是原先「紙上角色扮演遊戲」時代，遊戲者能和不同遊戲

者進行互動而遊戲。 

3、多人連線的開展 

1979 年，英國大學生 Roy Trubshaw 與 Richard Bartle 改寫設計出一種

電子遊戲，稱之為 MUD（multiple user dungeon），它可以讓多個遊戲者透

過電腦終端機同時連上網路的冒險遊戲，但是其介面主要還是以文字為主

（Reid, 1995），遊戲者以下文字指令來進行遊戲。由於 Trubshaw 與 Bartle

的改寫，使原先只有單一遊戲者參與的冒險遊戲，轉變為可以讓多個遊戲者

共同參與的遊戲模式。MUD 的指標意義是，它提供了一個可以讓不同時區、

不同地點、不同的人在同一時間內聚集於同一幻想世界中去角色扮演的空

間。MUD 的遊戲型態推出之後，在遊戲者之間引起很大的迴響，因為它可

以讓遊戲者與其他遊戲者發生互動，一些學者也開始在其遊戲的意義之外探

討它與遊戲者之間的互動，例如美國的 Turkle（1995）在麻省理工學院進行

對遊戲者在 MUD 遊戲裡探索自我認同的研究。她認為 MUD 讓遊戲者在真

實生活之外，還能在網路之中以各種暱稱、角色來塑造一個新的或多個自

我，而這樣的自我是和現實世界一樣，需要在和其他人的互動關係中建立，

只是在網路之中卻可以跨越時間、地域、生理等限制，和虛擬社區裡與其他

遊戲者的互動關係中建立，Turkle 認為現實與網路多個不同的身份彼此切

換，每個自我對遊戲者來說都是真實，這使自我失去原來的統一性與一致

性，形成一個平行、多元、去中心化、片段化的自我認同。 

4、圖形化介面成為主流 

隨著時間的推進，電腦科技的發展飛快進步，家用電腦普及，組件功能

改良，以及網路頻寬的推進，原先的文字介面已經不能滿足遊戲者，於是 1987

年，Kesmai公司推出以圖像為遊戲介面的Air Warrior3線上遊戲，這個遊戲成

                                                 
3 參見http://www.airwarrior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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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線上遊戲中角色扮演類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指標（Mulligan, 1999），因為

MUD遊戲由文字轉向為影像圖形為主的設計，之後，遊戲公司們紛紛陸續開

始追求圖形化的介面，例如，1999 年美國Sony設計出第一人稱視野的 3D影

像角色扮演遊戲Ever Quest4；而 2001 年，Funcom推出以第三人稱視角的 2D

影像遊戲Anarchy Online5，值得注意的是，乘著圖像化的趨勢，「影像」開始

全面攻佔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領域，呼應著視覺時代的轉變。 

從線上遊戲的發展緣起與趨勢中，角色扮演的成分一直存在，網路化與

圖形化是整個線上遊戲發展的趨勢特色。網路化，使遊戲者可以擺脫時間與

空間的限制進行遊戲；而圖形化，則使影像取代了文字，不但豐富了遊戲者

的視覺，也促成遊戲者必須對影像進行「觀看」，方能進行遊戲的提示，在

此基礎下，從而引發我對遊戲者如何自遊戲經驗的觀看中得到認同感到興

趣。 

 

（二）、台灣線上遊戲的發展 

為了要了解台灣線上遊戲的發展，找出其中關於角色扮演類遊戲的位

置，那麼著眼於電玩遊戲平台6的轉換（力世投資管理顧問公司，2001），可

更能嗅得其在台灣青少年間不敗的地位。 

1、任天堂「瑪俐兄弟」的天下 

在 1980-1990 年代左右台灣的電玩主流是由日本「任天堂」7（Nintendo）

紅白機搭配「超級瑪俐」8所主導，紅白機是指遊戲機外表機殼的配色，遊

戲的模式是遊戲機插入含有遊戲程式的卡匣，由遊戲機讀取訊息，再將這些

程式訊息由遊戲機傳輸畫面到電視螢幕，遊戲者藉由按鍵式的搖桿操縱進行

遊戲，搭配上任天堂遊戲公司所開發的經典傑作「瑪俐兄弟」（super mario 

                                                 
4 中文遊戲名稱譯作「無盡的任務」，參見http://eqplayers.station.sony.com/index.vm 
5 參見http://www.anarchy-online.com/。 
6 電玩遊戲平台指的是供應遊戲運作的設備，如遊戲機、電腦、網路等。 
7 電視遊戲機名稱，參見http://www.nintendo.com/home。 
8 參見http://www.mariomonsters.com/。 

 22



bros.），台灣電玩遊戲產業於當時掀起一陣日本TV Game的風潮，瑪俐歐與

路易奇兩兄弟，成為當時仍是青少年的六年級生們共同的回憶。 

2、電腦「大富翁」的時代 

1990 年代末期由於個人電腦技術突進，低價位電腦的盛行帶動個人電

腦普及化，同時由於國內電腦遊戲軟體程式撰寫的人才較多，而且遊戲開發

成本資金較電視遊戲軟體低，以及國內盜版猖獗，國外行銷難以拓展，這些

原因都促使個人電腦逐漸取代遊戲主機成為主要應用的硬體平台，個人電腦

取代遊戲機讀取遊戲程式，鍵盤和滑鼠成為遊戲者的控制器，於是個人電腦

TV Game 的市場隨逐漸被PC Game所取代，大富翁遊戲9可為當時PC Game

流行的一個象徵，不只遊戲成為流行的象徵，大富翁遊戲中的經典人物角色

「阿土伯」10，是當時學生們除了鄰居親切的「阿福伯」之外，最熟悉的歐

吉桑。 

3、線上「天堂」的皇朝 

2000 年之後，網際網路在台灣急遽發展，將電玩遊戲的平台推向網路世

界，促成線上遊戲的興起，這樣平台的轉換，又再一次地重組整個遊戲產業

生態。遊戲公司華義國際於 2000 年推出線上遊戲「石器時代」11，同時期遊

戲橘子也推出的「天堂」12、智冠推出「網路三國」13，在眾遊戲公司的強勢

行銷帶動下，一時之間，線上遊戲在台灣市場炒熱，形成風潮（力世投資管

理顧問公司，2001）。特別是線上遊戲「天堂」，其風行的程度，直至今日仍

陸續推出改版續集，並且仍是廣受青少年的歡迎，在台灣，「天堂」就像是線

上遊戲的代名詞一般。電玩遊戲藉由網路從個人電腦的封閉遊戲型態中開放

出來，遊戲者藉由網路的跨地域性、互動性改變了遊戲的遊玩方式與型態。

遊戲者不再是一個人在螢幕前遊戲，遊戲者可以同一時間和不同時區、地域、

                                                 
9 參見http://ashbone.daiseki.com.tw/temp/richman/richman.html。 
10 參見http://image2.sina.com.cn/gm/upload/20050303/151/1109845567/images/review/h2.jpg。 
11 參見http://www.wayi.com.tw/stoneage/。 
12 參見http://tw.lineage.gamania.com/index.asp。 
13 參見http://www.chinesegamer.net/s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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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的遊戲者在遊戲中相遇互動，而且遊戲不只是遊戲，也發展成可以和其

他遊戲者相互聊天、對抗、練功、相互討論、分享心得、意見交流的型態。

成為今日青少年所參與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新面貌 

從電玩遊戲的使用平台轉換歷史中我們可以觀察台灣線上遊戲產業發

展的歷程。自TV Game 平台移轉至PC Game平台，再至目前的Online Game

平台，其中角色扮演類的遊戲一直是受到青少年歡迎的類型。也因此才會在

每個平台更迭之後，留下經典的遊戲人物角色，供玩家回憶，如前述的瑪俐

兄弟、阿土伯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佔有較多市場的TV Game也開始發

展出連線式的遊戲，如「太空戰士」14（Final Fantasy），這顯示著台灣遊戲

者對角色扮演類遊戲網路化的需求與傾向。 

 

二、遊戲模式的特質 

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遊戲模式基本上是綜合了角色扮演遊戲與線上遊

戲的遊戲模式，因此，在本部分別將述明兩者的特點，最後綜合歸納出線上

角色扮演遊戲的遊戲模式特點。 

（一）、角色扮演遊戲的遊戲模式 

遊戲設計師 Rollings 與 Adams（2003）認為角色扮演類的電玩遊戲有幾

點共通的要素： 

（1）主題：主題就像是一個故事的軸線，規劃角色的行動趨向。讓遊

戲者覺得「只有我可以拯救世界」是角色扮演類遊戲最善用的主

題，因為它使遊戲者以為自己是能夠拯救瀕臨毀滅世界的唯一英

雄，這樣的感覺促使遊戲者容易投入遊戲之中。 

 

 

                                                 
14 參見http://www.ff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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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背景就像是一個故事的情境佈置，用來置放各個主題，強

化主題的表現性。托爾金式（J. R. R. Tolkien）15的奇幻與科幻則

是最受歡迎的故事背景類型，奇幻指的是奇幻文學，如「魔戒」；

科幻則指的是如「星際大戰」這樣的太空情節設定。 

（3）互動模型：互動模型包含了角色管理、導引、控制、物品，也就

是基礎的遊戲規則。互動模型的設計通常環繞於人物角色的發展

軸線，亦即讓遊戲者可以對一個人物角色在裝備打扮、能力值培

養上選擇決定的遊戲功能。 

（4）視角：視角指的是遊戲者透過電腦螢幕看虛擬世界的角度。隨著

電腦科技的進步，今虛擬世界多以 3D 的視覺方式呈現，而遊戲

者在觀看的過程中，有第一人稱視角與第三人稱視角的分別，第

一人稱視角是遊戲者感覺自己就是化身（avatar），這樣的角色設

計又稱為主觀性質角色，第三人稱視角則讓遊戲者感覺自己是操

控者，這樣的角色稱之為客觀性質角色，遊戲者和角色是保有一

些距離的（蕭嘉猷、詹玉艷，2001）。 

相應於 Rollings 與 Adams，國內的賴柏偉（2002）藉由整理國內相關的

研究，指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三點主要特色： 

（1）角色屬性：也就是遊戲設計者對人物角色的設定，包括美術與人

物角色的資料背景。 

（2）戰鬥方式：這是基於遊戲者欲促成所扮演之角色的「成長」，所設

計的遊戲規則，包括「戰鬥」、「攻城」、「打怪」，藉由和其他人物

角色或怪物的戰鬥，遊戲者扮演的角色可從這些磨練中獲得經驗

值，促使角色升級成長。 

                                                 
15 J. R. R. Tolkien為英國文學家，生於 1892 年，於 1936-1949 年間作「魔戒之王」三部曲小

說（The Lord of Rings、The Two Towers、The Return of the King），以寫作構建出一個虛擬世

界的真實性，為該虛擬世界創造出歷史、文化、語言、歌謠等，其大膽創作的方式，吸引了

後來許多作者紛紛起效尤，故被尊為近代奇幻文學的開拓者，而奇幻文學就常以其名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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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城迷宮：就是虛擬的世界，以虛擬的地圖呈現一個遊戲場，遊

戲設計者在不同的地圖區塊暗藏任務、線索、或寶物，提供遊戲者

進行任務和練功升級的空間。 

從上述角色扮演類遊戲特點歸結，角色扮演類的遊戲模式大致包含了角

色設定、故事設定、遊戲規則設定，亦即遊戲者選定遊戲公司設定的人物角

色，投入結合角色的主題故事，讓角色依循遊戲規則，持續的進行遊戲。 

 

（二）、線上遊戲的遊戲模式 

線上遊戲的類型依據力世投資管理顧問公司（2001）對國內線上遊戲特

質、平台、使用者特性等的分析結果，主要可概分為三類： 

1、回合式遊戲（round game） 

「回合式的遊戲」，回合式的遊戲出現的最早，在 1998 年 1 月，傳雅電

腦便己推出i.Game16（遊戲網間），提供橋牌等回合制遊戲，是國內最早的

遊戲網站，目前國內知名的回合式遊戲經營網站有「史萊姆的家」17。回合

制遊戲的目標客層主要是針對想上網輕鬆找樂子的族群，此種型態的線上遊

戲多採免費註冊、開放式，宏碁戲谷18即為此類遊戲的典型。主要遊戲種類

以麻將、橋牌、五子棋、賽車等，目前代表的遊戲則有「瘋狂阿給」19、「火

影忍者」20等遊戲。 

2、撮合式遊戲（match game） 

「撮合式遊戲」，主要運作方式就是遊戲者上遊戲廠商建置的平台後，

尋找志同道合的遊戲夥伴即可開局對戰。這一類類遊戲提供的網站多半由軟

體開發商經營，供已購買遊戲軟體的遊戲者上來討論或尋找對手，網站本身

                                                 
16 威比娜蒂網路股份有限公司設立的遊戲網站，參見http://www.igame.com.tw/。 
17 參見http://www.slime.com.tw/mail/mail3.htm。 
18 參見http://www.funtown.com.tw/。 
19 參見http://bnb.digicell.com.tw/。 
20 參見http://www.naruto.com.tw/show/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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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提供媒合系統即可。此種遊戲還能夠藉連線到內部區域網路，進行遊戲

者之間的對戰，在網咖盛行的時候，風行的遊戲有世紀帝國（AOE）21、星

海爭霸（Starcraft）22。 

3、線上遊戲（online game） 

第三種是最狹義的「online game」，也是本研究所定義的線上遊戲。目

前市面上大為風行的「天堂」、「仙境傳說」23、「魔獸世界」24等即為此類型

的代表。主要的遊戲種類有角色扮演、戰爭、策略為主。其基本的遊戲模式

如下： 

（1）添購軟體與點數卡： 

遊戲者於零售店（7-11、遊戲軟體販售店、書店等）購買遊戲光

碟（通常售價在 299 至 399 之間，有些則為免費），與點數卡（通

常為 300 元左右）。 

（2）註冊為該遊戲網站會員： 

回家後，先將遊戲載入個人電腦後，再以連線方式進入該遊戲軟

體的遊戲網站，填寫完個人資料後即註冊成為該遊戲網站的會員。 

（3）註冊該遊戲軟體： 

將時數卡內的產品序號以及步驟 2 所獲得的會員帳號與密碼輸入

後，即可進入該遊戲網內遊玩。 

（4）自動計算點數收費： 

遊戲者每次上網進行該遊戲時，該遊戲公司則會依遊戲者的上線

時數，扣除遊戲者會員帳戶中的遊戲點數。 

從角色扮演類遊戲與線上遊戲的遊戲模式裡可以推知，線上角色扮演遊

戲的模式就是將角色扮演的活動搬移至網際網路之上，過去遊戲者只能夠在

                                                 
21 參見http://www.microsoft.com/games/empires/。 
22 參見http://www.starcraft.org/。 
23 參見http://ro.gameflier.com/default.asp。 
24 參見http://www.wowtaiw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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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電腦上單獨的扮演著故事中的角色，和遊戲者互動的只有電腦程式控

制人物，但是到了網際網路的線上遊戲，遊戲者就開始可以和其他真實的遊

戲者互動，一起扮演不同的人物角色，共同營造遊戲世界，其他的遊戲者可

能是熟悉的同學、朋友，但更有可能是千里之外素不相識的人。然而，雖然

有所改變，但變的是「人際的互動」，角色的扮演卻仍然未變。 

 

三、人物角色的設計 

自角色扮演遊戲與線上遊戲的遊戲模式解析中，可以了解遊戲中人物角

色的扮演至為重要。被玩家接受進而願意扮演的人物角色是引發角色扮演活

動的主要關鍵。研究遊戲設計的學者依各自著重層面的不同，提出各種設計

的觀點，茲討論如下： 

（一）、兩種導向的設計方式 

Rollings 和 Adams（2003）認為電玩遊戲的人物角色設計有兩個面向：

美術導向的角色設計、故事導向的人物設計。 

1、美術導向的角色設計： 

美術導向的角色設計是為了因應簡單模式的遊戲設計，因為簡單模式的

遊戲設計比較不依賴故事，所以需要以視覺要素來強化角色，也就是視覺上

的美術設計。欲採用美術導向的角色設計，必須特別針對目標群眾的喜好進

行調查，這樣的角色設計有兩個注意的要點： 

（1）使遊戲者投入自己的人格：由於角色的背景故事不強，通常都是

藉一小段背景故事簡介，以給予遊戲者一些想像方向，角色顯得

不是如此的具體化，所以設計者必須強化其視覺的要素。相對

地，這樣的設計使人物角色對遊戲者來說就像是一張白紙，讓遊

戲者可以自行「填上」自己的人格，這樣的作法反而能使遊戲者

大大地提升自己的涉入程度，讓遊戲者將自己的人格投射進自己

所扮演的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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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渴望與超感官的刺激：美術導向的角色設計常常被寄予渴望與超感

官的設計。例如，古墓奇兵的主角Lara Croft25是典型的被寄予性渴

望的例子，因為其身體的胸部、臀部部位比例被不正常的放大、放

寬，腿長比例被放長，腰部比例則縮小到非正常的尺寸，這樣的性

渴望設計又被稱為超感官刺激（super-sensory stimulation）。而「可

愛」則常被設計人員用來逃避審查人員對性渴望的管制，如「超級

瑪俐」、「皮卡丘」，這些角色的特徵就是圓圓的大眼睛，和幼小的

身體，這是設計者促使遊戲者將個人對寵物或嬰兒保護的感情，轉

移至遊戲中的角色身上。值得注意的是不同文化中的藝術風格可能

會有相當不同的面貌呈現。 

2、故事導向的人物設計： 

故事導向的人物設計會先著手於人物角色的背景故事，再考量人物的外

觀形象。遊戲公司的美術設計通常透過對人物角色的細節描述進行視覺呈

現。但是 Rollings 和 Adams（2003）認為目前的遊戲產業對人物的設計常常

流於抄襲，缺乏原創性，這已逐漸促成遊戲產業的崩盤。 

無論是美術導向的角色設計，亦或故事導向的人物設計，Rollings 與

Adams 認為，電玩遊戲中人物角色的設計應有三個黃金指導原則，也就是： 

（1）角色必須引起遊戲者的興趣。 

（2）角色必須讓遊戲者的喜愛。 

（3）角色必須經由遊戲中的體驗而獲得成長或改變。 

這三個指導原則中，可以觀察出遊戲設計者將人物角色設計和遊戲者之

間關係的緊密連結，遊戲設計者必須以引起遊戲者的興趣與喜愛為最大的目

標，並且要以角色的成長使遊戲者對遊戲產生長時間的專著與投入。此外，

Rollings與Adams還以Joseph Campbell26的「角色原型」27概念指出，若能處

                                                 
25 參見http://www.tcmagazine.info/images/gc/news/Lara_2.jpg。 
26 Campbell, J. 為神話學學者，1904 出生於美國，1948 年以《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ㄧ書奠定其神話學權威地位。於此書Campbell針對各種神話背後的原型進行研究，其認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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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物的角色原型，特別是英雄的角色原型，可以確保遊戲者認同該人物。

國內的周榮（1997）與林奎佑（2003）也進行過相關的實證研究，研究結果

確定國內的遊戲者會受到遊戲者設計的角色原型所吸引，從這樣的觀點可以

推知遊戲設計者在設定人物角色時，絕不只是淺表、直接的進行設計，在設

計的過程是投入許多的思考與策略的，為的是使遊戲者投入遊戲和所扮演的

人物角色發生互動。 

 

（二)、象徵符號的設計方式 

Freeman（2004）指出電影、電視、廣告等，會運用視覺的象徵與語彙

來賦予角色的共鳴，電玩遊戲也可以進一步地運用這樣的概念強化遊戲者的

情緒。亦即說明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的人物角色設計，可以視為一個象徵符

號的設計。 

Loponen 與 Montola（2004）在其研究中指出，將角色扮演遊戲的人物

角色視為符號，可以提供人們理解如何在角色扮演遊戲中互動。Loponen 與

Montola 以符號學中 Pierce 的符號概念：肖像符號、指標符號、象徵符號，

將人物角色各部分的視覺設計，歸類成為三類不同表達方式的符號，

Loponen 與 Montola 認為由於這些人物角色的視覺呈現，隱含有這三類符號

的形式，因此才能使遊戲者在一個虛擬的遊戲空間中，彼此了解與並相互溝

通。 

此外，Lappi（2004）認為，遊戲者想要了解一個人物角色，閱讀（reading）

其設定的資料是不夠的，因為那只是人物角色一部分的文本，遊戲者還必須

了解人物角色是為一個「媒介」（medium）的意義，方能真正了解該人物角

色。雖然這是對遊戲者的呼籲，但是對於本研究進行時的提示，當探討青少

年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認同的同時，不能忽略學生是否有將人物角色視為一

                                                                                                                                      
話或者經典文學藝術作品中的人物，其性格、經歷或特徵，都具有普遍人物的代表性，重複

在歷史中發生，此亦即「角色原型」。 
27 神話學者們歸類出所有的神話、經典文學中，總共有十種角色原型，天真者、探險家、智

者、英雄、亡命之徒、魔法師、情人、散播歡樂者、照顧者、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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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符號，對其內涵的意義深入的去理解以及進行詮釋。 

 

（三）、三面向模型的設計方式 

三面向模型的設計方式，是以 Egri（1960）於戲劇藝術中指出的人物性

格三面向為基礎，關心的是人物角色視覺要素背後的內在設定。Lappi (2004)

指出，在角色扮演遊戲裡，最重要的部份是設定一個人物角色有什麼思想、

信念、與行動，以及如何有這些思想、信念與行動；而 Lankoski（2004）也

指出，每一個角色都需要有一個觀點態度（viewpoint），這些觀點態度使人

們能夠行動。故遊戲設計者在人物角色的設定上，不但要關注視覺要素的規

劃，視覺要素背後所承載的思想觀點更是人物角色的靈魂所在。 

通常遊戲者能對所扮演的人物角色形成一個心中的「形象」（image），主

要靠的是對角色設定資料（document）的理解（Lappi, 2004）。角色設定資料

通常是故事（story）或人物角色的基本資料（sheet）。故事即指關於角色的簡

短故事、文章或心理分析等。基本資料則是關於人物角色的體重、力量等級、

年紀等資訊。Egri 在戲劇藝術理論中，建立了人物性格三面向的基礎：生理

學、社會學、心理學的三面向，後來遊戲設計者引以為人物角色設定資料建

立的參考架構，其中，Lankoski、Helio 及 Ekman（2003）將這三面向擴充為

更充實完整的結構，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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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人物角色設定三面向表（the three-dimensional character） 

生理學 

Physiology 

社會學 

Sociology 

心理學 

Psychology 

 

• 體重或重量 

• 髮色或眼睛的顏色 

• 姿態 

• 外貌特徵 

• 缺陷 

• 遺傳特徵 

• 體形 

 

• 階級 

• 職業 

• 教育 

• 家庭生活 

• 宗教信仰 

• 種族、國家 

• 所屬的社群地位 

• 政治聯盟 

• 興趣 

 

• 道德標準 

• 目標、抱負 

• 挫折、創傷 

• 氣質性格 

• 生活態度 

• 內心情緒 

• 智力 

• 內向、外向 

• 直覺 

 

資料來源：引自Lankoski, Helio, & Ekman (2003: 9)  

 

雖然人物角色的設定，各家有各自著重的觀點與看法，但是在真正在遊

戲之中，人物角色還是必須藉由遊戲者在真實世界中的某些行動方式，或遊

戲者在遊戲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定義的。Lankoski（2004）認為，遊戲

者過去的經驗會影響其對遊戲與所屬角色的理解。亦即，遊戲者在扮演人物

角色時，是無法脫離自己本身的，許多遊戲者理解角色的方式其實就是他們

理解自己的方式（Lappi, 2004），這一點暗喻著當青少年在扮演線上遊戲的

人物角色時，很可能會將自我投射於角色之上，換句話說，青少年在對人物

角色扮演的同時，極可能也是對自我一種形象上的認同投射。 

 

 

第三節 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觀看、解讀與認同 

在線上遊戲裡，人物角色是以影像符號的方式呈現，青少年選擇一個人

物角色進行扮演與人互動，從中「詮釋」出我的意義。這樣的過程就像是觀

者對影像的觀看，並對影像解讀，然後從中產生認同。是以，本部分首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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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角色影像的觀看開始；進而探索人物角色影像的解讀，最後探討觀看中

認同的建構。 

 

一、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觀看 

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在本研究中被視是一個影像符號，人物角色影像的

觀看就等同於符號的解讀，因此先由人物角色的符號內涵，了解其中的意義

層次，繼而從符號意義產生過程，說明觀看中力量的運作。 

（一）、人物角色影像的符號內涵 

在人類的文明發展中，人們懂得以各種符號系統，亦即書寫、口說、或

圖示等方式，記錄各種現象，傳達各種事物，影像由於其寫實與再現的特質，

因被視為是眾多符號系統中的傳達、再現、賦予意義的首選（趙惠玲，2005）。

線上遊戲人物角色以影像的方式呈現，其實就是一種傳達、再現、賦予意義

的符號。要了解一個符號如何產生意義，則可自其符號內涵角度對其檢視。 

「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y），是解釋「符號」（sign）運作的科學，

主要關心符號承載的意義是如何產生（Loponen, 2004）。其中研究符號學的

學者主要有三位，一為瑞士的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Saussure 確立「符徵」與「符旨」分別代表概念和形象，共同構成一個符號

的概念；二為美國哲學家 Charles Saunders Peirce（1839-1914），Peirce 則是

根據符號與其對象的關係，將符號分成三類，分別是肖像符號（icon）、指

標符號（index）、象徵符號（symbol）。這兩位學者為符號學研究奠定基礎；

第三位則是法國的學者 Roland Barthes（1915-1980），他將 Saussure 的理論

加以延伸，應用於流行文化符號的解釋，最為後世所熟知。 

由於Barthes的符號學觀點常常被引用於對流行文化影像符號的解讀

28。因此，本研究採取其觀點已檢視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的內涵。Barthes的符

                                                 
28 例如，藝術教育工作者Terry Barrett（2003）嘗試以Barthes符號義義層次的分析，引導青

少年學生分析雜誌「Rolling Stone」的封面符號，探究影像如何建立意義，在協助學生們發

現人們對女性形象的一些迷思上有著明顯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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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學觀點，最重要的在於其建立的符號意義分析的系統，其分析的層次如圖

2-3 所示： 

 

 

 

 

 

符號 

符號具（符徵） 

 

符號義（符旨〉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明示義 

隱含義 

迷思 

真實 文化 

圖2-3 Barthes符號義義分析層次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Fiske（1990） 

 

 

 

 

 

 

Barthes 符號意義分析的系統主要包含兩個層次，也就是第一層次的「明

示義」，與第二層次的「隱含義」與「迷思」（Fiske, 1990）。 

第一層次： 

「明示義」（denotation）指的是符號具與符號義的直接關係，也就是符

號最明顯的意義，例如，紅玫瑰的明示義，就是它是一個顏色的玫瑰。

是關於形式的意義，是屬於表層的意涵。 

第二層次： 

「隱含義」（connotation）則是指符號如何與使用者的感覺或情感、文化

價值觀互動。例如，紅玫瑰被視為是愛情的象徵，其中愛情的意涵，就

是隱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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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myth），則是一種文化思考事物的方式。例如：對於兒童，傳

統的想法認為得那就是一段自由而純真的時期。但是在過去的不同的時

代，也許兒童卻是被視為是一種半成人。因此，Barthes 指出，迷思是某

個社會階級的產物在某個歷史時期取得主導的地位。其中「隱含意」、「迷

思」是符號、使用者與文化互動中最活躍的兩個部份（張錦華等譯，

1995）。「隱含義」與「迷思」相對於「明示義」，則是較深層的意涵。 

藉由 Barthes 符號意義分析的系統，解釋人物角色影像的內涵，那麼即意

指人物角色影像內涵會有兩個層次，其中「明示義」應該就是指，遊戲公司

讓人物角色在螢幕上呈現的樣子，也就是透螢幕看到的騎士、盜賊等的外表

形式。「隱含義」則就是指青少年認為他看到的騎士是代表正義的內在意涵，

而「迷思」則可能是青少年看到螢幕中的男性騎士，但是他受到性別迷思的

影響，於是他可能解釋說他的男騎士是不輕易掉眼淚的。了解人物角色影像

的符號內涵，繼而可以探討符號意義的產生，也就是觀看的運作。 

 

（二）、觀看的運作 

符號傳遞訊息、接收者解讀訊息，雙方應各自擁有其力量。符號的基本

構造是符號具與符號義，它能夠承載意義，於是就形成符號的力量，（Sturken 

& Cartwright, 2001），更具體的說，符號的力量也就是符號在被生產的過程，

生產者可能會有意無意的投入自己的意識型態，影響接收者的思想意識，如

果符號承載的意義是被扭曲之後的想法、意念，而接收者沒有察覺或反省的

接受認同，那麼就會導致接收者被蒙蔽。這樣的看法，是將符號的力量視為

較強大。而傳播學中的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觀點，認為人們

會因為要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主動選擇使用、接收想要的媒體，這樣的觀點

是強調接收者的個人性與自主性（Lull, 1995），亦是將接收者的力量視為在

符號力量之上。 

其實，符號學者認為符號意義的產生是由接收者與符號互動而產生的，

也就是認為在符號意義產生的過程中，接收者與符號兩者的貢獻是一樣的

（張錦華等譯，1995）。他們還更深入的指出，如果接收者與符號兩者同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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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化，那麼符號中的隱含義和迷思和接收者的隱含義與迷思，就可以互

動的更平順。這乃是指符號會引導讀者揣摩這個社會的主流價值，使其依據

社會主流價值來解讀符號，換句話說，觀者也能讀出照片本身所期待的意

義。這其中的優先意義是被接收者和符號共同產製的，接收者也由此與優勢

價值體系保持某種特定關係（張錦華等譯，1995），因此，符號的意義的產

生，其實應是社會傳統的背景脈絡所形成的（Mitchell, 1994）。亦即，接收

者與符號，是必須被置放在一個社會脈絡之下來考察。 

視覺文化藝術教育中，採取符號學者的觀點，於是強調觀看過程裡「視

覺性」（visuality）的重要。「視覺性」是指視覺作用經過觀者，以個體特性

對影像進行「社會化的過程」（Walker & Chaplin, 1997）。視覺文化藝術教育

認為「觀看」依賴的是「視覺」，但「視覺」單單只是指對象物→光線→視

網膜，這樣的生理過程，當觀者在觀看時，其實還會因為自身所處的文化背

景脈絡的不同，而採取不同的方式對符號進行解讀（趙惠玲，2005），也就

是影像雖然有它們要傳達的意圖與目的，但觀者在「觀看」的同時，其自身

的意識與解讀會賦予影像另一層意義（Sturken & Cartwright, 2001），於是觀

看的過程，除了生理機制的作用之外，更深層且更有意義的部份，其實是在

於觀看的「視覺性」，也就是社會機制的作用，因此，也就是觀者和符號是

共同在社會脈絡的影響中互動，於是才產生影像的意義。 

是以，研究青少年如何觀看線上角色的人物角色影像，不只是注意他們

從觀看中獲得的影像符號意義，更重要的是，還要能進一步了解他們為何這

樣觀看，以及有什麼樣的力量影響他們的觀看。 

 

二、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解讀 

青少年在觀看人物角色影像的過程，可能會因為自身所處的文化背景脈

絡的不同，而採取不同的方式對符號進行解讀，因此，欲了解青少年對人物

角色影像的觀看，首先，應可先確知在觀看的過程中，青少年的脈絡位置；

繼之，再了解青少年可能有的解讀立場，用以了解青少年對人物角色影像的

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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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看的脈絡位置 

在藝術領域當中，藝術欣賞是屬於一種「觀看」的歷程，江秀琪（2004）

將 Freedman（1995）所提出在藝術欣賞時，畫作、藝術家、觀者、現實世

界四者關係的網路脈絡，推至為觀看流行文化影像的網路脈絡，即：影像、

生產者、消費者、現實世界，為的是引導學生能嘗試從影像、生產者、消費

者、現實世界四者相互的關係中對流行文化的影像從事多元的而批判性的思

考，探索影像背後的意識型態，做生活的反省。線上角色扮演遊戲是為台灣

青少年的流行文化之一，故本研究中也繼之援引 Freedman 的網路脈絡，並

結合江秀琪的探討應用，呈現青少年觀看線上角色扮演遊戲人物角色影像時

的網路脈絡，如圖 2-4 所示： 

 

現實世界 

遊戲公司 青少年 

人物角色

影像 

圖 2-4 人物角色觀看的脈絡關係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江秀琪（2004：37）

 

 

 

 

 

 

 

 

在青少年觀看線上遊戲人物角色影像的脈絡關係當中，包含著四者交互

的關係：遊戲公司與人物角色影像、青少年與人物角色影像、現實世界與人

物角色影像、遊戲公司與現實世界、青少年與現實世界、青少年與遊戲公司。

不過，在本研究中關心的是觀看主體，也就是青少年在線上角色扮演遊戲人

物角色影像的觀看中獲得了哪些層面認同？是以在此影像觀看的脈絡關係

中，本研究將著重於思考青少年和其他三者的關係，即青少年與人物角色影

像的關係、青少年與現實世界的關係，以及青少年與遊戲公司的關係，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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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角色影像、現實世界、遊戲公司等，依據青少年的脈絡關係進行調整，

以突顯青少年在四者脈絡關係中的主體性，如圖 2-5 所示： 

 

 

圖 2-5 青少年觀看的脈絡關係圖 

人物角色

影像

現實世界 遊戲公司 

青少年 

 

 

 

 

 

 

 

 

 

 

 

 

（二）、解讀的立場 

確立了將影像視為符號的觀點，並且將青少年視為觀看脈絡關係的主

體，接著則必須了解青少年可能以何立場解讀這些人物角色的影像，亦即青

少年對影像符號的解讀立場。 

在傳播學中針對符號與接收者，有所謂「製碼／解碼」的意識型態傳遞

互動的關係。其中，Stuart Hall（1980）曾指出人們在進行符號的解讀時，

可能會有三種解碼的情況：優勢霸權立場（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

協商式的符碼或立場（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對立的符碼（oppositional 

code）。也就是指觀者在解讀詮釋影像傳遞的訊息時，可能會有三種解讀模

式：「支配式解讀」、「協商式解讀」、「對立式解讀」。從 Hall 的優勢霸權立

場解碼情況對應於「支配式解讀」，即是認為人們會完全接受製碼者自符號

中製造傳遞的訊息；而以協商式的符碼或立場的解碼情況對應於「協商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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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則是認為人們接受部分製碼者傳遞的訊息；那麼對立符碼的解碼情況

對應於「對立式解讀」，則是認為人們會拒絕接受製碼者傳遞的訊息。這三

種的解讀立場，也就形成人們對影像傳遞訊息，有不同程度的認同情形，亦

即「支配式解讀」可能形成人們被動態度，人們對影像訊息會採取完全認同；

「協商式解讀」則使人們對影像訊息採取部分認同；「對立式解讀」則可能

形成人們主動的態度，也就是人們對影像訊息會採取部分認同。因此可以將

解讀影像傳遞訊息的三種立場模式，呈現如表 2-2： 

 

表 2-2 解讀影像傳遞訊息模式表 

優勢霸權立場               支配解讀          完全認同（被動） 

協商式的符碼或立場         協商解讀          部分認同 

對立的符碼                 對立解讀          不認同（拒絕） 

  

不過，Hall（1980）也強調，閱聽人不見得可以根據個人偏好、自由地

解讀，他認為要達到各種解讀所需的文化識能與創造性資源，其實是社會與

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包括了階級位置、性別、種族、年齡等等。 

三種解讀立場的差異有可能造成觀者對影像的認同差異，也就是形成不

同層次的認同，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根本原因，也就是說，觀者觀看影像的

時候，不只是觀者自己本身，還有其所處的社會環境，都會影響其對影像訊

息的解讀詮釋立場，造成觀者對影像有不同的認同層次。 

 

三、線上遊戲的人物角色認同層面形成 

由於個人本身與所處社會環境，會影響觀者對影像的解讀，產生不同的

認同層面。因此回到線上遊戲角色扮演，分別從中針對觀者本身，也就是心

理學層面意涵，還有其所處社會環境，亦即社會學層面意涵，進行不同認同

層面形成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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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上遊戲角色扮演的心理學層面的意涵 

在心理學中，Abraham Maslow 以金字塔層級式的需求：生理需求、安

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由低至高的「需求層次

論」（need-hierarchy theory）。其中需求（needs）的概念，被應用於關於閱

聽人對媒體訊息接收的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的研究（Lull, 

1995）。也就是相信每一個閱聽人都有一套複雜的需求，他們會藉由大眾傳

播媒體來尋求對這些媒體的嗜好（張錦華等譯，1995）。其中 Denis McQuaill

指出閱聽人自媒體獲得的滿足裡，包含有「個人身份認同」（personal identity）

的滿足。同時，他還指出「個人身份的認同」的滿足中，尚能區分為：個人

身份的參考（personal reference）、對現實的解釋（reality exploration）、價值

的強化（value reinforcement）。個人身份的參考指的是閱聽人會將媒體的節

目當作自己真實生活的比對目標；對現實的解釋指的是閱聽人將媒體的節目

幫助觀眾了解自己的真實生活；價值的強化也就媒體的節目是更清楚的揭示

觀眾真實生活的意義（McQuail, 1997）。 

從心理學為出發的使用與滿足的理論裡，可以了解二點：一是個體會主

動選擇媒體，並從中獲得個人身份認同的滿足，二是個體自媒體選擇中所獲

得的個人身份認同，有滿足內容上的差異。因此，青少年從眾多休閒活動中

選擇線上遊戲參與，從眾多人物角色中選擇幾個特定的角色扮演，可能就是

在追求其個人身份認同的滿足。不僅如此，因為個人身份認同滿足的內容可

能是為個人身份的參考，也可能是對現實的解釋，或者是為價值的強化，因

此形成不同的認同層面。 

 

（二）、線上遊戲角色扮演的社會學層面的意涵 

在社會互動的觀點中，Charles Cooley（1966）以「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的觀點說明，人透過對鏡子的觀看了解自己的身體形象，而他人就像是

想像中的鏡子，人是從他人對自己的各種看法反應中，漸漸了解另外的自己，

進而在自我的形象上，受到這些看法的影響。George Mead（1934）則進一步

將 Cooley 的「鏡中自我」概念延伸，形成為「角色取替」（role taking）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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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角色取替」指的是，人有時會跳脫自己的觀點，試著從他人的立場與觀

點，去想像現實世界，進而有所行動，也是小朋友玩辦家家酒的遊戲，小朋

友從中模仿想像家庭中爸爸、媽媽的樣子進行遊戲，但是這樣的想像模仿並

不單純只是遊戲，在一再的重複想像與模仿中，小朋友會產生一種「概化他

人」（generalized others）（Mead, 1934）的想法，也就是小朋友會學著從爸爸、

媽媽的角度思考，漸漸的就對爸爸、媽媽的角色有了概念。 

從 Cooley 和 Mead 的觀點，即意指個體在不同的場合，扮演不同的角色，

然後與他人進行互動，再藉由觀察別人對自己的反應與行動，並體會不同角

色地位，漸漸地，就形成很多個不同的「我」，學校的我、家庭的我……等，

亦即形成不同層面的認同。是以，線上遊戲的角色扮演中，青少年嘗試不同

的人物角色，然後與遊戲同儕互動，透過電腦螢幕，青少年觀看遊戲同儕對

自己的反應與行動，體會扮演角色的地位內涵，漸漸地，也有可能形成很多

個不同層面的「我」，也就是不同層面的認同。 

從影像觀看、解讀到認同的過程，每個部份都隱含著形成不同層面認同

內涵的可能，此即是本研究所關心的部份。從文獻的探討中，自遊戲人物角

色的三面向設計：生理學面向、心理學面向、社會學面向，結合線上遊戲的

人物角色觀看、解讀與認同，可以初步推演出青少年從人物角色的觀看關係

中所獲得的認同，可能會有生理層面、心理層面、社會層面等不同類別與面

向特質的認同層面。而這三者即是含括青少年個人與其所屬社會脈絡的關

係。如生理與心理層面的認同，可能關乎於青少年個人對所扮演人物角色之

外在形象或內在心理的認同。而社會層面的認同，則可能關乎青少年受遊戲

同儕、遊戲公司或整個社會主流價值互動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如果能

了解這些不同的認同層面的內涵，也許就能進而深入地了解在線上遊戲人物

角色觀看關係中身為觀看主體的青少年，找出其「自身」在觀看關係中所擁

有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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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線上遊戲與認同關係之相關研究 

在探討青少年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的認同層面前，應回顧過去的相關研

究，以提供本研究瞭解青少年如何於線上遊戲形成認同，同時亦可能提供我

在探尋青少年對人物角色的認同層面上有一些提示。以下將本研究所彙整之

相關研究，依時間、研究者與題目、研究目的、研究對象與方法，以及研究

內容加以整理，詳細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線上遊戲與認同關係之相關研究表 

時間 研究者與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與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1995 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探討MUD29

參與者在遊

戲中探索自

我認同的過

程與所形成

之自我認同

的特質 

♦深度訪談

♦參與

MUD 的玩

家 

♦MUD 參與者在遊戲

中，能擁有多重身份，

故可在網路上塑造多個

自我 

♦MUD參與者在遊戲中

行程的自我認同是多

元、去中心化、片段化

的 

♦虛擬世界經驗與現實

世界經驗相滲透 

♦過度參與，會使虛擬

世界的經驗影響現實世

界參與不良  

                                                           

 

 

 

 

                                                 
29 參第二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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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線上遊戲與認同關係之相關研究表（續） 

2001 許嘉泉 

探討青少年價值觀與線

上遊戲經驗的相關研究 

探討青少年價

值觀與其線上

遊戲經驗的相

關性。 

♦問卷調查 

♦青少年 

♦遊戲經驗的長短對青少年

僅在金錢與時間上的價值有

影響，非全面性的價值觀影

響 

♦青少年的性別明顯造成價

值觀差異 

♦青少年線上遊戲經驗時間

的長短對生理的價值和心理

的價值產生顯著的差異 

♦過半青少年參予線上遊戲

其內容以限制級居多，應加

以注意 

2002 薛世杰 

國中男、女生的網路遊

戲使用時間與使用動

機、自我效能、人格特

質、學業成就、人際關

係之相關研究 

探究網路遊戲

使用動機、網路

遊戲自我效

能、學業自我效

能、人際關係自

我效能及人格

特質對國中生

玩網路遊戲時

數的影響，以及

玩網路遊戲時

間對其學業成

就及人際關係

的影響 

♦問卷調查 

♦青少年 

♦超過五成的青少年參與線

上遊戲，而且男性多於女性

♦有玩網路遊戲的學生與沒

有玩網路遊戲的學生相較，

具有較低的和善性、嚴謹自

律性、神經質及較高的聰穎

開放性、外向性及負面支配

性。 

♦學生的人格特質影響其參

與的表現 

2002 陳怡安 

線上遊戲的魅力－以重

度遊戲者為例 

探討線上遊戲

帶給遊戲者的

各種不同之需

求滿足。 

♦深度訪談法

♦重度參與遊

戲的成人 

♦線上遊戲的沉浸經驗能滿

足人際互動，人際凝聚力與

認同感。 

♦遊戲中的角色扮演、趣味

性、遠距臨場感、操控性、

即時多人互動性等特性，都

會影響遊戲過程中沉浸經驗

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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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線上遊戲與認同關係之相關研究表（續） 

2002 侯蓉蘭 

角色扮演的網路遊戲

對少年自我認同的影

響 

青少年自網

路遊戲裡不

同角色的扮

演，會如何影

響其自我認

同的建立。 

♦深度訪談

♦參與線上

角色扮演遊

戲的青少年

♦網路遊戲世界少了現實

生活中的角色限制，有助

於少年對正向角色的認定

♦網路同儕給予青少年正

負的價值與態度 

♦青少年能清楚分辨虛擬

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界

線，其自我在兩者間是「彈

性」的「清楚的模糊」。 

 

2003 陳俞霖 

探討網路同儕對 N 世

代青少年認同感的追

尋的意義 

發掘傳統與

網路上青少

年和同儕互

動而所得到

認同的差異。

♦深度訪談

法 

♦共同參與

遊戲的一群

青少年網路

同儕 

♦網路同儕提供多元的生

活經驗，故網路遊戲讓青

少年得以提早在網路中進

行成人式社會化演練，網

路世界造就 

♦青少年多重自我認同的

可能性 

2003 陳佳靖 

網路中的人際關係、互

動經驗與自我認同 

探 討 網 際 網

路 、 人 際 互

動 、 籌 畫 素

材，此三者間

的 互 動 關

係，藉以掌握

自 我 認 同 在

網 路 上 如 何

可能的分析 

♦文獻回顧

、 內 容 分

析、深度訪

談法 

♦參與線上

角色扮演遊

戲天堂的青

少年 

♦探討線上遊戲的人際與

認同，應該取消線上與線

下的分際 

♦將網際網路視為一種社

會媒介，方有討論自我認

同的可能 

♦線上遊戲要使人們產生

認同，在於其資訊的傳遞

量是否足夠 

 

 

從上述的相關研究中，可以歸結部分關於引導本研究進行的參考點。首

先，在研究的數量上，國內對線上遊戲對認同形成相關的論文並不多，而且

研究開始的時間是自最近五年才展開，研究展開的時間和線上遊戲開始在台

灣風行的時間十分接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日線上遊戲依然風行，可

是近兩年的相關研究卻反而減少，推測其原因可能是學術界尚未有新的看法

與觀點。在遊戲熱潮直線上升，相關研究卻趨於和緩的情形之下，本研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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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投入此一研究場域，為線上遊戲與青少年認同找尋更多可深入發展的空

間。 

其次，整理上述相關研究的研究對象時，在研究對象，青少年佔了多數，

可見學界對線上遊戲和青少年認同的連結十分重視；再者，於研究方法上，

除了許嘉泉（2001）與薛世傑（2002）的研究是以調查問卷的方式進行之外，

多數的研究者是採用質性訪談的方式，質性的訪法主要在協助了解現象的複

雜性與特殊性，那麼青少年對線上遊戲人物角色的認同，也意在呈現個別青

少年在認同層面上的複雜性與特殊性，因此本研究認為質性的訪談應可切

合，而予以採用。 

再者，於相關研究的研究結果上，在「認同」的部份上發現，相關的研

究多顯示人們在線上遊戲的世界中，認同的建構是可能的，如 Turkle

（1995）、陳怡安（2002）、侯蓉蘭（2002）、陳俞霖（2003）、陳佳靖（2003），

但同時這些研究還指出，這些認同可能是多元、斷裂的、去中心性的，如

Turkle（1995）、陳怡安（2002）、侯蓉蘭（2002）、陳俞霖（2003）等，可

惜的部份是，這些研究卻未再深入描述與說明在線上遊戲中建構的認同是以

如何的方式表現多元、斷裂的、去中心性的特質。此外，比較有有趣的部份

是，相關研究對線上遊戲的態度抱持有兩類傾向，一類是傾向不安的態度，

認為線上遊戲會對人們的現實生活造成較負面的影響，如 Turkle（1995）、

許嘉泉（2001）、薛世傑（2002），其研究顯示，玩線上遊戲可能造成遊戲者

再真實生活上適應的困難，或者會影響其產生偏差的價值觀、人際關係；但

是自陳怡安（2002）開始，則趨向較中立的傾向，認為線上遊戲可以是青少

年提早社會化的實驗場（陳怡安，2002；侯蓉蘭，2002；陳俞霖，2003），

青少年可以從各種角色中嘗試多重的認同（陳怡安，2002；侯蓉蘭，2002；

陳俞霖，2003），視青少年還是有能力作分辨與選擇的一群（侯蓉蘭，2002）。

在本研究中，將持對線上遊戲較中立的態度，以使進入研究場域進行研究

時，保有寬廣也更敏銳體會的心，進而獲得更豐富的研究資訊。 

近年來，電腦視覺與網路寬頻進步，線上遊戲細緻豐富的影像成為線上

遊戲的主力號召。本研究期望切合當今線上遊戲的發展型態，以過去未被關

注之青少年「觀看」遊戲人物角色的觀點出發，持著中立態度看待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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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化深入的方法探討青少年從遊戲的觀看經驗中得到哪些層面的認同，為

目前缺乏線上遊戲認同相關研究的學術場域提供養分。也期望使今日藝術教

育工作者提供面對青少年日常影像中有重要地位的電玩影像時，能更加了解

並據以思考相應的藝術教育策略，俾引導青少年能更自信地主控與日常生活

中流行影像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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