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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理解網路遊戲中網際權力運行的策略與軌跡。雖然，近年

來國內針對網際網路為主題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棟，不過相關對於網路遊戲內網際

權力的研究卻並不多見，再加上 Foucault 曾指出權力應以「微觀物理學」的方式

觀察，即能發現權力的普遍與廣泛性的存在，因此本研究將以探索性的方式，透

過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對於網路遊戲中的網際權力進行深入理解，將

網路遊戲這個日益成為現代人生活重心的領域描繪完整的形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方法的選擇 

 

網路遊戲是一個虛擬的社群，除了遊戲本身的娛樂性價值之外，遊戲當中的

遊戲團體，或是遊戲外的討論區、討論社群等，都具有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組成

元素，人們在網路當中個人的經驗或是參與團體的經驗，其實有很多是無法運用

我們對現存社會現象的理解去進行闡釋的，因為網路世界也如同現實社會的情況

一樣，是不斷的在去進行社會真實的建構。網際權力正是這種真實的建構，它廣

泛的存在與穿梭於網際空間和真實生活之中，但由於我們看不到它，所以即使我

們偶爾會感覺到它的存在，但是又會經常的忽略掉。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

能否認「網際權力」做為一個真實現象的存在本質，它是細致地存在於我們網路

生活的日常經驗當中。 

 

從近年的發展來看，除了網路的普及與上網的人口持續增加外，參與網路線

上遊戲的風潮也逐漸成形，接觸網路遊戲的現象也愈來愈常見，網路遊戲中網際

權力的現象也開始在網際空間裡成形。不過，目前國內針對網路遊戲網際權力的

分析與研究仍然較為缺乏，是故對於未知領域的探索，或是新議題的發現，運用

質性研究方法應是較為彈性與接受性較高的作法。也正因為如此，為了能以深入

的手法來對網路遊戲玩家在社會及網路脈絡裡的行為與經驗具有整體性的理

解，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式，著重個人的網路經驗，強調日常生活，了解被研

究者的網際權力情境，進而發掘其中的現象與意義。 

 

一一一一、、、、質性研究的觀點與特色質性研究的觀點與特色質性研究的觀點與特色質性研究的觀點與特色 

在社會科學的「實證、詮釋、批判」三大典範中，實證主義典範（positivist 

paradigm）是以量化的研究方向為代表，強調的是客觀測量，一切都要按步就班

的來，注重量化的觀念與假說。而在詮釋典範（interpretive paradigm）中，是在



 50

了解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創造意義，以及解釋眼中的世界。自一九八零年代開

始，此一典範在傳播研究中開始興盛，直到現今已成為經常可見到的研究典範之

一。批判典範（critical paradigm）則是運用人文學科的分析形態，運用批判的方

式去理解權力與意識形態的生成（李美華等譯，1998；黃振家等譯，2002）。 

 

質性研究不同於量化研究，它注重的是較為深入的層面，因此量化研究通常

都是對大量的樣本進行分析，質性研究則是以少數的樣本為研究對象。根據統計

學與抽樣方法告訴我們，對大量的母體抽樣所得到樣本是最為客觀的，質性研究

少數樣本往往可能會流於主觀，使得研究結果有所偏誤，並且無法將結果推論至

母體。但是，質性研究並非一無是處，它的樣本數雖少，但也因此能針對這些少

數的樣本進行更為細緻與深入的分析；相反地，量化研究樣本數雖大，雖較能進

行通則化（generalizing），但也因此較無法針對每個一樣本進行深入的分析。是

故，相較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的抽樣並非以代表性為指導原則，而是以歧異性

為主要考量。 

 

二二二二、、、、深度訪談法的特性與運用深度訪談法的特性與運用深度訪談法的特性與運用深度訪談法的特性與運用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 or intensive interviews）是參與觀察的主軸，

參與觀察者可以使用，不參與情境的研究者也可以使用，它是一種較不具結構，

而讓受訪者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引導談話方向的訪問方式（李美華等譯，1998）。

Wimmer & Dominick（黃振家等譯，2002）指出深度訪談特性有：（一）使用較

小的樣本；（二）對於受訪者的回答提供詳盡的背景資料，包括受訪者的意見、

價值觀、動機、回憶、經驗及感受；（三）可長時間觀察受訪者非語言的反應；（四）

所需時間較長，深度訪談可以持續數小時；（五）深度訪談允許訪問者依照每個

受訪者的答案提出不同的問題；（六）深度訪談的成功與否，需視受訪者與訪問

者的關係而定。Gordon（黃惠雯等譯，2002）認為受訪者應表示適宜的熱情，保

持客觀，並且對於闡述的資訊表達興趣；要有同理心、謙遜，以及避免忘記之前

的答案。 

 

對於深度訪談法的優缺點，Wimmer & Dominick（黃振家等譯，2002）也認

為深度訪談最重要的優點是能提供豐富且詳細的資料，對於敏感的議題較能獲得

正確的答案，與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更容易接近禁忌的話題。不過，也由於深

度訪談是屬於典型的非隨機小樣本研究，因為訪問經常沒標準化，所以每個受訪

者對於問題的回答都會有些不同，有時一個受訪者可能要回答其他受訪者所沒有

回答過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在於，即使訪談者受過專業的訓練，但有時還是會無

意間在訪談當中的非語文線索、音調等暗示將自己的態度表現出來，影響到受訪

者回答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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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訪談設計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為主軸，這是一種比較隨意

而且較為自由開放的談話方式。研究者應先擬妥訪談大綱以利引導訪談，而在訪

談的過程當中，研究者亦應以當時的訪談情況隨時擬定新的訪談策略，去找出受

訪者的回答中隱而不顯的事物，研究者在訪談的過程中，也應注重與受訪者在情

境與經驗上的互動，理解背後多樣的現象與意義，在玩家的陳述中進行整體式的

網際權力描繪。。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一一一一、、、、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資料選取與樣本來源 

質化研究主要是針對少量的樣本做集中深入的探討，本研究是以質化的深度

訪談與個案觀察為研究方法，故抽樣方式為非隨機的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e），其效用乃在於選擇資訊豐富之個案做深度的研究。胡幼慧、姚美華指

出（1996），質性研究的抽樣樣本一般都較小，甚至只有一個個案，但需要有深

度的「立意」抽樣，訪談研究的樣本選擇能以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狀之

廣度」的資料為準。這並不同於量化研究中所要求的代表人口並推論到人口母群

體的樣本為抽樣原則，而且立意抽樣著重資訊的豐富內涵，藉由樣本中含有大量

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問題的資訊，以便能說明主題。 

 

所謂的立意抽樣，是要能選出代表母體中某個特定部份的樣本，也就是抽樣

的方式是依據研究者的判斷，以及研究目的而決定的（李美華等譯，1998；黃振

家等譯，2002）。在玩家訪談與觀察案例選取方面，研究者將親身進入「魔獸世

界」的遊戲世界，將結識之玩家在遊戲內的背景資料做一整理，將研究對象分為

數種不同層級（如公會長、副公會長、普通團員等），選取不同個案進行訪談與

觀察分析。在此，質性研究者往往由於著重動態過程的特質，也儘量使得抽樣上

具備「彈性化」和「隨研究進展而演變」的特質，也就是下一個抽樣可能會視已

進行的狀況和需要而定，以「避免重覆」和「捕捉進展」為原則（胡幼慧、姚美

華，1996）。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 

由於研究者本身也是網路遊戲《魔獸世界》的玩家，是故在研究的訪談樣本

與觀察的對象上，也都以《魔獸世界》的玩家以及該遊戲的情境為主軸。選擇《魔

獸世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研究者本身也是該遊戲的玩家，對於該遊戲具有較

深的認識，在這當中也結識了許多具有特色的玩家，對於訪談的受訪者也能找到

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另外，因為研究者本身也是《魔獸世界》長期的玩家，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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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遊戲的情境，因此更容易對於該遊戲的參與進行掌握，並且對該遊戲也具有

深厚的參與觀察經驗。表 3-1 為本研究的受訪者基本資料：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年齡 現實生活

職業 

遊 戲 中 職 業 ／ 種

族 

公會中職位 網路遊

戲年齡 

訪談方式 

Ａ 男 22 大學生 戰士／不死族 公會長 5 年 面訪 

Ｂ 女 35 上班族 牧師／不死族 副會長 8 年 面訪 

Ｃ 男 29 工程師 戰士／牛頭人 幹部／職業長 6 年 面訪 

Ｄ 男 23 當兵中 戰士／獸人 普通團員 4 年 面訪 

Ｅ 男 18 高中生 德魯依／牛頭人 幹部 3 年 面訪 

Ｆ 男 27 服務業 戰士／不死族 普通團員 7 年 面訪 

Ｇ 女 19 服務業 聖騎士／德萊尼 普通團員 1 年 面訪 

Ｈ 男 24 水電工 獵人／食人妖 普通團員 7 年 面訪 

Ｉ 男 24 研究生 獵人／夜精靈 無加入公會 3 年 ＭＳＮ 

Ｊ 男 23 大學生 薩滿／牛頭人 公會長 5 年 面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於 2007 年 8 月至 10 月間進行訪談，訪談時間歷時三個月，受訪者共

計十人，其中九人的進行方式是以面對面訪談，另一人是以ＭＳＮ進行訪談，每

次訪談時間大約為兩小時。在步驟上主要是根據研究問題為基礎，擬好訪談大

綱，此大綱事前並不先讓受訪者過目，希望能讓受訪者在最自然的狀態下陳述個

人的經驗，得到更為完整的研究結果。並且事先在訪談之前先與兩名受訪者進行

預訪，根據訪談時問題結構的流暢性及受訪者理解及回答的狀況，於訪談結束

後，興正訪談大綱，以補原本訪談大綱的不足。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以及理論文獻探討為基礎，在深度訪談的

方法下，擬定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訪談大綱注重理論文獻的操作化，強調分析權

力行使的策略與方式，將網路遊戲中各個面向的網際權力納入探尋與分析的範

疇，勾勒出網路遊戲中網際權力的真實樣貌。本研究訪談大綱如下：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１．受訪者背景資料，如年齡，性別，玩網路遊戲的時間有多久？平均一個

禮拜玩網路遊戲幾天，一天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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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當初為何會接觸這款遊戲？在遊戲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如果是遊戲社

群裡的幹部，那是如何當到現在這個職位？ 

 

二．個人在網路遊戲裡的權力關係 

３．玩家在遊戲中所獲得的權力為何？ 

＃你平常生活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可否簡單的描述一下概況？ 

＃玩這個遊戲開心嗎？玩這個遊戲你覺得你能得到什麼平常沒有的東西

呢？ 

＃在遊戲中作為團體的幹部或領導者，和什麼職位都沒有，你覺得在遊戲之

中有什麼差別呢？（領導者和非領導者皆問） 

 

４．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係與網路遊戲中獲得的權力之間的互補為何？ 

＃你覺得你在遊戲中的地位重要嗎？有什麼是不同於日常生活中的感覺

呢？ 

＃你覺得你在扮演遊戲裡的角色，和你日常生活時的角色有什麼相同或不同

之處？會不會互相影響呢？ 

＃遊戲裡的人際關係會不會和日常生活裡的人際關係產生什麼衝突呢？ 

（現實和虛擬中人際關係的互為影響） 

 

５．網路遊戲機制內的權力行使樣貌為何？ 

＃你覺得遊戲的等級與技術重要嗎？對你而言有何幫助，別的玩家會如何

看待你的等級高低或技術好壞？ 

＃你認為遊戲中扮演的職業和種族，會讓你在玩遊戲的過程中產生何種優

劣勢？ 

＃你認為遊戲中的女性玩家是否會得到一些特權呢？你有化身為女或男

的經驗嗎？ 

 

６．網路遊戲中的匿名性產生的作用？ 

＃除了實際生活中真正認識你本人的玩家外，對於其他不認識或不熟的玩

家，你是如何與他們互動的？ 

＃有沒有因為反正都不認識，就做一些你自己平常在遊戲中不常做的事呢？ 

＃你覺得這種沒人知道你是誰的情況，會讓你在遊戲中產生什麼感覺？對你

在遊戲中的角色地位有沒有幫助？和日常生活又有何不同？ 

 

三．玩家與科技權力形式間的權力關係 

７．網路遊戲玩家和網管之間的互動？ 

＃你和網管之間的互動大多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發生的？ 

＃如果在遊戲中有什麼不滿的地方，你會像遊戲公司反應嗎？得到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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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呢？ 

 

８．網路遊戲中的科技權力螺旋的運作痕跡？ 

＃對你而言，你認為遊戲裡的寶物是重要的東西嗎？拿到寶物有什麼好處？ 

＃有一個你很想要的寶物，你會怎麼做來得到它？得到之後，還會想繼續得

到其它的嗎？ 

＃你認為寶物的買賣對遊戲的公平性有何影響？（如靠買寶物變強的人）你

會買賣嗎？ 

 

９．玩家與科技權力的對抗經驗與策略？ 

＃你在遊戲的經驗中有使用過任何的外掛或作弊程式嗎？感覺如何？如

果沒有，對這類行為的看法為何？ 

＃你有使用過任何遊戲補丁軟體嗎？遊戲公司對此的態度是什麼？你又

怎麼處理呢？ 

＃你對於遊戲設計的遊玩方式，有什麼認同與不認同之處？ 

 

四．玩家與遊戲社群的權力關係 

１０．加入遊戲裡的社群對玩家產生什麼影響？ 

＃你認為加入公會和沒加入公會，這兩者間有什麼差別？ 

＃在遊戲中你會想加入任何的公會組織嗎？為什麼？ 

 

１１．加入社群的玩家是如何與社群產生認同？ 

＃你覺得加入社群後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你對你的社群有向心力嗎？加入社群會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你會認真的遵守社群內的規範嗎？能不能說明一下具體的狀況呢？ 

 

１２．玩家在社群裡與其他玩家間的互動與關係？ 

＃社群內的同伴與人際關係會對你產生何種幫助或壓力呢？ 

＃你覺得你能融入社群嗎？你是怎麼看待同一社群的人？你覺得別人是怎

麼看你的呢？ 

＃如果不加入社群，做一個獨行俠，你認為你會有什麼感覺？你願意嗎？ 

 

五．個人認知與感受 

１３．玩網路遊戲時你的感覺是什麼？跟你日常生活的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１４．最後，關於遊戲中有關權力關係的部份，你覺得有什麼地方是沒有談

到的呢，可不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