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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 

 
  本章綜合了理論文獻與研究問題，並配合深度訪談法，分析網路遊戲玩家在

《魔獸世界》中各項網際權力形式。對於玩家在遊戲裡面對的各種權力，本研究

認為，玩家所面對的權力是來自於各種面向的總和，玩家在網路遊戲中並非只從

單一的面向得到權力而已，根據訪談資料分析，玩家在網路遊戲中的權力關係，

是來自於玩家內心在真實與虛擬間面對權力獲得與否的觀感、玩家與科技權力之

間的權力拉扯，以及玩家在社群團體間的權力關係為主軸。期望透過這些研究發

現能對於網路遊戲當中的網際權力研究，做出更為廣泛的文獻堆砌。 
 

第一節 個人在網路遊戲中的權力關係 

 

一、玩家在遊戲裡所獲得的權力 

  本節的目的在於探討玩家在網路遊戲當中，所獲得的各種權力以及他們和權

力之間拉鋸的樣貌為何。在 Jordan的網際權力分析之中，他認為在個人層次裡，

網際網路是會對使用者產生增權（empower）的作用，甚至是會創造個人認同流

動性的產生，也就是一種個人身份認同的轉變，在化身的真實與虛擬間的個人認

同感之中形成連結，並且個人在資訊空間中經由網路的使用產生階層的改變，使

得身份產生顛覆性的變動，獲得過往所沒有的增權。 
 
  在分析受訪者個人在網路遊戲當中獲得的權力之前，我們應先了解受訪者在

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背景為何，以及受訪者在平日生活中的權力與階層地位，如此

較易於去理解受訪者在網路遊戲裡究竟比日常生活中得到那些權力的關係（參見

表 4-1）。 
 

表 4-1 受訪者日常生活的概況 
受訪者（年齡） 日常生活的概況 

Ａ（22） 五專延畢，公會長，常花時間玩網路遊戲，並且有幫雜誌撰寫攻略。 

Ｂ（35） 在醫院上班的職員，休息或是放假的時候會玩網路遊戲。 

Ｃ（29） 在電子工廠擔任工程師，生活算是很有規律。 

Ｄ（23） 當兵中，過著很無聊的當兵生活。但快退伍了。 

Ｅ（18） 高中剛畢業，進入大學沒多久。 

Ｆ（27） 在傳統市場賣魚，沒事時就玩網路遊戲。 

Ｇ（19） 平日在大賣場上班，有空的話就上網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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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24） 從事水電工的職業，做人比較內向。 

Ｉ（24） 研究生，做實驗上課居多，玩遊戲很隨性。 

Ｊ（23） 二技生，延畢中，做人開朗，平日花很多時間在網路遊戲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了解受訪者平日生活的概況之後，我們將把焦點放置於受訪者認為他們在

網路遊戲裡，到底得到了什麼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得不到的東西。有受訪者認為，

玩網路遊戲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讓自己感到開心，並且可以放鬆心情，排解無聊，

抒緩生活的壓力（Ｄ、Ｅ、Ｇ）。並且，也有受訪者表示，玩網路遊戲若是玩的

成功，會讓自己的生活感到更有成就感，受訪者Ｂ說「跟伙伴一起完成任務，會

有一些成就感。」受訪者Ｅ認為，在遊戲中成為其他人矚目的焦點，也會覺得很

有成就感，他說「我覺得應該是一種成就感吧，玩的好別人會覺得我很強，大家

的目光好像都在我身上這樣子，會把我當成大大32一樣的看待。」擔任公會長的

受訪者Ｊ也說「管理這麼多人的公會，還要保持公會的競爭力，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不是說隨隨便便就可以做的好的，會長做的好的話，當然會有成就感。」受

訪者Ｇ更指出，在網路遊戲世界裡，可以讓平常沉默寡言的她更為活躍，更有成

就感，她說： 
 
我實際的生活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很平淡很乏味，玩網路遊戲的話會讓我感

覺到比較開心，成就感也有，玩的好大家也會稱讚，心裡面當然也會感到開

心，我在遊戲裡的我會比在日常生活來的更活躍吧。…我在現實生活裡是一

個沉默寡言的人，比較安靜，…，可是我玩網路遊戲的時候，好像會比較能

夠放得開，去跟別人打交道或是說聊天，…，這樣子會讓我覺得比較開心，
有成就感。（受訪者Ｇ） 

 
  從多位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發現，玩家對於網路遊戲的參與，除了會讓玩家

感到開心，也能讓玩家得到更多的成就感。Jordan認為，人們經由網路的連線來

獲得權力，同樣地，玩家也是透過網路遊戲的方式，在網際空間中獲得更多在日

常生活裡可能無法得到的東西，網路遊戲提供了人們一個心理上的增權空間，讓

玩家感覺到遊玩遊戲能比平常得到的更多。雖然，這個心理層次的增權也許是較

為初級的增權形式，但它也是最為基本的，它是玩家在遊玩遊戲時最當下的直覺

反應過程，網路遊戲所帶來的權力效果是會讓玩家在心理層次中得到增權，就如

同受訪者說的，會讓他們感到「開心、有成就感」。 
 
  不過，也並非所有受訪者認為遊玩網路遊戲能帶給他們什麼「增權的形式」，

受訪者Ｉ表示，「遊戲和現實是兩個世界，不會互相干涉」，受訪者Ｈ也指出，剛

開始玩《魔獸》時的感覺是不錯，但到後會因為一些遊戲的問題，還有因為每天

                                                 
32 大大是網路中的新興用語，意味著某人在某件事物中是很具有權威性或是專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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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上線的關係，有時時間無法配合，變成感覺「好像每天都過著一成不變的遊

戲生活。…到後來會覺得空虛。」同樣地，並非只有一位受訪者認為在網路遊戲

裡得不到什麼增權的好處，受訪者Ｆ認為，由於《魔獸》是一個很重視技術的遊

戲，因此讓他玩的很挫折，而且到了後來，也因為他玩網路遊戲玩的太多了，到

了最後反而不再著迷於網路遊戲，根本不想玩了。對此，受訪者Ｆ有深刻的體認： 
 
  《魔獸》是一個很講求技術的遊戲，跟其他遊戲不一樣，所以我玩《魔獸》

玩得蠻挫折的，哈哈。…《魔獸》是我玩的最後一款遊戲，其實我對線上遊
戲，已經是看過百款的遊戲了，什麼線上的遊戲類型我都看過了，變成我不

會入迷了，隨時想不玩就不玩，我是玩到後來已經不迷了，玩到後面只是一

個消遣而已，不想玩就不玩，可能是玩太多了吧。（受訪者Ｆ） 
 
  從這裡我們可以發現，網路遊戲帶給玩家的，並非只有正面的、開心的、成

就感式的心理增權形式，而是同樣也會讓玩家感到挫折感或是空虛感，這就說明

了玩家進入網路遊戲當中，在心理上並不是只會得到增權而已，有的時候也會因

為網路遊戲而產生負面的心理感受，這是一個「兩面刃」的狀態，而網際權力也

是存在於此一關係的拉扯與抗衡之中，玩家在網路遊戲之中，是會感受到「天堂

與地獄」式的並存。 
 

二、日常生活中的權力關係與網路遊戲中獲得權力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了解玩家進入網路遊戲中所獲得的權力同時，事實上，也應該同時去

探尋玩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權力關係，去對於玩家在日常生活與網路遊戲中的權力

做一個比較，觀看兩者之間有何相異或相同之處，因為透過這個方式，我們更能

夠去發現玩家在進入網路遊戲後到底和日常生活之間有著何種程度的連繫，亦有

助於理解玩家在真實與虛擬之間的權力變化，究竟是產生了那些流動或是互補的

作用。 
 
  針對探討這個議題的完整性，研究者在此必需說明，由於受訪者當中有許多

和研究者在現實生活中就有所接觸，有幾位更是認識多年，並且同樣在遊戲中也

有往來，因此在這個部份，除了分析受訪者本身的訪談之外，另外也會輔以研究

者在現實生活與網路遊戲中對於受訪者的親身經驗與觀察，對於受訪者在現實與

虛擬間的權力關係進行完整形構的描繪。 
 
  （一）遊戲當中與日常生活之間地位的異同 
  而對於日常生活與網路遊戲中的權力關係，首先我們要先討論的是，受訪者

認為他們在遊戲中的地位是否重要，以及和日常生活之間有什麼異同之處。像是

受訪者Ｂ，她在遊戲中是公會的副會長，她說「因為在這公會比較久，所以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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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也有一點點的敬重啦」，這裡即顯示出因為她在公會中是屬於資深的團員，

也是公會的高層，因此別人在遊戲中會對她抱以敬重的態度。另外，受訪者Ｂ也

說明對於自己在遊戲內外的感覺，她說： 
 
遊戲公會也是有和一般的公司團體有相像之處啦，我們每天會有安排一些進

度會去推 BOSS33，那如果說一直失敗的話也是會有壓力，如果成功的話也

是會有成功的喜悅，是會很開心，這就是和一般的現實社會相像的地方。那

至於不同的地方呢，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也只是一個市井小民啦，（我）在這

個公會裡面還是有一些地位，會受到人家一些小小的敬重，所以這個是跟現

實生活不太一樣的地方。（受訪者Ｂ） 

 
  就受訪者自述和研究者的觀察，在現實生活中，受訪者Ｂ和研究者是親戚，

她是在醫院上班的小職員，屬於基層員工，負責處理櫃台的行政工作，過著朝九

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可說是一位市井小民，對她而言，遊戲當中的事物也代表了

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玩網路遊戲是一件重要的事，每天會花很多的時間在《魔

獸》當中。雖然她在日常生活只是個平凡人，但由於她在遊戲公會裡待的久，並

且又是公會的副會長，再加上其他諸如技術、等級、能力等因素（這些因素在稍

後的節次中會提及），使得她在公會當中稱得上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是公會運作

的核心之一，也使得平常只是平凡人的她，在遊戲當中一躍成為大家敬重的對

象，訪談之中，她自己也承認這種受大家敬重的感覺是比日常生活的感覺要好的

許多。 
 
  同樣地，受訪者Ｅ也有類似的情況。他目前是個剛進入大學的學生，但他在

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玩《魔獸》，他是公會裡的幹部，並且和公會長等人都是在網

路中認識多年的朋友，對於他在遊戲中地位的重要與否，他說： 
 
  我算是很早期的成員了，公會長跟我也很熟，我們下副本的時候有時他會請

假找我幫他，所以玩到後來大家大概也知道我是所謂的「公會高層」了。…
我應該算是個重要人物。之前公會有一陣子會長出國，副會長也不能天天上

線，就變成說很多事是我在處理的，像是制定策略啊戰術啊東西的分配那時

蠻多主要都是我在用的。（受訪者Ｅ） 
 
  除此之外，受訪者Ｅ也敘述了他在網路遊戲中的感覺，他是這樣說的： 
 
我們公會裡你可以說我是個風雲人物吧，這不是我在臭屁（笑），而是大家

也都這麼覺得啦，大家認為我技術好對我來說感覺也蠻好的，就會覺得有受

肯定，朋友也都很重視我，像我哥也有在玩，他打的就沒我好，所以說他還

                                                 
33 在《魔獸世界》裡，BOSS意指為每一個副本當中的大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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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會問我遊戲裡的問題，公會長還有許多團員也都是常常找我一起出團去

幫忙。我想玩《魔獸》除了好玩以外，會讓我喜歡的原因是在《魔獸》裡花

了很多心力，很多事情做好了做對了會很有成就感，像平常當學生，不是讀

書就是考試，玩遊戲的感覺會比較棒。（受訪者Ｅ） 
 
  根據受訪者自敘和研究者的了解，在日常生活裡，受訪者Ｅ是大一學生，並

且從高一時就在玩，也因為愛玩網路遊戲，所以高中時成績也只是普通，平常在

學校也不是什麼風雲人物，不過相反地，他在公會當中其實是一個頗為重要的公

會幹部，與各方玩家都能相處愉快，並且也經常扮演會長和公會團員們之間的橋

樑，就像他自己說的，玩遊戲不僅讓他覺得有成就感，並且跟平常的生活比起來，

玩遊戲的感覺是比較好的。 
 
  另一個案例是受訪者Ｊ，依據訪談與研究者的觀察，他目前是二技延畢中，

平常的課不多，除了上課和補習之外，其他時間大多都花在打《魔獸》上，用時

下年輕人的語言來講，他可以說是標準的宅男。34不過，他在遊戲世界中的地位

很高，是公會的會長，公會中的大小事物都要經過他來決斷，在公會中大家也都

很尊敬他，對於日常生活與在《魔獸》之中的異同，他說： 
 
其實我平常只是個普通的學生，就上課補習，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平凡人啦，

真要說的話，我是覺得我在《魔獸》裡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跟平常比的

話，在公會裡面很多事情都要靠我來做…這兩個比的話是沒錯啦，在遊戲裡

跟平常比是更受到重視些吧，沒錯。（受訪者Ｊ） 
 
  在此即可以看出，受訪者Ｊ日常生活只是個普通的學生，不過在遊戲裡卻是

重要的人物，又是公會的會長，就像他自己說的「我平常也只是個平凡的學生，

當然不會像是我在公會裡面，可以管理那麼多人那麼多事情，對吧？」所以，這

就代表了，即使像是如同受訪者Ｊ，或是如同前述的Ｂ或Ｅ一樣，這種現實生活

中只是平凡人的玩家，只要透過化身進入網路遊戲世界，仍然是有機會變成發號

施令，受人敬重的「資深玩家」或是「公會高層」。因此，網際網路對使用者的

增權，同樣會在網路遊戲中發生，它讓日常生活過的平凡的人物，能在網路遊戲

中獲得平常所得不到的權力，進而創造出對於虛擬空間角色的認同。 
 
  （二）個人扮演之角色與真實之間的關連性 
接下來，另一個日常生活與網路遊戲中權力關係的議題，就是玩家在遊戲中

扮演的角色，和他們在日常生活角色的關連性為何。在第一章的介紹裡我們都知

道，在進入遊玩《魔獸世界》時，玩家要先選擇欲扮演的職業和種族，才能進入

                                                 
34 宅男是網路的新興用語，解釋的意思很多，但大體上是指整天不出門，窩在家裡打電動看漫

畫的男生，就算出門，也是以逛動漫的商店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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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世界當中，並且每個職業和種族都是有自己的特色。因此，玩家在角色的選

擇上與現實世界中本人風格與特色的異同之關連性，也是一個能夠去分析玩家在

虛擬與真實空間裡，個人權力獲得的與否以及遊戲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差異。 
 
  Jordan認為，網際空間權力因身分扮演的特性而產生不同的認同風格，而玩

家在遊戲中扮演的化身，它的確很有可能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個人風格的延續，

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遊戲裡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和個人在現實世界中的風格

是差不多的，他們在選擇角色時，會按照自己的風格來決定要扮演那一種型態的

遊戲角色。 
 
我本來的個性就是很沒有攻擊性的，所以我玩的是牧師，牧師的作用就是後

勤補給，前方有別的團隊隊友在戰鬥，那我就是必須要把他們的血補滿，我

想這個也就跟我平常的個性有相像之處，我沒有什麼攻擊的慾望。（受訪者

Ｂ） 
 
我玩的是戰士，戰士就是專門在前方跟敵人對打的，我覺得這樣比較刺激，

才有那種戰鬥打仗的快感。我也不是說用牧師或法師不好，只是那些職業大

多是在進行支援補給或是從旁邊打的工作，真正在前面跟 BOSS打的都是我

們這種，我是覺得要在前面殺個你死我活才有趣。這跟我的個性是比較愛冒

險，追求刺激有關係吧。（受訪者Ｄ） 
 
  我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安靜的人，低調的人，所以我在遊戲裡玩的方式都是比

較感覺平和的人，因為我不也太喜歡在前面衝，在後面當補給也是很不錯。

（受訪者Ｇ） 
 
  在此處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有些受訪者因為平日的風格是屬於沒有攻擊性，

因此在選擇扮演的角色上也是以選擇沒有攻擊性的角色為主。另外也有受訪者的

風格是喜好冒險的，所以會選擇在遊戲中與敵人更常直接接觸的角色。是故，這

就代表了玩家會因為個人在日常生活時的風格為何，而選擇了相同特色的遊戲角

色進行扮演。 
 
  不過，也是有受訪者會選擇和自己日常生活風格相反的角色來扮演，像是受

訪者Ｃ表示，他之所以選擇戰士這個較為刺激的角色，是因為日常生活過於單

調，他說： 
 
玩過其他的（職業）後還是覺得玩戰士最好玩，有打鬥的感覺，跟其他的比

的話我是覺得刺激些，我平常的生活都是屬於單調的那種。（受訪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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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Ｈ也有類似的結果，平常木訥的他表示，在遊戲中他會更為「活潑領

導一點，跟遊戲外的個性剛好截然不同。」在這裡，就可以看出，除了前述說明

的玩家會依個人在日常生活的特性來選擇同樣風格的角色來扮演外，也會有玩家

選擇以相反的風格來扮演，透過網路遊戲來體驗另一種不同的生活經驗。 
 
  因此，並非所有受訪者在選擇扮演的角色時，會依照自己的真實風格來進行

選擇，像受訪者Ｉ表示，「只是因為原本以為當獵人就跟《ＣＳ》玩射擊遊戲一

樣，所以才用獵人」，展現出選擇角色時的隨意性。同樣地，有受訪者指出，他

們在選擇扮演的角色時，其實都只是選最順手的角色來使用，有些人甚至很可能

是每一種角色都玩玩看，體驗一下新鮮感而已，對他們來說，選擇多種角色只是

因為玩法的不同，跟什麼風格個性與選擇各種角色之間其實沒有太大的關連性。 
 
  我是有玩很多角色，我覺得只是看當下的心情去選擇吧，就每一種都試一下

體驗一下，算是很有新鮮感，然後常在練的幾隻也是順手的那幾隻，什麼角

色的個性特色什麼的跟我像不像基本上這些我不在意，是會有人這樣想，想

說自己個性怎樣就找個性相似的角色或是相反的角色，但我的話我不會去看

這個的，我只是都玩，然後常用幾隻最順手的來練。（受訪者Ｅ） 
 
在此，受訪者Ｆ更指出，個人日常生活的風格的確是會反應到遊戲當中的行

為模式，但因為每種角色的玩法不同，並且還有人每種角色都會玩，因此他認為

風格和選擇什麼職業來扮演，這兩者之間應該是沒有關聯的。 
 
  我是覺得選角色只是看心情在選，（也許）只是你在遊戲中的行為模式，可

能跟你在現實的生活當中相近，跟日常生活的模式比較接近…。而且像《魔
獸》因為他的職業差異性很大，我是沒有玩很多角色，但至少很多人都會練

一個以上，（有人）每個角色都有練，而且練到滿哦，因為玩法不太一樣，

所以並不會說因為你平常是什麼個性，你就玩什麼職業，基本上你可能會偏

好幾個職業啦，但個性應該是沒什麼關係的，反而是你的個性會反應在遊戲

裡的行為模式，但是和角色職業其實應該是沒什麼關聯性。（受訪者Ｆ） 
 
  從這個地方可以發現受訪者的看法是有著差異性的，有些玩家認為他們在選

擇扮演的角色時會選擇和自己風格相似的角色，有的人則是選擇相反的角色好體

驗不同的經驗，但也有人全部都玩，只是想滿足一下好奇心，甚至也有玩家認為

在決定遊戲角色時根本只是看心情，和自己的風格一點關係也沒有。不過，即使

受訪者的回答迥異，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到，玩家在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兩者之

間的變化，是相當豐富與多樣性的，並且更有助於我們理解玩家扮演的角色，在

遊戲當中的優勢與劣勢是什麼，這個問題亦將在稍後的章節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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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遊戲當中的人際關係與現實人際關係的權力拉鋸 
  另一個真實與虛擬的問題就是網路遊戲對於個人權力關係的運作上，玩家在

遊戲當中的人際關係和真實生活裡的人際關係之間的異同為何。明白的說，這裡

就是要了解，玩家在真實生活裡的人際關係，是否到了網路遊戲之中而產生了改

變，例如Ａ和Ｂ之間在真實生活上Ａ比Ｂ要有權力，但因為Ｂ在網路遊戲中玩的

比較好，位置比較高，因此在網路遊戲中是Ｂ比Ａ要有權力，而且這個真實與虛

擬的權力是否會因為這個關係而造成轉變，也就是Ｂ因為在網路遊戲中有權力，

因此也讓原本在真實生活裡Ａ比Ｂ有權力的權力關係產生了變化，這些都是值得

了解的議題。而且透過這個問題探討，我們可以了解網路遊戲是否也會產生一個

網路世界的階層革新，使得真實世界中的人際關係，會不會因為進入網路遊戲而

有所改變。 
 
  面對階層革新的議題，Jordan指出，階層革新顯示了網路的去中心化以及多

對多傳播的特質，能夠讓離線世界用以區分階層的指標（如年齡、性別等）在網

際空間中瓦解，並且重新建構。同樣地，在訪談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不少因為

網路遊戲而產生階層革新的例子，身為公會幹部的受訪者Ｅ就提到自己的經驗，

他說： 
 
我跟我哥是有因為遊戲吵過，有一次是因為出團的問題，我們出團前通常都

會說先把東西準備好，公會都會要求團員們先做一些功課，結果要出團下副

本時我哥什麼都沒準備，連藥水都沒有，說什麼要跟我借，我就覺得這樣很

糟，因為你這樣什麼都不準備還要出團，我這樣子怎麼跟其他有準備做功課

的人交待，結果我哥還很不爽說我都不幫忙怎麼樣，弄的我也很不爽，因為

我覺得做為公會的幹部，你做事應該至少要公平公正，不然這樣子怎麼去管

好這個公會？（受訪者Ｅ） 
 
  受訪者Ｅ私底下曾跟研究者提及，他和他哥哥日常生活的關係還不錯，也常

常會照顧他，帶他出去玩或是吃飯等休閒活動。不過，在《魔獸世界》裡，受訪

者Ｅ的技術和職位，就都要比他哥高出許多，他在訪談中表示，因為他是公會裡

的幹部，做事情應該要公平公正，不能徇私護短，可是他哥卻因為違反規定，出

團前都不做事先的準備，並且還責怪他為何不幫忙，使得受訪者Ｅ覺得很生氣，

兩人也因此吵架，最後的解決方式是因為其他團員認為兩人不必如此，還是讓他

哥跟著出團。 
 
  在這個案例中可以發現，受訪者Ｅ和他哥兩人在真實世界裡的感情不錯，受

訪者Ｅ還常常受到他哥的照顧，但到了虛擬的遊戲世界裡卻剛好相反，變成受訪

者Ｅ的權力位階比較高，產生了如同 Jordan 所謂階層革新的現象，讓兩人在真

實世界的權力關係到了虛擬世界反而產生了轉變，都顯示出網路遊戲做為一個線



 63

上的虛擬社群，同樣會對現實中的權力關係產生崩解，並且建構新型態的權力關

係。35  
 
  另一個有趣的例子是受訪者Ｇ和她男友的互動，受訪者Ｇ表示，她和男友是

因為遊戲認識的，並且她男友在遊戲當中的技術經驗等都很好，在遊戲裡也常常

會幫她許多事情，但雖然如此，受訪者Ｇ卻還是佔有權力上的優勢。他們也是有

為了遊戲而吵架，「就是像有的時候我要他幫我，然後結果他卻不當一回事，我

就很不高興」，而且到了後來，都是男方先向女生道歉，因為即使在遊戲當中她

男友比較會玩，但在他們的實際生活裡，受訪者Ｇ比較有權力，就像她自己說的：

「平常我也是很尊重他的，當然啦，我想女生多少都會比較佔優勢的，男生當然

要比較聽女生的話。」在這裡我們可以發現到與前面受訪者Ｅ不同的型態，就是

受訪者Ｇ的男友雖然在遊戲中比較會玩，但因為兩人在真實生活中通常是受訪者

Ｇ掌握主導權，也因此影響到他們在遊戲當中的關係，無論是在現實或虛擬當中

都是受訪者Ｇ擁有較大的權力，顯見了網路並不必然會產生階層革新的狀況，真

實與虛擬間仍然是會交互的影響。 
 
  當然，面對這個情形，也是有受訪者有另一種看法。像受訪者Ｄ和受訪者Ｆ

認為，遊戲只是遊戲，因為權力的問題而產生了人際關係上的改變其實是沒有什

麼必要的，他們是這麼說的： 
 
  親兄弟之間沒什麼好衝突的，如果誰真的需要什麼東西，通常我們會互通有

無，至於裝備的分配，就按照公會裡的規定就是了。…像他（受訪者Ｄ的弟
弟）有時就很白目，跟他說要怎麼弄，結果講半天還是聽不懂，我就會罵他

很笨之類的（笑），不過講講又繼續玩，所以其實也沒什麼大不了。（受訪者

Ｄ） 
 
像我跟ＸＸＸ（受訪者Ｈ）是表兄弟，我們又是同一個公會，所以在玩的時

候大家也都會彼此照應，基本上大家都是親戚，也不會說因為遊戲而弄得大

家吵架，我是真的有聽過有這類的例子，就是大家為了遊戲吵翻臉的，不過

我真的是覺得還好，我是不會啦，對我來說沒必要因為一個遊戲讓自己的人

際關係產生問題，這樣就變成很傻。（受訪者Ｆ） 
 
  所以，綜合前述受訪者的經驗分享，可以發現到真實與虛擬間的權力的確是

會互相影響，有的時候是虛擬決定於真實，有的時候是真實決定於虛擬，當然，

也是有人認為這只是遊戲而已，權力的問題自然起不了作用。面對這個情形，我

                                                 
35 當然，研究者在此也必須強調，真實世界中的權力關係是千奇百種的，人際間的權力關係並

非一定是傳統認知上以為的長輩大於晚輩，在實際的情況裡也是有著與受訪者Ｅ此一案例相反

的情況，甚至網路中產生的階層革新的效果，其實並不是因為進入網際空間而造成，亦有可能

是因為原本在真實空間中就已經產生階層革新的現象，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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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很明白地指出，網際網路對於個人所帶來的階層革新，事實上是很可能具

有雙重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現實的生活世界會影響至虛擬的網路世界，另一方

也同樣有可能是由虛擬的網路世界來影響著現實的生活世界，換句話說，個人在

網路世界中所獲得的權力，有可能是來自於現實生活的力量所造成，也有可能是

網際空間所產生的賦權，真實與虛擬間的權力是會互相流動，決定著玩家在網路

遊戲內的權力位置，也決定著玩家在網路遊戲外的權力關係。 
 

三、網路遊戲機制內的權力行使樣貌 

  在第一章的遊戲簡介裡曾經提及，玩家進入《魔獸世界》後會開始選擇扮演

不同的種族和職業來進行遊戲，而且玩家本身的技術能力也影響著遊戲過程與結

果的好壞，在遊戲的角色中也是有著性別差異的情形，這些各種的遊戲現象都顯

示了因為遊戲的機制而造成的權力變化是正在發生的，因此本小節將針對網路遊

戲內的機制造成的權力形態進行了解，著重於玩家因為技術的好壞所帶來的權

力、玩家扮演的職業、種族與天賦所帶來的權力，以及遊戲當中因為性別的不同

所帶來的權力等面向為主要探討目標。 
 
  （一）玩家技術與等級的優劣產生的權力型態 
一般來說，《魔獸世界》是一個相當重視玩家技術與等級能力的遊戲，許多

受訪者也都有著相同的看法，其中技術更被認為是掌握《魔獸世界》能不能玩的

得心應手的關鍵之處。也正因如此，本研究認為玩家在遊戲當中的技術與等級的

高低，是會對於玩家在遊戲中的權力關係產生影響，簡單地說，就是玩家的技術

好會讓他們在遊戲中的聲望與權力提高，技術差的話，可能會讓他們感到挫折，

甚至因此離開遊戲。所以，真正的情形究竟是什麼樣子呢？首先從玩家的技術來

看。 
 
  技術的話就是更重要了，不管你是補血的或是攻擊的，技術都必需要你常常

的去磨練，然後才會愈來愈好，還有一些反應也是。（受訪者Ｂ） 
 
  在《魔獸》裡面，技術的好壞在遊戲裡面真的差很多，技術好的人就真的很

強，大家都會把你當成神一樣看，像我就是因為技術好，所以很多人都把我

當成學習的對象，很多人都會用很崇拜的口氣跟你講話，感覺還蠻爽的。（受

訪者Ｅ） 
 
以《魔獸》來講，你如果技術好的話，真的捧的跟神一樣你知道嗎？因為在

《魔獸》裡面他是很講求團隊合作，而且有幾個特殊職業，戰士裡會有個「坦

克」36，專門在坦怪37的，就是 BOSS 出來都是戰士在坦，就變得那個戰士

                                                 
36 在遊戲當中，坦克（Tank）意指數個角色專門在前方吸引 BOSS 的注意力，讓 BOSS 只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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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很重要，然後像是有幾個補血系的，那幾個職業的技術就非常重要，

然後就會變成地位會很高，變成精神所在，一個公會強不強，真的就靠這幾

個人了，這幾個強的話，基本上這個公會就是一個強的公會這樣子。所以在

《魔獸》裡面，技術真的超重要，技術好，地位就會很高。（受訪者Ｆ） 

 
  事實上，不只這三位受訪者，在研究者訪談的十位對象中，全部的受訪者都

認為在《魔獸世界》世界裡，技術的好壞絕對是能不能將遊戲掌握住的關鍵因素，

受訪者Ｄ認為，技術重要的原因在於「你一定要懂得怎麼去熟練操作滑鼠和鍵

盤，真正在打的時候，是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你在那裡去想說我要按哪個鍵才會

怎樣的」，受訪者Ｈ更言簡意賅的表示「這個遊戲感覺就是以技術決定一切的遊

戲。」 
 
  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之中，有幾位本身也是公會的高層幹部，在公會內部都是

數一數二具有權力的人物，也由於他們身負著將公會走向良好發展的責任，而且

若是公會團員的技術愈好，那自然對公會愈有利，所以本研究亦探尋了這些公會

幹部的意見，了解他們對於玩家在遊戲裡面技術好壞的看法。在這當中，多位公

會幹部強調，團員技術的好壞往往都是他們在選擇新入會員，或是在決定出團人

選時的重要依據之一，像是受訪者Ｃ認為，他們公會出團時的人選經常是由他來

衡量，技術當然是首要指標，他也強調，技術要變強就要是要花時間去練習，「我

看過不少人因為不肯去花時間鍛鍊自己的技術，到後來就不玩的，《魔獸》真是

一款你要努力練習才會進步增加技術的遊戲。」身為公會長的受訪者Ｊ也分享了

他的經驗，他說： 
 
這個遊戲的技術絕對是重點，我講明白一點，像我們公會選人的標準就是要

看技術，如果有人想加入我們公會，通常是不會隨隨便便讓他進來，我們都

會說請他來試試看，然後觀察他的技術好不好，整體和團隊的配合能不能搭

配大家，配合的好不好，因為我們公會裡面，有的時候一天會出好幾個團，

大家都想來跟我們進度最快的，變成說他們自己的技術也要很好才行，在推

王的時候大家的動作都要很快很熟練，沒有人有空還在那裡教他指導他，自

己也要有很快的時間去反應，變成說技術真的很重要。（受訪者Ｊ） 
 
  因此，對於公會的幹部而言，團員們技術的好壞也是他們在決定是否讓新成

員加入以及選取下副本時成員的考量之一，這裡也都再再地顯現出玩家們只要技

術好，也就更容易獲得在遊戲裡擁有權力的公會高層的青睞，而讓自己在遊戲當

中也能變得更為接近權力的核心，朝向成為遊戲與公會當中的菁英和統治階級邁

進。 

                                                                                                                                            
這幾個角色，避免 BOSS去攻擊別人，是一個能夠忍受嚴重傷害的近戰角色。 

37 坦怪的「坦」即為上述的坦克之意，「怪」就是遊戲中怪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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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玩家們對於等級的看法，許多受訪者指出，《魔獸世界》並不是一個以

等級取勝的遊戲，因為《魔獸》等級最高只有七十級，所以玩到後來，其實大家

的等級都練到七十級，再也升不上去了，也就是玩家的等級最高就是七十級，要

到達七十級只是遲早的事。受訪者Ｅ說，「因為等級是有上限的，大家都不難練

到最高的七十級，就後來變成大家的等級都差不多。」受訪者Ｈ也明白的表示，

在《魔獸》裡等級並不怎麼重要，反而技術才是重點，他說：「等級沒有那麼重

要，因為大家等級大概都相同，因為他有一個等級上限而且非常好練，但是技術

的差異就非常大。」另外，玩過多種網路遊戲的受訪者Ｆ，也從自己的經驗裡比

較出《魔獸》和其他遊戲之間在等級設計上的差異： 
 
以其他遊戲來講，等級當然重要，因為《魔獸》他就是到七十級，那等於是

說，你可能練個兩三個月，就練得滿，所以大家等級都一樣，其實沒有等級

的分別。別的遊戲可能有，像《天堂》你可以一直往上練，就變你等級高當

然吃香，別人會覺得哇你等級怎麼那麼高，但是在《魔獸》裡面技術是大於

等級。（受訪者Ｆ） 
 
  不過，也是有受訪者表示等級的高低並非完全沒有優勢，受訪者Ｂ強調，「這

個遊戲等級非常重要，你等高的打等低的就是很輕鬆，等低的根本不太可能打贏

等高的」，受訪者Ｄ也說，「《魔獸》等級跟技術應該都是蠻重要的一環，你等級

高當然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對付等級低的」，受訪者Ｉ亦認為，「等級會影響命中率

和攻擊力。」因此，對於《魔獸世界》當中的等級問題，我們可以發現有些受訪

者認為等級並不怎麼重要，另一些受訪者卻認為等級和技術也是同等重要。 

 

這當中的差別在於，因為等級是不管玩家怎麼玩，花一個月或是花六個月的

時間，遲早有一天會練到七十級的最高等級，到了這個時候，所有七十級玩家的

角色能力其實是差不多的。但技術就不同了，技術要求的是玩家的反應能力和臨

場經驗，是平常遊玩時一點一滴累積出來的，等級雖然有上限，但技術卻是沒有

上限，操控的愈好，技術也就愈高，玩家可以將技術練到爐火純青的地步，自然

而然就愈為顯現技術優秀的玩家在遊戲當中受到重視的程度。 
 
雖然這當中有著些許差異，但大家對於技術的看法都同樣地認為這是遊戲能

不能玩好的主要關鍵之處。既然技術是關鍵之所在，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受訪者

指出在遊戲當中技術好自然地位就高，並且也會受到遊戲公會當中權力高層的喜

愛。更明白的講，就是玩家技術好會受到同伴的愛戴，也會受到公會高層的青睞，

等下次出副本任務時就會優先選擇，如此玩家也會更加地成為團體中的菁英份

子。因此，我們在這裡可以得到一個「技術好就會帶來權力」的研究發現，不過，

研究者認為若能在這個發現的基礎上做出補充，應能對於理解整個玩家在遊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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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的權力更有完整性。是故，在接下來的段落，我們將去探討玩家在遊戲中，

他們內心對於別人看待自己技術好壞的評價，是有著什麼樣的反應與感受，以及

他們是如何去看待別人的技術好壞。 
 
  有關於玩家對於別人看待自己技術的感覺，許多受訪者都指出，若是自己的

技術被別人肯定的話，心裡的感覺是很不錯的，知道自己的技術好，會對自己刮

目相看，像是受訪者Ｄ說，「厲害的話大家都會叫你『大大』」，這或多或少都會

滿足自己的成就感。受訪者Ｂ和Ｅ也分享自己的看法，從他們的言談中可以發現

他們對於別人對於自己技術的肯定是感到有正面的收穫。 
 
  我們公會現在是台灣伺服器裡面進度最快的公會，我是在這個團隊裡主要的

牧師，所以在官網上會有我的資料，很多人有玩這個遊戲的可能會上去查我

的裝備還有我的天賦，那這個就是別人肯我的技術的一個表現。（受訪者Ｂ） 
 
  （別的玩家）會用崇拜的口氣對你講話，而且他們又知道我是高中生以後，

都很驚訝說我怎麼那麼厲害（笑），很多人也會說要我教他們之類的，我也

有寫過一些怎樣提升技術方法的文章在網路上。（受訪者Ｅ） 
 
  此外，在訪談當中，身為公會幹部的玩家也明白的表示，技術對於他們來說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他們既然身為幹部，技術當然要好，如果技術不好的話

那怎麼去領導和管理別人，又如何服眾呢？像是身為公會長的受訪者Ａ和Ｊ以及

職業長的受訪者Ｃ也都有類似的經驗。他們認真的說： 
 
  技術和等級在《魔獸》中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必須要每一隻王都有一個戰

術，那你一個會長一個 leader，他的戰術跟他的技術如果不好的話，那這個

公會的進度就會非常的慢，你如果自己會長技術真的很爛的話，你還要在這

邊佔著這個位子不放，就沒有那個能力，當然就是大家不會去重視你。（受

訪者Ａ） 
 
  像是技術好，很多我們的戰士玩家也會跟我討教一些有關怎麼提升自己技術

的問題，我是職業長他們問我我也是應該要去回答他們，這也是別人對我的

一個尊重吧，如果我技術不好，別人根本不會來問我，我這個職業長大概也

沒臉待下去。（受訪者Ｃ） 
 
我想當會長，不管是什麼，只要是當幹部，我想本身的技術一定也要很強才

行，如果技術很差，或是普普通通，那要怎麼去領導別人呢？怎麼去帶別人

呢？對吧？當幹部的人自己能力都不好了，那怎麼去帶別人，下面的人也會

說閒話吧！（受訪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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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無論是對普通的玩家或是公會的幹部而言，他們同樣都是很重視別人

對於自己遊戲技術的評價。對普通玩家來說，技術好的話會受到別人的肯定，也

會受到公會高層的肯定，因此如何提升自己的技術無疑是遊戲的重點。在公會幹

部的態度上，他們認為自己做為幹部的一員，技術一定要好，才有資格去領導別

人，因此無論是基於鞏固延續權力的心理，或者只是單純地打算繼續為大家服

務，公會幹部也要時時刻刻注重自己技術能力的提升，這樣才能確保自己在遊戲

當中的權力，亦包括了在個人內心中所得到的增權感受。 
 
  當然，並非所有玩家的技術都是良好的，也是有玩家承認自己的技術並不出

色，也因此讓他們感到些許挫折，甚至最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選擇離開這個遊

戲。尤其，我們可以從已經沒有在玩網路遊戲的受訪者Ｆ的坦白中，細細品味這

箇中滋味： 
 
《魔獸》玩到後來就是在比技術，《魔獸》是一個很講求技術的遊戲，他跟

其他遊戲不一樣，所以我玩《魔獸》玩得蠻挫折的，哈哈。就感覺跟之前的

遊戲比，就是你投入的時間夠久可以得到什麼，到《魔獸》的話會比較難啦，

難度蠻高的。（受訪者Ｆ） 
 
  （二）玩家在遊戲中扮演角色的權力樣貌 
  由於網路遊戲是需要玩家選擇一個扮演的化身角色，因此當玩家選擇何種角

色來代表自己時，也就先預設了自己接下來在遊戲中的玩法與走向是什麼。在第

一章《魔獸世界》的簡介中曾經提到，每個種族與職業還有天賦都有各自不同的

優缺點，因此也會造成玩家在某個遊戲的狀態中是享有優勢，但在另一個時空下

卻又是處於劣勢的狀況，很明顯的，這就代表了玩家在遊戲中所扮演的不同的種

族、職業和天賦等角色，是會讓玩家在遊戲中能夠得到不同程度的權力經驗。因

為在遊戲裡面，每個角色會因為不同的任務需要而使得玩家在遊戲中發揮的權力

樣貌也有所差異，這就是說，權力的運作是建立於個人之上，玩家會在不同的遊

戲角色扮演中，體驗到各種不同權力經驗的優勢與劣勢。 
 
  事實上，在訪談中很多受訪者對於網路遊戲的權力經驗都能侃侃而談，他們

也都分享了很多關於自己在遊戲中扮演角色的優劣勢為何，不過為了避免太過接

近於流水帳的形式，而且很多遊戲角色的優缺點其實尋找攻略的資訊就有了，因

此本研究在訪談時著重的是受訪者在遊玩時因為角色的因素而感受到的權力經

驗，將焦點置於受訪者個人的感覺，而非只是去詢問受訪者扮演角色的權力優劣

勢為何。 
 
  所以在經由上述的訪談原則之下，對於這個議題，其實可以發現到很多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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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確在遊玩時感受到很多各種不同的權力滋味，像是受訪者Ｂ說，「我是牧師，

牧師的話他在自保能力上和打怪可能會比較差一點，可是如果說在組隊方面是蠻

吃香的，因為補血跟坦怪的職業是最缺乏的，所以幾乎都可以找到人組你。」從

這段話中可以了解，如果玩家在遊戲中扮演的是搶手的職業，那自然就會受到其

他玩家的歡迎，也會讓自己在公會組團下副本時，比扮演其他職業的玩家更容易

受到大家的喜愛，而被他們拉入團隊之中。 
 
  受訪者Ｆ也很明白的說，他玩的是戰士，就可以明顯的感覺到戰士這個職業

在遊戲裡的強勢與弱勢，他指出在遊戲裡要下副本時，「一定要有戰士才行，所

以就變成有他絕對的優勢」，因為戰士是專門負責在前線坦怪的職業，若是沒有

戰士在前方坦怪，那誰來坦怪呢？他還認為，戰士「在副本裡面的地位很高，因

為他需要坦怪，所以整個副本裡面是以戰士為中心就對了，就是所有人是跟著戰

士在行動的」，充分顯示出玩家做為戰士這個職業，在遊戲當中的確是享有較優

勢的地位，相形之下變得更為重要，也因此會帶來較多的權力優勢。不過，戰士

這個職業也是有弱點的，受訪者Ｆ就表示，「如果在 PK 裡面來講的話，他可是

在《魔獸》裡面最弱勢的職業，而且是弱勢的非常明顯」，這也是因為遊戲設計

的關係，使得「我可能戰士玩了兩三年然後神裝技術一流，但只要碰到一個技術

平平的法師，基本觀念正確，裝備不用太好，就能輕輕鬆鬆把你幹掉」，這些都

顯現出即使戰士在副本中是存在著優勢，但在 PK對戰中，卻是很容易就會被別

人擊垮的，玩家在扮演戰士這個職業時，勢必會碰到此類權力流動與差異的情

況。38 
 
  扮演德魯依這個職業的受訪者Ｅ也表示，在副本裡面，通常最吃香的是「坦

的和補的」39兩種，這兩種職業或天賦的角色在副本的任務需求裡是很吃香的，

因此也帶來了某種程度的優勢。他說： 
 
  德魯依分成三種，我的是野德40，就專門在前面坦怪，吸引仇恨41，通常公

                                                 
38 同樣扮演戰士的受訪者Ａ，也解釋了一些扮演戰士這個角色的玩法，對於理解《魔獸世界》

亦有重要的參考價值。他說：「戰士這個職業就是要負責在前面坦怪，不要讓其他隊友受傷，

他的優勢就是皮厚血多打不死，譬如是在打王的時候，希望在前面製造仇恨不要讓其他隊友被

怪物注意，補血的要補我，其他的傷害職業就要在王的背後打他，主要就是我要負責扛著他，

然後不要讓他去打別人。（戰士）在 PK方面，他有一個天賦系統，天賦的意思就是你是朝哪一

個方向走，是打怪物呢？還是去殺其他玩家？殺其他玩家的天賦又不一樣，是比較偏向傷害輸

出方面，就是看你的裝備取向。如果裝備是拿很坦血多防高的話，那當然是去坦怪物；如果是

拿暴擊的傷害輸出方面的，就是去打玩家，依照天賦的不同，來決定你這個角色的能力發展。」 
39 坦的主要是以在前方和敵人「坦克」然後吸引仇恨值的職業為主；補的主要是以在後方給自
己隊友補血的為主。 

40 野性德魯依，比較著重攻擊性天賦的德魯依，另外兩種是恢復型跟平衡性的德魯依。 
41 仇恨即為仇恨值，代表了敵人對於玩家角色的仇恨，如果玩家仇恨值愈高，敵人就會專門攻

擊該玩家，而不會攻擊別的玩家。因此，在《魔獸世界》副本裡最基本的戰術就是，要有玩家

專門在前方坦怪吸引敵人的仇恨，讓敵人只攻擊該玩家，不去攻擊其他的玩家，然後其他的玩

家再對敵人進行攻擊，以及對前方坦怪的隊友進行補血等分工合作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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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下副本最需要的人大概就是負責坦的跟補的，就造成這些職業的需求量就比其

他的要大，當然還是要加上技術才行，所以說天賦跟職業都很重要，還要配合上

裝備，看看要走什麼路線，職業需求量大技術好那自然在副本裡吃香。（受訪者

Ｅ） 
 
  遊玩聖騎士的受訪者Ｇ也說明了自己的想法，她說聖騎士這個職業只要天

賦、裝備好和技術好，在補血這個方向上並不會輸牧師，有時還比牧師來的更快

速，在公會或是副本裡常常是團隊的要角之一，另外，再加上聖騎士的職業特性，

他們的防禦也比其他補血系的職業來的要高，並且還有特殊技能可以讓自己在某

段時間內無敵，她是這樣說的： 
 
  （聖騎士）我通常都是用補血性的為主，我們又是稱為奶騎42啦，主要是在

後方補血，或是給前面坦怪的祝福，通常聖騎在副本裡算是好用的補血，有

時五人小隊的話還是主補，聖騎的好處就是如果能夠拿到好的裝備，再加上

天賦和技術，很多時候會補的比牧師這類的還要快，我很喜歡用聖騎，而且

像我們聖騎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有穿鎧甲，被怪砍的話不會像牧師那麼

容易死掉，還有我們有聖盾術，不僅可以讓我們在一段時間內無敵，還可以

解除身上詛咒之類的東西，很好用，想死也很難。（受訪者Ｇ） 
 
 行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到，玩家在遊戲中的確是會因為扮演角色的差異而

在遊戲當中有著不同的優勢與劣勢，當然，一方面這是因為遊戲設計的關係，在

遊戲當中每一種職業都會具有自己的優點與缺點，有拿手也有不拿手之處。另一

方面，因為這種差異也會讓玩家在公會與副本之中的需求度產生不同的狀況，例

如像是一般 25 人的團隊，很多職業通常需要兩至三個人為主，但獵人往往只需

要一個人就夠了43，這也是因為需求度的關係而決定了職業在公會和副本中的地

位，說明了每個角色在不同的時空下會有不同的需求，因而產生權力的流動與變

化。例如扮演獵人的受訪者Ｉ就說，「獵人就是很好自己解任務，偷打人很好用，

但是一被黏到就死了，被改的太弱了，他在技能上也沒有《Diablo2》變化多，
唉！」充分表達了扮演獵人玩家的心情。 

 

  是故，從這個面向可以衍生出一個思考點，就是玩家在選擇職業之時，與權

力的關連究竟是什麼。在前一小節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許多玩家在進入遊戲之初

選擇扮演的職業時，除了和自己日常生活的風格有所連結之外，有不少玩家只是

隨意的選擇意欲扮演的角色而已，甚至也有玩家是每一個職業都會遊玩。事實

上，在《魔獸世界》當中，因為每一種職業的設計其實都是各有優勢與劣勢，也

                                                 
42 奶騎是玩家們對於補血系聖騎士的戲稱。 
43 簡單地說，在《魔獸世界》裡，由於副本的需求度不同，獵人雖然也有很多優點，但在很多

功能上的表現是比不上其他職業的，甚至有的時候下副本時每個職業的人都一定要有，但唯獨

缺少獵人這個職業卻是無傷大雅，也因此降低了獵人在副本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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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各的特色，所以並不能夠輕易地特別指出那個職業是比較擁有權力的優勢。

當然，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如果是在副本當中，「坦的和補的」這兩種職業的確

是比較受到團體的歡迎，而像是獵人此類在副本中處於較為弱勢的職業，就可能

不會成為以副本為主的玩家，他們的首要選擇。因此從這個角度觀察，職業角色

的權力形態是有可能會造成玩家在選擇職業之時，以此一面向做為一個考量的重

點因素。 
 
而且，在《魔獸世界》中另一個重要的項目，就是玩家扮演角色的天賦是什

麼，它會決定玩家在遊戲中的玩法為何。因為在《魔獸》裡，伺服器有分為 PVE
和 PVP 兩種，前者著重的是副本的玩法，後者除了也有副本的玩法之外，亦著

重的是以競技場和 PK 為主，玩家在天賦的選擇上，也是有以配合 PVE 和 PVP
兩種伺服器方向為主的天賦，一般來說，副本的領導（Raid Leader）要選擇團隊
時，也會以選擇 PVE 團隊天賦的玩家為主，因為這樣子的傷害輸出會比較大，
比較適合團隊的合作，所以若是玩家是以 PVP 的天賦為主想來打副本的話，通

常是比較不受到副本團隊的歡迎。不過，相反地，若是玩家的天賦是比較傾向

PVP 的話，那這樣子就比較適合去打競技場或是在 PVP 伺服器中和別人 PK 對
決，如此要單挑擊敗別的玩家也比較容易，打贏的話即可得到榮譽值，可以去獲

得自己想要的裝備。所以，這就代表除了玩家的職業之外，天賦也是一個對於玩

家在遊戲中權力地位的重要原因，某些職業與天賦在某些需求和環境下的確是比

較佔有優勢的。 
 
  （三）性別政治？網路遊戲中的性別與網際權力 
  在網路遊戲的機制之中，除了玩家技術等級的好壞，以及扮演角色與職業天

賦的差異之外，本研究發現，另一個會讓玩家產生權力優勢與劣勢的因素就是性

別的問題。其實，經常上網與他人互動的網友都知道，在網路世界裡，通常女性

會比男性要在團體之內更受歡迎，至於為何，這當中的原因很多，足以另立一篇

獨立的研究來探討這種狀況，但是本研究的重點並非在於討論此類狀況的原因是

什麼，而是希望將焦點集中於網路遊戲當中，去分析網路遊戲裡因為性別角色的

不同，而讓玩家在遊戲當中得到或失去了何種權力，將網路遊戲裡的真實現況反

應出來，了解性別差異是否也會造成網路遊戲中權力關係的改變。 
 
  事實上，一般而言，玩網路遊戲的玩家大多是以男性為主，相對地女性玩家

就比較少，再加上也許是因為「傳統」兩性觀念中認為男性應該要比女性主動，

因此也容易造成女性玩家在網路遊戲當中會比較「受歡迎」，男性玩家會去主動

接觸女性玩家的狀況。所以，令人好奇的是，目前在網路遊戲裡，兩性之間互動

的現狀究竟是什麼樣子呢？首先我們先以男性受訪者的訪談進行分析。 
 

玩網路遊戲的人還是男生居多，女生的話還是比較少，像我們公會裡面男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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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例大概是八比二，女生就會變得說比較佔優勢，因為男生多女生少，很

多男生就會經常去主動的跟女生聊，還有的人會去騷擾女生玩家，我之前就

有接受到我們女生團員的檢舉，說有男生在騷擾他，所以有的時候很多人會

認為說女生在網路遊戲中會佔有好處，是這樣沒錯，不過女生也會受到男生

的騷擾，畢竟玩網路遊戲的還是男生佔多數。（受訪者Ｃ） 
 
  我想網路遊戲中男生畢竟還是佔大多數，很多男生常常會聽到誰是女生就會

對他比較好，或是說照顧一下，幫忙一些東西，那種來亂的來告白的人都有，

然後就是那種見都沒見過的人大家都會說是正妹，哈哈！…你可以對男生罵
髒話，但你對女生罵髒話就很奇怪，通常大家講話都會比較客氣吧。雖然你

也不知道他是真的女生還是假的女生。（受訪者Ｄ） 
 
  在線上遊戲裡面，不管你玩那款線上遊戲，你只要是女性角色，不管是恐龍

還是正妹（笑），反正只要他是女性角色，就一定會有人捧啦，因為在遊戲

裡面，總是會有人認什麼老公老婆之類的，在遊戲很正常啊，（女性玩家）

一定會有優勢啦。（受訪者Ｆ） 
 
的確，依據受訪者的訪談可以看出，網路遊戲中男性玩家是多於女性玩家

的，女性在遊戲社群裡也會比較受到男性的照顧，當然也是有女性會受到男性的

騷擾，但大致上整體而言，女性在男性居多的網路遊戲當中，的確是佔有優勢的。

受訪者Ａ指出，因為玩遊戲的「女生真的不多，所以很多男生看到女生就會獻殷

勤、送禮物」，如果女生犯了錯也會「比較容忍她，不像一般男生出錯的話，就

可能會罵他。」受訪者Ｅ也證實了這種女性玩家佔有優勢的看法，做為公會裡的

風雲人物，他說「網路裡女生都很吃香，只要聽到是女生就會很愛去找她聊天，

像我們公會裡的女生就是這樣，比我們這種公會裡的主要人物都還要受歡迎多

了。」受訪者Ｉ同樣指出，有些男性玩家「對女生都特別窩心啊，很照顧女生，

對女生都比較好的樣子」，他還開玩笑的說「因為很多男宅宅幻想可以救美眉。」

另外受訪者Ｊ講的更白，除了他認為網路遊戲中是男性多於女性之外，也直指有

些男性看到女性時「就好像看到寶一樣，不然就像是蒼蠅一樣粘過去」此類的狀

況，相當地有趣與寫實。 
 
  這種有趣的現象並不僅止於此而已，其實在受訪者的經驗之中，還有更多有

趣的事例。有些男性受訪者本身是有在網路遊戲中扮演女性角色的經驗，使得別

的玩家以為他是女性，因此也讓這些男性受訪者感受到在網路遊戲中做為女性的

「優勢」，享受到做為女性玩家的「特權」。 
 
  裝女生唷，別的遊戲有過。我跟我朋友當姊妹在模擬說我是姊姊。其實還蠻

好玩的，我並沒有要去騙其他玩家，只是他就是真的把我當成姊姊，然後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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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我想說是男生這樣。那也是很多人虧我很多人追我呀，送我禮物我又比

他們強，送我的禮物我又沒有說比較需要，反而是我在提供他們一些協助，

其實這算是一個另類的角色扮演，還蠻好玩的。（受訪者Ａ） 
 
  以前玩《仙境》時是有玩過女生，就把名字取得跟女生很像，然後別的男玩

家一看我是女生的ＩＤ就會主動找我聊天，我就扮女生裝不會玩，呵呵，還

裝是國中生，請別人教我怎麼玩，還有人問我住那裡，想約我出來見面吃個

飯，我還跟他說因為我沒ＲＯ幣可不可以給我一點，結果他真的給我ＲＯ

幣，哈哈，還不少，我後來才發現原來當女性玩家真的那麼好，有的時候還

真的想去當一下女生呢。（受訪者Ｃ） 
 
  有用過女角色，裝可愛問問題，很多人都會主動過來幫助你，主動跟你搭訕，

問你幾歲住那裡，還有人問說我給你點數你當我遊戲裡的老婆好不好，真的

實在是很好笑，我真的是搞不懂為什麼我說我是女的他們就相信，所以說我

現在對於別人在網路上說的話都不會完全相信，你遊戲玩久了你就會知道

了。（受訪者Ｅ） 
 
除了受訪者自己親身的經驗分享外，也有男性受訪者雖然沒有扮演過女性角

色，但同樣也是看過了不少男扮女的「趣事」，受訪者Ｆ笑說，以前在玩《天堂》

時，「在網咖裡面看到人家在玩女妖精，他還跟另一個人說『至少你還有我』，哈

哈哈！看了就很想從他背後尻下去！」受訪者Ｈ也說，他有男性朋友在玩女性的

角色，然後就有別的男性玩家「會主動提供一些包養的金幣援助。」雖然這些看

似都只是網路遊戲中的有趣現象，但其實都再再地顯示了網路遊戲裡男性與女性

之間因為性別不同而產生的權力差異。 
 
  在檢閱完男性受訪者的經驗之後，本研究裡兩位的女性受訪者也有一些身為

女性的意見。受訪者Ｂ也是同意在網路遊戲當中男性多於女性的看法，她還指

出，通常男性會對女性較為客氣，容忍度也較高，「就算認為你的技術不太好，

也不太會責怪你。」受訪者Ｇ則認為，如果是女性，就知道那種「感覺」是什麼，

她說： 
 
  很多人常常會看到是女的就會主動跟我搭訕聊天，有些人講的東西也是很沒

營養，還會去騷擾人，還有就是有些人原本態度對我也是平平，但知道我是

女生後就馬上態度大轉變，天天跟我噓寒問暖，很多啦，你如果是女生的話

你就知道那種感覺了，大家知道這個人是女生的話就真的會對她很客氣。（受

訪者Ｇ） 
 
  因此，對於女性受訪者而言，她們也認為女性的確是在網路遊戲受到比較多



 74

的關愛與照顧，不過同樣也是有受到不少男性的騷擾，受訪者Ｂ在陳述自己曾經

扮演男性角色的經驗時，表達了一些做為女性而且頗為透徹的看法，她的觀察是： 
 
  基本上網路遊戲很奇怪，你是女角色別人就覺得你「可能」是女生，然後你

玩男角色，別人就覺得你「應該」是男生，我玩這個男角色的時候並沒有跟

任何的人說我是男是女，但是大家也是很平常的這樣對待你，因為他們就是

認為你可能就是男孩子。如果在網路遊戲當中大家知道你是女生的話，有一

些男生就會想要跟你親近一點啦，然後會問你一些資料，然後講一些有的沒

的，有的時候對女孩子會造成一些困擾。（受訪者Ｂ） 
 
  面對這個網路遊戲現象，我們可以很明白的指出，在網路遊戲當中做為女性

的角色會比男性的角色來得享有權力，通常女性玩家較易受到男性玩家的照顧和

幫助，男性玩家們也可以運用「女性」的裝扮來獲得平常做為男性玩家時所得不

到的好處，享受被照顧的滋味，同樣女性也可以扮演男性，體驗當男性的感覺，

如此一來，玩家即可在網路遊戲當中變換自己的虛擬身份，體現一種個人身份流

動性的網際權力過程。 
 
從 Foucault衍生權力的精神來看，玩家在遊戲中得以跳脫天生的性別界線，

選擇不同的性別展演，正是一種顛覆權力技術的策略性實踐。然而，弔詭的是，

網路遊戲（也可說是網際空間）似乎仍然無法成為自外於真實世界的烏托邦，雖

然女性可以在網路遊戲當中得到許多男性所沒有的優勢，不過，女性也是會因為

身為「女性」而遭到許多不必要的打擾，並且這背後還是隱含了現實社會中男性

應該「照顧」女性的刻板印象，對於生活在此論述結構之下的女性而言，是一種

不易翻轉的存在現象。並且，女性在遊戲中獲得的「權力」，極有可能正是訓育

技術對於個人的馴服手段，是女性在真實世界中因為失去了權力而產生的「權

力」，讓女性玩家得到了自以為是卻又充滿虛妄的主體性，實際上並非是真正對

於女性產生了增權的效用，是故到底女性在網路遊戲當中有沒有得到實質上的增

權，目前看來似乎仍然難以有所定論。 
 

四、網路遊戲的匿名性與網際權力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我們曾經提及網路中的匿名性會對於使用者產生影

響，也提到了因為匿名性的關係而在網路遊戲裡造成的現象，在本研究中，我們

主要研究的是在於匿名性對於網路遊戲玩家產生了何種的權力作用，也就是匿名

的方式為玩家帶來或失去什麼樣的權力關係。因此，對於這個問題，本研究將會

把重心置放在因為匿名性的關係，對於網路遊戲玩家在遊戲中的人際關係有著什

麼樣的改變，以及玩家在匿名性的因素之下，是否會做出何種在日常生活裡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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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從事的行為，尤其是類似「小白」44的行為，藉以從此勾勒出玩家因為匿名性

而產生的網際權力。 
 
  首先，對於網路遊戲中玩家因為匿名性的關係而對人際關係造成的影響，有

受訪者表示，匿名性的因素的確是會讓他們在網路遊戲當中更容易和他人互動，

受訪者Ｅ認為，「在網路上要認識新的朋友好像要比在平常的時候認識新朋友要

來的容易，可能看不到別人會比較好聊吧」，身為女性的受訪者Ｇ也指出，在網

路遊戲中認識新朋友的方式對女生而言也會感覺到比較安全一點，而且在網路也

可以讓自己更為活躍，她說： 
 
網路上比較容易認識人，比較容易跟人混熟吧，也許是因為看不見的原因，

我想可能說是大家有共同的話題吧，大家有同興趣，而且只是在網路上而

已，不是面對面的，這樣好像也比較安全，就不用去擔心太多。而且尤其是

像我是個女生，我平常又是屬於文靜的人，也許跟個性有關，在網路上的話

我會比較容易可以跟別人聊，我會比較活躍，在網路中跟別人認識的話是比

較簡單吧，可以減少很多道程序。（受訪者Ｇ） 
 
  受訪者Ｃ也強調，在網路上認識新朋友的確是比較容易，但很多都只是點頭

之交，話題也大多集中於彼此共同的興趣中，真正要到生活上的互動就是要等到

熟識了以後才有可能，他認為： 
 
就我多年上網的經驗，我是覺得網路上要認識新的朋友或是說一些相同興趣

的網友會比平常來的方便許多，大家認識會比較容易，不過我想大家互動的

地方也大多是以遊戲為主吧，要比較生活上的互動就可能是到後來大家很熟

了之後才有可能，通常跟大多數的網友也只是點頭之交，大家可能互相知道

有這個人，但真的一對一的互動好像也不多。（受訪者Ｃ） 
 
  做為公會長的受訪者Ｊ更表示，不認識對方反而比較好，對於做為公會長的

反而好做事，沒有什麼人情壓力，他說： 
 
很多人其實根本都沒見過面，他實際上是誰我也不認識，其實有的時候不認

識才好，要跟他說什麼也不用顧忌，我當會長有時候會需要去糾正其他人的

行為，像這樣子我話也可以說白一點，如果真的不爽就不要來，大可離開我

們公會，像如果是有認識的人熟的話，有的時候說話就不能太直接了，反而

有人情壓力。（受訪者Ｊ） 
 
  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出，網路的匿名性特質能夠讓玩家在遊戲當中更容易地去

                                                 
44 小白為網路新興用語，意指語言行為「白目」、不遵守網路禮儀與規範的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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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一些朋友，會感到比較沒有壓力，因為在網路之中人際間的互動並不同於現

實中需要慢慢的認識才能互動，反而網路更能夠讓人們直接深入話題交談。除此

之外，匿名性還會讓自己的個性改變，原本個性文靜的人在網路中可以變得更容

易與他人互動，變得更為活躍。而且對於公會幹部來說，匿名特性還能夠讓他們

更好處理公會的事務，因為比較沒有人情的壓力，做事更能夠秉公處理。 
 
  另一個在網路遊戲中匿名性與網際權力之間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玩家是否

會因為匿名的因素而在遊玩網路遊戲的過程裡，做出自己平常不敢或是很少做的

事情，甚至是做出一些亂鬧的小白行為。事實上，即使沒有玩過網路遊戲，但只

要有上網經驗的網友都知道，在任何網路空間中，都會有所謂的鬧版的小白，何

況網路遊戲又是做為眾多玩家互動的虛擬社群，小白的行為更是每天都在發生。

是故本研究試著以匿名性為因，去探究玩家是否會因為網路遊戲的匿名特性而在

其中做出平常少做的事情，甚至是做出小白的行為，來探討匿名性是否會帶給玩

家在網際空間裡能夠發揮比日常生活上更多的權力伸展。 
 
  而我們在有做過小白行為的受訪者談話中可以發現，從事小白的行為其實也

是另一種網路遊戲的玩法，對他們而言，網路的匿名性是能夠讓他們在從事小白

的行為時感到比較放心，反過來說，也可以說是因為匿名性的因素讓他們敢在網

路遊戲裡從事小白的行為。當然，他們也都認為，必須要能掌握住分寸，不要太

過誇張，有的時候適可而止，因為若是從事小白行為太過明顯囂張，是很有可能

會被遊戲公司砍帳號的。 
 
  可能會比較隨便去偷撿別人的東西，或者是去偷殺別人之類的，反正他也不

知道你主要的角色是誰，你就可以開小隻45做比較不受尊敬的事情，人家會

通緝你的那種事情，可能他們也不知道你主要的角色是誰。（受訪者Ａ） 
 
  哈哈，就是在人家後面砍他一刀把人家砍死，在路上看到等級低的人就隨便

砍一砍，因為我想遊戲是可以這樣玩的，所以應該也是沒有什麼問題才對。…
反正玩遊戲，只是遊戲而已，那就玩的開心一點，想做什麼就做麼，你想當

壞人也可以當壞人，只要你不要太誇張，或是說違反到遊戲的規定，那這就

真的是個遊戲，玩的開心一點比較重要。…（匿名性）也是有可能，是會有

這種感覺啦，因為反正也沒有人知道我是誰，他也不能對我怎麼樣，我就照

我自己想玩的去玩，在網路裡面，誰知道你是誰。（受訪者Ｄ） 
 
  我覺得是因為新鮮吧，做小白的行為是有點機車沒錯，不過這只是網路遊戲

                                                 
45 在《魔獸世界》當中，一個身分證號碼可以登記三個帳號，一個帳號可以開十個角色，所以
最常見的生態就是玩家會有一個專門在遊玩的ＩＤ角色，另外再創造幾個ＩＤ做為分身。其實

這種利用分身ＩＤ來開小隻做小白的行為，不僅在網路遊戲中，也在整個網路社群中都是屬於

常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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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對呀，你想怎麼玩都可以，有時遊戲的正常玩法玩久了，會有想說去試

一下不一樣的玩法去試試看，可能真的是因為跟匿名有關吧，沒人認識我，

這樣玩好像也很有意思，我會覺得說這樣子玩不會傷害到我，想知道我是誰

應該是很難的事才是。（受訪者Ｅ） 
 
  有過小白行為的受訪者Ｄ也分享了自己當小白時的心情和經驗，他曾經使用

過作弊程式，認為從事小白的行為當下感覺是蠻爽的，別人對他也莫可奈何，不

過他也承認，這種行為做久了其實也會變得沒有意義，反而不好玩。 
 
我以前玩《ＣＳ》的時候，曾經有用過作弊程式玩過，它會讓我人變得很快，

別人都打不到我，但我可以很輕鬆的殺到別人，然後到最後大家都很不爽，

就一直罵我，然後也踢不了我，也沒辦法。還蠻爽的，把大家都殺的很慘，

因為別人也奈何不了我，看別人在那邊叫那邊訐譙很過癮，哈哈。但是，有

一點要講的是說，用這種作弊程式玩久了也沒什麼意思，當一個遊戲，變得

太容易打，太容易獲勝的時候，就變得沒挑戰性，不好玩，所以後來玩的話

就幾乎很少會用作弊程式來玩了。（受訪者Ｄ） 
 
  當然，也是有受訪者沒有做過類似小白的行為，但他們也都遭遇過或是有耳

聞過被小白侵擾的事件，受訪者Ｂ指出，「在網路遊戲上也是會常常聽到因為反

正他不認識我，我就多砍他一刀啦，或是偷殺他啊，守他屍體46啊，這種也是蠻

多的。」受訪者Ｈ也說，「網路上還蠻多那種可能他今天心情不好，就很喜歡隨

機找人偷襲啊之類的，做小白的事情，這種人還蠻多的」，這些都顯示出匿名特

性很有可能是會造成小白行為的出現。 
 
受訪者Ｆ根據他多年的網路遊戲經驗，指出從事小白行為除了匿名性的關係

以外，多少也是有年齡的因素，他表示： 
 
  但是在網咖裡面，我覺得人家都說白目國中生對不對，其實真的玩線上遊戲

的年齡差距都很大，有些你碰到的年齡都很小，有的連國中都沒有，可能才

國小四五年級這樣子，想不白目都很難，通常年紀小的都比較容易啦，就比

較有那種耶反正線上遊戲你看不到我的那種心態，像我一般玩遇到成年人，

很少會有這種心態啦，真的很少，應該是年紀的關係。（受訪者Ｆ） 
 

                                                 
46 在《魔獸世界》遊戲中因為玩家的角色死亡以後，必須要進行復活的程序，最常見的方法就

是所謂的「跑屍體」。玩家會先變成靈魂，然後要跑回到自己的屍體旁才能復活，不過雖然玩

家復活了，但剛復活之初玩家所有的生命值和法力值都只有原本健康狀態的 50%，所以這時
也是玩家最為脆弱的時候。而守屍體的意思是說，某些人故意先在「死者的屍體」旁徘徊，等

到玩家一復活時（亦是最脆弱時），立刻出現攻擊該玩家，如此一來好不容易才復活的，卻又

輕易的被別人打死，所以這種守屍體的行為往往都是被視為極不友善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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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裡我們可以發現，從事小白行為除了有受訪者指出的年齡關係外，有很

大的原因是來自網路匿名性所帶給玩家的「安全感」，因為在網路遊戲中，只要

你不說，沒有人會知道現實生活中的你究竟是誰，你在遊戲當中殺人放火，當一

個反派老大，做一個人人厭惡的壞蛋，只要不違反遊戲規定，這些都是玩遊戲的

一種方式。換句話說，匿名性給予玩家們能夠在網路遊戲中展現不同於日常生活

行為的權力與機會，讓玩家能夠做出平常不太敢做的事，反正因為匿名，沒有人

知道我是誰，現實生活的我是安全的。 
 
  另外，有些做為公會幹部的受訪者也指出，他們在面對公會當中的小白成員

時，有的時候就算去警告小白成員，也會因為網路匿名的關係，造成小白成員不

見得會去聽從幹部的指示，實在很難去對於這些小白成員做出什麼懲處，最多就

是逐出公會，但對於真正「專業的小白」而言，他們還是可以再去加入別的公會，

似乎也是無關痛癢。 
 
可能真的是因為不知道誰是誰，像我們公會裡面，也是有幾個人喜歡亂鬧，

或是講話很白目，可是他違反的規定又不是很嚴重，再不然就是有親朋好友

也是在公會裡，就變成說如果我想就是提醒他不要誇張，就算他不甩我，我

也很難拿他怎麼樣，我想這應該是網路的關係吧，可能是因為不認識彼此，

我是看不見對方，如果是現在中看的到對方的話，情況應該會不一樣，面對

面的壓力會比只有網路的壓力要來的大吧。（受訪者Ｃ） 
 
  所以，在匿名性的問題上，我們可以發現到很多受訪者會因為網路的匿名特

性，而在網路遊戲中更容易認識同好，並且匿名性也賦予了他們敢在網路遊戲裡

做他們日常生活不敢做的事，尤其像是小白的行為，因為對於玩家來說，他們是

處於匿名的狀態，就算我在網路遊戲中做了壞事，別人根本不知真實的我是誰，

想找真實的我來報仇那也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明白的說明了匿名性能夠讓玩家擁

有更多的行動空間，能夠在網路遊戲中做出更多想做的事情。 
 
  事實上，匿名性產生的特色並非只有上述幾項而已，匿名性也會讓玩家在網

路遊戲中建立一個新的權力身份，因為當玩家透過匿名進入遊戲裡，除了已和現

實的社會權力關係產生失聯外，並且經由新的化身或是角色扮演，建立了另外一

個全新的網路權力互動關係，產生階層革新的現象。其實，在本節前述的研究發

現中，諸如玩家在網路遊戲中獲得的權力，或是玩家因為技術好，或是扮演角色

的特色等關係，這些都是因為玩家透過了匿名特性進入遊戲裡，在離線世界中究

竟是誰已變得不再重要，只要你技術好，扮演角色的需求度高，都能建立一系列

屬於自己的優勢權力網絡，解構了真實世界的權力而建構了虛擬空間的權力。並

且，匿名性造成的階層革新同樣也可能會讓日常生活普通的平凡人，一躍在網路

遊戲中成為掌握權力的公會長，當然，一名玩家當上公會幹部的因素有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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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革新的現象也的確是存在於網路遊戲當中的。至於有關公會幹部權力議題的

探討，將在本章第三節有更多的解釋。 
 
最後，研究者在此也要強調，匿名特性並非一定會完全裂解和重繪真實與虛

擬間的權力關係，就如同本節中提到的，個人在網路中的權力其實也很有可能是

因為真實生活中所造成的，對於許多會在真實生活與網路空間中同時互動的人而

言，匿名性對他們來說其實沒有什麼多大的影響性，因為既然遊戲內外都是互相

認識的，匿名性的因素也就並不存在了。 
 

第二節 玩家與科技權力形式間的權力關係 

 

一、網路遊戲玩家和網管之間的互動 

本節主要的方向在於分析玩家在網路遊戲當中，面對各項科技權力的影響，

他們的權力經驗與行使策略究竟是什麼，針對玩家與科技權力的互動與抵抗進行

探討。在網際權力的社會層次上，Jordan 認為科技權力菁英擁有掌握科技的能

力，來獲得權力掌控的形式，並可以輕易經由個人意志產生對他人的規訓，因此，

網際網路是具有產生 Foucault的知識權力與規訓的可能性，那究竟在網路遊戲之

中，玩家與科技權力菁英的權力運作軌跡為何呢？我們應能從玩家與網路遊戲管

理者（Game Master, ＧＭ）之間的互動可以發現端倪。 
 
一般來說，網路遊戲玩家和ＧＭ之間的互動，大多是在於遊戲當中遇到的問

題，諸如帳號被盜、遊戲點數、檢舉搗亂者、檢舉他人使用外掛或是遊戲卡關等

情形，此類情形在遊戲當中亦屬常見（受訪者Ｂ、Ｃ、Ｄ、Ｅ、Ｊ）。不過有受

訪者指出，根據經驗遊戲公司ＧＭ的回答方式都很制式，有的時候會感覺好像跟

沒有回答一樣，產生一種沒有什麼事就不要找的印象。 
 
  現在台灣的線上ＧＭ都是請工讀生，他不見得有玩過這個遊戲，都是用一些

很制式的回答，「嗯，抱歉玩家，你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或是他們要回

報，就沒有給你一個迅速的處理，給你一個很制式的回答，所以基本上我們

自己去尋求解決方式會比找ＧＭ還有用。（受訪者Ａ） 

 
  反正沒什麼事就不要找，聽說找了用處也不大。（受訪者Ｅ） 
 
  其實通常啦一般你玩線上遊戲很少去找ＧＭ，ＧＭ也不好找，然後可能通常

就是一些帳號問題啦，可能帳號被盜啦，或著是儲值問題，或是有 bug之類

的，或是檢舉人家的外掛，其實內容很多啦，不一定說是什麼原因，反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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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遊戲有相關的問題才會去問ＧＭ，可是通常你要看是什麼遊戲啦，很

多遊戲的ＧＭ回答都是很制式的，有的時候可能根本就是連ＧＭ有都沒有每

次給你的答覆都是一樣的。（受訪者Ｆ） 
 
同樣地，也有受訪者表示，曾經跟ＧＭ檢舉過搗亂者的行為，但ＧＭ的回覆

卻只是因循守舊，不知變通，對於犯行不明顯的搗亂者不加以處理，如此反而會

使得正當的遊戲玩家感到心寒。 
 
  （面對搗亂的玩家）47我有跟ＧＭ回報，但你知道ＧＭ說什麼嗎？他說這樣

子並沒有違反遊戲的規則，他說他管不著，無法可管，我聽了後真的覺得啼

笑皆非，那要他們幹嘛？這明明就是很明顯在亂鬧的，ＧＭ也不會出來制止

一下，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一點應對的彈性都沒有。（受訪者Ｇ） 
 
  那究竟玩家對於遊戲當中有意見而去向ＧＭ或遊戲公司反應時，他們給與玩

家的感覺又是如何？可以從受訪者的陳述中發現，玩家大多認為遊戲公司雖然有

接收到玩家對於遊戲內狀況處理的要求，遊戲公司也的確是會立即回應，但是他

們的回應卻是讓玩家們感覺到敷衍了事，會讓玩家內心產生「要玩不玩隨便你」

這種不受遊戲公司重視的感覺（受訪者Ｅ、Ｆ、Ｊ），甚至是有受訪者覺得ＧＭ

的回覆都很官腔，素質有待提升。 
 
  我是有用客服問過問題，嘖，他有的時候的回答都有一種官腔式的回答，有

的時候回答還蠻快的，但有時總是就覺得說沒有回答到那個真正的答案是什

麼。（受訪者Ｄ） 
 
  你去問大多數的人都知道，ＧＭ的回覆永遠不會讓人真的滿意，很多的回覆

都是千篇一律，像我剛說的那個（例子）好了，明明就是在騷擾搗蛋，但Ｇ

Ｍ卻放著不管，好，雖然他這樣子是並沒有直接違規，但這樣引炮彈打來害

別人死掉，然後又一直來，這不是在鬧是什麼，所以我真的覺得台灣的ＧＭ

素質水準要加強，聽說跟國外的比真的在專業上差很多。（受訪者Ｇ）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玩家都對ＧＭ與遊戲公司的處理態度與能力感到不滿，

也是有受訪者認為ＧＭ與遊戲公司也是有在做事的，不過，對玩家而言要遇到Ｇ

Ｍ與遊戲公司良好的回應似乎要碰點運氣，一般來說，玩家對於ＧＭ與遊戲公司

在處理態度與能力上的評價是頗為兩極。 
 

                                                 
47 在訪談裡，受訪者Ｇ提到的例子為：「像我最近就遇到有人故意跑到我身邊，我原本不知他要

幹嘛，我就繼續做我的事，結果他居然是引炮彈來，我一沒注意就被炮彈炸死了，然後又一直

鬧，真的很讓人生氣，可是又不能拿他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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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朋友打去遊戲公司的，那個反應也蠻兩極的啦，有的人說服務很好，有

的人說服務不好。（受訪者Ｂ） 
 
  我遇到的問題通常…通常遊戲公司ＧＭ是都會處理，可是處理歸處理，有沒

有解決問題那又是另一回事了，例如像我之前有遇到幾個問題，就畫面出了

問題，後來我問ＧＭ，他跟我說怎麼做怎麼做結果也沒有修好，後來他也不

知道要怎麼辦，後來還是我自己想說試試看更新顯示卡驅動程式就 OK 了，

那還有另外一次是比較好的例子，就是我的帳號被別人入侵，包包裡的東西

還有現金寶石的全都不見了，後來趕快回報ＧＭ，還打電話到遊戲公司，本

來想說這次要損失慘重了，結果還好後來東西都有回來，除了金幣以外其他

都復原了，哈哈，但其他人都說我運氣不錯，說我遇到了一個有在做事的Ｇ

Ｍ。（受訪者Ｃ） 
 
事實上，這一部份是與遊戲內的管理機制有關，因為最前線的ＧＭ只是遊戲

當中的管理者，能控制的權限也多止於較為淺層的程式與管理問題，至於較為深

層的遊戲內容與設計的問題，此一部份為設計人員的工作，ＧＭ所能做的也只是

將玩家的意見往公司內部呈報而已。擔任公會長的受訪者Ａ甚至透露，因為有朋

友在遊戲公司裡擔任主管，所以他都跳過ＧＭ直接向朋友反應，反而隔沒多久時

間問題就全部解決了，充分顯示了如果能跟遊戲公司的高層熟稔，就如同「朝中

有人好做官」一樣，更能夠運用特權來解決遊戲當中的問題。他說道： 

 
  （有些）問題找線上ＧＭ其實沒有用，有朋友在遊戲公司當高階的主管，所

以我都是直接向他回應，例如說有團員被盜帳號，盜帳號通常都會拖到一個

禮拜到兩個禮拜，這樣會耽誤到我們打王的進度，所以我會去尋求朋友的協

助，他在遊戲公司當主管，那他就會幫我趕快的把這件事處理掉，可能隔天

或者是兩天內，就會把帳號開啟。（受訪者Ａ） 

 
至此，吾人可以發現玩家和網路遊戲管理人員之間的關係並不是對等的，同

樣地，網路遊戲公司也擁有決定遊戲方式的權力，玩家雖然時常需要網路管理人

員的幫助，但這大多似乎是科技權力菁英疏忽所導致，這種不對等的權力關係正

是由於網路遊戲公司掌握科技技術的權力，使得玩家若是想要繼續遊玩下去，就

得遵從遊戲公司的安排，這種科技權力菁英的產生也因而造成另一種新的優勢階

級的興起。因此，科技權力菁英經常是以權力行使痕跡不明顯的方式來施行，並

且使得遊戲玩家在不自覺中接受了科技權力菁英所行使的權力，即使玩家對於其

間不對等的權力關係有所察覺，但似乎無以為力。 
 

二、網路遊戲中的科技權力螺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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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網際空間中資訊超載的現象，Jordan指出網際空間中會出現「上升的科
技權力螺旋」，他認為由於網際空間中的資訊相當龐大，使用者進入網路時會需

要一套來管理大量資訊的工具，然而，當使用者為了學習新的資訊管理工具時，

卻又產生了另一個新的資訊超載，網際空間當中是存在著一個不斷上升的科技權

力螺旋現象。 
 
  無獨有偶的，網路遊戲同樣是具有此一現象，雖然並不明顯，但它確實是無

時無刻不斷地重覆發生，逐漸成為一種統治形式的權力控制手段。這當中最為常

見的，就是玩家經常會為了如何破解遊戲當中的各項難關，而在網際空間中找尋

相關議題，或是去購買攻略書籍參考等等，這種情況即可在各大遊戲討論區中能

夠清楚發現。換言之，玩家為了解決遊戲當中的多種困惑，只好在浩瀚的資訊星

海中搜尋解答，因而又產生另一種資訊超載的問題，形成一種「上升的科技權力

螺旋現象」。 
 
  除此之外，網路遊戲當中也具有另一種特殊的科技權力螺旋形式，此種情況

充份體現在玩家升級與打寶物的現象之上。玩家為了不斷的想要升級與打寶物，

因此就必需要經常地坐在電腦前，花費金錢、時間與精神，提升自己在網路遊戲

中虛擬角色的各種能力，等到玩家成功的升級或得到好的寶物之後，又會繼續想

再升一級，或是說想得到比之前還要更好的寶物，也就是說，玩家花愈多的時間

去玩，就愈容易拿到寶物（受訪者Ｂ、Ｃ），甚至有玩家認為玩網路遊戲就是要

一直打寶物才有趣，由此可以看出，玩家會不斷地重覆此類行為，形成玩家「上

升的科技權力螺旋」。 
 
  你拿了一個好的東西之後，當然還會想拿更好的，尤其是那種愈稀有的那就

愈好，像我們這種常玩的就知道裝備的重要性，你有一個好的裝備，再加上

好的技術，那打起來當然是很輕鬆很容易的多，裝備就是你的武器，你的防

護那些能力值的附加，拿愈好當然加的愈高，玩遊戲當然會希望說能夠多拿

一下好東西，玩的好裝備好當然玩起來也會比較有感覺啊。（受訪者Ｅ） 
 
  我相信打《魔獸》裡面有人真的是因為想打好的裝備所以常常上線玩，因為

我真的就認識這種人，…，我也是覺得玩《魔獸》好玩的地方除了是去探險

沒玩的地方，還有就是為了好的裝備繼續玩下去的感覺，拿到好的裝備是真

的會讓人覺得很開心的，…，很多人身上好的裝備都是打很久再加上運氣才

打出來的。（受訪者Ｇ） 
 
事實上，玩家之所以願意持續流連於網路遊戲寶物的追逐過程，除了享受打

寶物的樂趣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玩家大多都將寶物視為遊戲中重

要的資產，如果獲得好的、等級高的、稀有的寶物，不僅玩家所扮演的角色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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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會增加，玩家在眾多網友中的人望也會跟著提升，並且擁有別人沒有的寶物亦

能夠滿足個人在遊戲當中的虛榮感，也為玩家在網路遊戲當中帶來網路菁英式的

虛擬增權感受。受訪者Ｉ就指出，因為「很多寶物是需要公會出團去打才會拿得

到，誰比較被看重，這個寶物就會歸他所有」，顯示拿到好寶物的玩家也就說明

了這個人在團體當中的地位如何。受訪者Ａ、Ｂ、Ｄ認為，擁有好的裝備或寶物，

就代表了玩家個人程度的高低48，是一種身份地位的展現： 
 
要是你打到別人沒有的東西，會有那種爽度，有那種很爽的感覺，那這就是

玩遊戲的目的呀。你得到別人沒有得到的東西，玩線上遊戲的目的就是這

樣，你有別人沒有的東西，那這樣別人就會一直討論你，一直看你的裝備，

你的心理上的感覺就會覺得很舒服呀。（受訪者Ａ） 
 
  這個遊戲裡當然寶物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因為它代表你的團隊進度到那裡，

然後也是另外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人家可以看到你的裝備來肯定你的表

現。（受訪者Ｂ） 
 
  你有一個好的裝備，好的寶物，就是一種可以說是身份地位的象徵，物以稀

為貴嘛，而且如果你有別人所沒有的東西，那你當然會覺得說感覺很讚啊怎

麼樣啊，你有了一個好的裝備，你當然會想要再有第二個好裝備。（受訪者

Ｄ） 
 
  受訪者Ｅ也認為，好的裝備不僅提升能力，也是別的玩家去分辨自己遊戲水

準的一個指標，拿到好的裝備可說是一件「很屌的事」： 
 
  像那種打到後來大家等級或是技術到後來都差不多時，一個角色的好與壞就

會是要靠裝備來分高下了，…，像我們一直在組團下副本，也有很大的一個
原因是想去拿那些很稀有的裝備，通常在副本裡面，愈難打的怪他掉的裝備

愈好，你有好的裝備在身上，就很容易說可以玩的很容易啊很輕鬆的，別人

也會去看你的裝備來去分辨你的水準是到什麼地方。…裝備拿的好真的很重
要，《魔獸》的裝備是綁定，所以如果有好的裝備穿在身上，那真的是很屌

的事。（受訪者Ｅ） 
 
  對於網路遊戲中的各種寶物或裝備，大多數的玩家都是相當熱衷的追求，因

為好的寶物或裝備，不僅可以增加玩家的能力值，甚至也能夠提升玩家在遊戲中

的地位，使得玩家不論是在個人或是團體的層次，創造玩家在遊戲世界裡權力行

                                                 
48 在《魔獸世界》裡，有許多裝備和寶物的取得條件，是玩家必需要先通過某種條件的限制（諸
如副本破關或升級等），才能夠取得擁有此項裝備和寶物的資格，也就是說，要取得好的裝備

和寶物，就必需要到達門檻，因此愈資深或是愈常玩的玩家們也就比新手們更有取得高級裝備

和寶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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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策略的各種資源。不過，在這當中我們也必需意識到，玩家在獲得權力資源的

同時，這也代表了網路遊戲的權力控制手段的顯現。如前所述，玩家為了要得到

更多更好的寶物，來提升自己在遊戲中的能力，就必需要經常遊玩遊戲，才有更

多得到好寶物的機會，也就是說，玩家想要讓能力變強，就要花費大筆的精力去

遊玩遊戲，到了最後，玩家反而被遊戲給制約，想要變強變得更有權力，就要玩

的更勤勞，若只是隨便玩玩，當然不會變強，權力也不會伴隨而來，如同 Foucault
強調的權力對於身體的規訓意義，在對玩家的身體與心理上達到規訓的效能。因

此，在這裡即充份顯示著網路遊戲也同樣具有科技權力的性質，即使玩家在遊戲

中擁有權力，但經由科技權力控制的網路遊戲，仍然掌握著最後規訓與控制的權

力，這一點將於稍後再度得到印證。 
 

三、玩家與科技權力的對抗經驗與策略 

  科技權力螺旋並非只存在於玩家對於寶物的追求當中，其實，外掛和補丁49

程式也是一種科技權力螺旋的存在形式，因為玩家為了解決在遊戲當中各項煩瑣

的遊戲系統與操作方式，因此開始創造或下載相關外掛和補丁程式，來讓玩家在

遊玩的過程裡能夠更為簡便。不過，玩家使用外掛和補丁程式，甚至是使用作弊

程式的權力行使策略，並不是只有科技權力螺旋的權力運作形式而已，更為重要

的一個面向即在於這種權力的行使策略是帶有玩家反抗科技權力宰制的一個積

極性意義。 
 
  一般來說，網路遊戲玩家對於使用合法的外掛或補丁程式，基本上都是抱持

著正面的態度，他們大多認為，使用這些外掛或補丁程式是能夠讓他們在遊戲的

操控上更為方便，能夠將遊戲的難易度降低，也能提升玩家對於遊戲的接受度，

是一個理想的輔助工具。 
 
  玩那麼多遊戲，對於補丁軟體啊不僅不反對而且還會主動寫程式提供給玩家

的大概就是《魔獸》，《魔獸》他非常需要輔助軟體下去玩，有些沒有輔助軟

體可能（會）讓一般的玩家怯步，因為有些遊戲是需要難度的，那些遊戲的

軟體《魔獸》的軟體就真的功能很強啦，然後如果你沒有的話，有的時候你

更新遊戲已經更新了，然後補丁還沒更新，還變成沒有辦法玩，很多公會沒

法出團，（補丁）變成是很重要的。（受訪者Ｆ） 
 
  外掛的話我是有用過，都是那種合法的，像《魔獸》就是啊，…，因為《魔

獸》有的時候他有一些功能我覺得不是很方便，有時候我用外掛反而更能夠

                                                 
49 補丁的原意為古時候衣服破了洞，再拿別的布料縫補在衣服上，運用在現今的電腦科技當中

則意指修補程式。最早補丁這個詞是中國大陸的用法，但隨著網路交流的頻繁，現今台灣的使

用者也已能理解並運用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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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玩的更順利…主要是讓我們在遊戲中可以更好操作。(受訪者Ｇ) 
 
  在受訪者當中，幾乎都有使用過外掛或是補丁程式，有些玩家甚至還有參與

過此類軟體程式的設計，顯示玩家在《魔獸世界》當中，不僅可以做為一個面對

遊戲公司既定規則而採取權力策略的使用者（外掛或補丁程式的使用），亦可能

成為一個權力策略的生產者（設計或製作相關補丁程式），Foucault 所謂的「有
權力就有反抗」，在此得到了最為簡單的佐證。 
 
  有些網友真的蠻厲害的，可以自己去編寫很多程式讓大家下載使用，我有認

識一個網友，他就是真的在寫外掛程式的，真的很厲害，有的時候我覺得暴

風雪都應該請他們來寫程式做遊戲，我覺得我們玩家自己寫的一些程式才是

真的符合我們的需求，當然《魔獸》也是同意我們用。（受訪者Ｇ） 
 
我有個朋友他會去設計這些補丁軟體，就是把之前我們玩的覺得那裡不好的

地方稍微修正一下，弄得好操作一點，製作的都很不錯，放到網路很多人都

有去下載（使用）。（受訪者Ｊ） 
 
對於遊戲公司的態度，受訪者認為，《魔獸世界》的遊戲公司對於玩家使用

合法的外掛或補丁程式是抱持著開放的態度，對於玩家去設計並且下載合法的軟

體不僅認可，遊戲公司也會將一些玩家所設計的良好功能，在改版時會予以參

考，變成《魔獸世界》的新功能。 
 
《魔獸世界》這個遊戲公司他給這個很大的權力去自己那個遊戲的一些補丁

啦，讓這個遊戲進行的更方便，那像如果有一些比較好的，甚至遊戲公司他

自己改版的時候會把它變成自己遊戲裡內建的一個功能。（受訪者Ｂ） 
 
  我玩《魔獸》是有用過一些網友自己做的，那種合法的軟體，就是讓遊戲能

夠玩得更順手的一些小程式，基本上這些都是為了玩遊戲的方便，然後有網

友去做，放到網路上供人下載，或著是說大家彼此間互相交流。（受訪者Ｄ） 
 
  在《魔獸》裡面，有一些輔助程式還是有官方提供的，算是比較鼓勵的狀態。

但是，其實還是要看遊戲啦，一般遊戲通常是連這種補丁軟體都不贊成就對

了，除了《魔獸》例外這樣子。（受訪者Ｆ） 
 
當然，遊戲公司也並不是全然地接受玩家這種設計外掛或補丁程式的舉動，

在很多時候，遊戲公司都會有自己去特別堅持的底線，對此受訪者指出，只要不

是碰觸到修改遊戲程式碼的內容，或是違反到遊戲的公平原則，基本上遊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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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不會反對的。50 
 
  但是如果有侵犯到遊戲內比較要修改程式碼的一些東西呢，那遊戲公司就會

封鎖住不讓你，基本上麽獸世界他對於這個補丁我們用的還蠻頻繁的，那這

個都是遊戲公司許可的範圍之內。（受訪者Ｂ） 
 
  應該是只要不會影響遊戲的公平性的原則下，我想遊戲公司都不會去反對什

麼的。可是有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著作權的問題，有些補丁做的太誇張，

或是說有什麼影響到公平性，遊戲公司還是會嚴格禁止的，讓你知道他們才

是老大。（受訪者Ｄ） 
 
  像是暴風雪他們對於這種補丁也都是認可，因為這些軟體對於遊戲的內容也

沒有什麼多大的傷害，有的時候《魔獸》好像也會參考說那些補丁的軟體，

再下次改版時把這些功能弄上去，嗯對呀…我想應該是只要說我們不會去破

壞到遊戲的正常和公平性，遊戲公司也都會同意吧。（受訪者Ｅ） 
 
  有關遊戲公司的開放態度，也有受訪者認為，這樣的做法對於玩家和遊戲公

司也都有好處，一方面玩家使用外掛或補丁程式，能夠讓遊戲進行的更為順利，

另一方面遊戲公司也在不影響遊戲公平原則的前提下，允許玩家使用自製的外掛

或補丁軟體，給予玩家更多的行動空間，增加玩家對於遊戲的認同程度。 
 
我是覺得這樣很好啊，這樣子他們公司也是有好處的好不好，因為我們這些

用的外掛程式，這跟其他一些作弊的外掛是不一樣的，很多作弊的是會變得

很投機，然後遊戲的公平就出了問題，這樣子遊戲公司當然會抓，那像《魔

獸》這種方式，他們准許玩家的這種合法的外掛，對他們自己也有好處，我

們玩家玩的更方便，又不會說是去破壞到遊戲的公平性，那我們就繼續玩下

去，然後他們公司也可以繼續賺錢，這對他們來說是好事好不好，他們只有

賺沒有賠，是啦，可是我想最主要的是說外掛程式不能是作弊的那種，是這

樣子的話《魔獸》也不會讓玩家用的。（受訪者Ｇ） 
 
 是故綜合受訪者的觀點來看，玩家對於外掛或補丁程式大多是抱持著正面的

態度，認為使用這些軟體是有助於遊戲的方便性，而且這樣對於遊戲公司也有好

                                                 
50 對此，受訪者Ａ有稍微地解釋一下程式碼究竟是什麼。他說：「《魔獸》有放出程式碼，叫做

『ＵＩ』的程式碼，他讓玩家自己去設計使用者介面，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介面上面，覺得會更

方便的功能，可以把他寫出來統一合併成一個『ＵＩ』，那大家必須要靠著這個『ＵＩ』來補

助自己玩遊戲更順利。」所謂的「ＵＩ」，是 User Interface的縮寫，意指使用者介面，讓使用
者自行定義的介面設定功能。使用者可經由程式編寫，進行整體遊戲內圖形和文字介面的修正

與創造，能讓使用者為了簡化遊戲中的設計，編寫出各式步驟簡化與人性化的操作，讓遊戲更

接近於娛樂的目的。「ＵＩ」與外掛最大的不同，在於程式編寫方式仍必須限於基本主程式的

架構，因此雖為遊戲設計初始所提供的功能，但是仍受限於使用者行為的約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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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因為只要沒有違反到遊戲的公平性，而給予玩家更多的自由發揮空間，玩家

會更為願意去接受這款遊戲，並且遊戲公司仍然掌有對於遊戲控制的最終決定

權。 
 
  不過，受訪者使用外掛或補丁程式的經驗並非都是屬於正面的，仍然是有受

訪者對於此類經驗抱持著負面的看法，受訪者Ｉ就表示，面對外掛和補丁程式的

浮濫情形，「對我這種認真的玩家來說感覺很糟，但除了罵一罵之外也是無能為

力。」不僅如此，受訪者Ｃ更認為，現今《魔獸世界》裡使用非法外掛的情形愈

來愈多，並且都已經破壞到遊戲內的平衡，即使玩家去向ＧＭ回報，但感覺上似

乎都沒在處理，有的時候面對使用非法外掛的玩家，其他玩家也只好用自己的方

式解決了。 
 
  最近《魔獸》的外掛感覺愈來愈嚴重，很多都已經是嚴重的破壞了遊戲的平

衡了，對我們這種守規矩的玩家來說實在很無奈，我們吃到外掛的虧後也只

能去回報ＧＭ，可是ＧＭ也不知怎麼處理，都說會往上報，但實際上都不能

立刻處理，我看ＧＭ大概根本是沒在抓外掛吧，像我們這種奉公守法的玩

家，有的時候真的覺得很氣，到最後有的時候也只好我們自己來，就是把用

外掛的角色打掛，然後再通報ＧＭ，然後還是有人會在一些論壇裡面公佈外

掛者的ＩＤ，讓大家參考。…如果到後來ＧＭ都不管，變成一堆人都在用外

掛或作弊，那遊戲就真的不值得玩了。（受訪者Ｃ） 
 
  事實上，在這裡可以發現，玩家使用外掛或補丁程式的行為並非全都是使用

於合法的軟體，依然是有玩家使用非法或是破壞遊戲公平性的程式軟體。在前一

節當中，我們提到了玩家使用作弊程式的情形，在此，我們又發現許多受訪者指

出，使用作弊式的外掛程式，最理想的狀態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在用，而且其他人

都不知道，這樣就代表了自己在做壞事，但沒有人發現，因而產生了一種特殊的

權力觀感。 
 
  作弊程式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在用，我會覺得比較爽，如果變成是說是大家都

在用，那這樣子就沒什麼意思了，哈哈，跟沒用差不多，要用的話只有一個

人用才會特別，我一個人在用的話，當然感覺有比較爽，通常這種爽法有兩

種，一種是別人知道我在用，但別人沒得作弊，這種感覺還可以，但會馬上

被裡面的人譙，哈，最爽的是我在用但沒人知道，這個就比較好玩了，就好

像是在做壞事一樣但沒人發現，哈哈。（受訪者Ｅ） 
 
但同樣地，使用作弊式的外掛程式，如果只有自己在使用但別人卻不知曉的

這種情況畢竟是少數，大多數的情況是很多人都同時在使用，因此也是有受訪者

表示，如果同時很多人都在用外掛，自己不用的話那就吃虧了，所以也就只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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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使用。 
 
  有一些補丁我覺得還是游走在法律邊緣，對於遊戲的平衡性還是有影響，但

到後來大家也都在用，用的也很普遍，到後來也就沒有什麼人會去質疑遊戲

的公平性了，因為我不用，別人也是會用，我不用反而虧到，那就跟著一起

用。（受訪者Ｃ） 
 
  其實要看遊戲，如果這個遊戲外掛已經很氾濫的時候，取得容易的話，你也

會跟著用。然後像遊戲的漏洞，像我之前玩那一款《希望》，就是遊戲的漏

洞後來大家全部都知道，變成漏洞很大，然後大家也都是這樣子用，然後大

家也是跟著照用。…除非是大家都不知道只有你自己在用這樣才會感覺很爽

這樣子，哈哈，但是現在還沒碰過這樣子，因為我不是駭客，哈哈。（受訪

者Ｆ） 
 
  從前述受訪者的經驗中可以發現，由於玩家對於網路遊戲當中有些地方感到

不甚方便，因此會去使用相關的外掛或補丁程式，讓遊戲進行的更為順利，有些

玩家甚至是自己去製作這些軟體供其他玩家使用。對於此一行為，遊戲公司的態

度大多都是認可，只要不要違反到遊戲的公平原則即可。另外，有受訪者表示《魔

獸世界》中使用非法外掛的情形日益增加，認為使用外掛的情形並不可取，不過

也有受訪者指出既然其他人都在使用，那自己不用豈不吃虧，所以還是跟著大家

一起用。 
 
  其實，從 Foucault「權力與反抗」的意義來看，玩家使用外掛或補丁程式，

正是在網路遊戲裡，面對龐大的科技權力宰制之下，玩家對於遊戲制度的挑戰方

式，這種抵抗的實踐代表了權力策略由下而上的積極主動意義，可以視為是一種

反抗顛覆的戰術性運用，充分顯示了權力運作的微觀層面，玩家的地位是屬於流

動的形式，時而處於服從的地位，時而又同時運用著反抗權力，並非是永遠位於

被動的狀態。51 
 
  然而，在整個網路遊戲的設計與機制之下，這種給予玩家進行裂解與抵抗權

力的形式，也是帶有「上升的科技權力螺旋」此一讓玩家不斷接受遊戲規訓的色

                                                 
51 雖然本研究並未提及，但在《魔獸世界》中也是有發生過眾多玩家透過輿論的壓力，使得遊

戲公司改變遊戲的機制，對此，受訪者Ｂ表示：「這個遊戲能夠玩到後面的副本，打到很後面

副本王的玩家其實是蠻少數的，如果玩不到的玩家他通常在這個遊戲享受到的東西就是比較

少，他們可能就會像遊戲公司施加一些輿論的壓力，譬如說我們之前有一些比較高等的副本，

要進入這個副本之前要先去做一些鑰匙的任務，這些鑰匙的任務也蠻難的，很多人也沒有辦法

完成，但是沒有完成你就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副本去打這些比較高等的 BOSS，遊戲公司就是為
了讓更多的玩家能夠玩，後來就把這個要鑰匙的任務取消了，讓所有的玩家都可以進入到這個

副本裡面，來享受打這些高等 BOSS的樂趣，但是再更高的一些副本裡面呢，他還是有設置一

些限制，就不是普通的玩家可以進去的。」這也充分顯示了玩家對於既有機制的反抗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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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並且，即使看似玩家擁有使用外掛或補丁程式等反抗顛覆的行為，但在整個

遊戲的框架之下，玩家若是想要繼續遊玩下去，也就必需要遵守遊戲的規定才

行，屈從於遊戲規則，否則就無法繼續遊玩。也就是說，就算玩家擁有反抗的權

力，但也只能算是微小的反抗而已，遊戲公司透過這種給予玩家施展權力空間的

「小惠」，來換取對於玩家更為龐大的「規訓與控制」，遊戲公司依然擁有最終的

決定權力，所以當玩家進入遊戲之時，其實也就已經確立了遊戲公司與玩家之間

「宰制／被宰制」的關係。 
 

第三節 玩家在遊戲社群中的權力關係 

 

一、玩家與遊戲社群 

網路社群內的權力問題一直是網際權力當中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因為無論

從傳統的權力論述，或是在 Foucault的理論中，都可以發現權力在人類的群體生

活裡是無所不在的，人類的群體生活自然是以社群的方式來進行。因此，即使到

了網路空間，網路社群依然是充斥著權力的運作，如同 Jordan 所說，在想像的

層次上，網際空間是存在著想像的社群，人們彼此會預設他人和群體的存在，一

邊是美好的天堂國，一邊是存在著監控的地獄國。面對社群內的權力問題，本研

究著重的是理解在網路遊戲之中，玩家對於遊戲社群的認同，究竟是何種因素使

得網路遊戲玩家願意參與網路社群，進而產生對於社群的認同感，願意遵守社群

的規範，探尋這背後隱含的權力邏輯又是以何種形式進行呈現。 
 
  了解玩家與遊戲社群的權力關係前，我們應先知道為何玩家在網路遊戲裡會

選擇加入或是不加入遊戲當中的社群，加入社群的原因與意義又是什麼，如此就

更容易透徹地進行全盤的理解。在《魔獸世界》中，眾多玩家組成的遊戲社群是

被稱之為公會，就是玩家因為相同的興趣與喜好而在遊戲當中組成的社群團體。

不過令人好奇的是，玩家在遊戲當中，究竟要不要加入公會，如果不加入公會的

話，還能不能玩呢？ 
 
加入公會跟沒有加入公會都各有利弊啦，但是加入公會的好處會多很多，如

果我今天是沒有公會的玩家呢，我會選擇找一個公會加入，因為畢竟一個人

單獨要玩這個遊戲的樂趣會減少很多，這個遊戲是要大家一起玩才會好玩的

遊戲。（受訪者Ｂ） 
 
如果有加入公會應該是可以很方便去找到人，如果像是要組團，或是需要別

人幫忙，有公會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以讓我很快速的去找到人，而且如

果大家配合久了，也會容易有默契，這樣在玩的時候操作或是是遇到什麼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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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大家也都可以說很容易的去解決，把遊戲玩的更好，沒有加入公會的話，

沒有加入也是可以玩，我是覺得看自己啦，有人覺得加入好，有人覺得不加

入好，看個人，不加入的話就是一個人玩，也是可以玩啦，只是說在《魔獸》

的話會有一些東西玩不到吧。（受訪者Ｃ） 
 
如果是像《魔獸》的話，不加入公會的話根本就很難玩下去，因為《魔獸》

算是一個很要求我們要去團隊合作的遊戲，想去單槍匹馬的闖副本去打怪打

寶是不可能的，所以說就變成是說有沒有加入公會就變的是很重要的一件

事。（受訪者Ｅ） 
 
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得知，由於《魔獸世界》是一款重視團隊合作的網路

遊戲，尤其是遊戲內有著副本的機制，因為對玩家來說，有加入公會團隊的話，

會比較能夠玩到《魔獸》這個遊戲的精華所在，如果沒有加入公會，可能就無法

體驗到遊戲的完整性。受訪者Ａ表示，「沒有加入公會可能只有享受到一些戰場

PVP方面的遊戲內容，不會享受到團隊一起打同一隻王的樂趣」，受訪者Ｄ也異

口同聲的認為，「如果是沒有加入公會的話，我一個人玩，就會變得說只能夠玩

到某一部份而已，很多地方是只靠一個玩家去玩是不可能玩到的」，受訪者Ｆ也

從其他的遊戲經驗來比較在《魔獸》中有沒有加入公會的差異，他的看法是： 
 
  我覺得遊戲玩家的行為，很多都是取決於遊戲設定的內容，因為有些遊戲，

你不加入公會根本沒辦法進行，像玩《魔獸》如果沒加入公會的話，幾乎根

本沒辦法進入玩到副本，一定要加入公會才能玩到遊戲的精髓，然後像是有

些遊戲的設計上，它的設計可能本來就不需要公會的存在，公會變成是可有

可無，只是多了一個聊天的管道而已，到底加入公會有沒有差別，其實還是

看遊戲一開始本身設計上的問題。（受訪者Ｆ） 
 
  根據林鶴玲等人的研究，因為遊戲設計的關係，每一個遊戲角色都有它自身

的優缺點，造成玩家必須經由合作的方式來完成遊戲的任務，因此公會成為了確

保玩家在遊戲當中得以生存、成功與社交的重要社會組織（林鶴玲、鄭芳芳，

2004）。不過，研究者在此亦必須強調，在《魔獸世界》裡，加不加入公會並非

是必要的，因為在遊戲當中是分為著重團體副本的模式和著重單挑與解任務的模

式，因此即使不加入公會挑戰副本，還是可以選擇遊玩單挑與解任務的模式。然

而，就像許多受訪者說的，在《魔獸》中如果不加入公會，可能就無法遊玩到副

本，也就遊玩不到遊戲中的趣味之處，因此許多受訪者都表示，在玩《魔獸》上

他們是一定會加入公會的。不過，沒有加入公會的受訪者Ｉ則有不同的見解，他

表示因為「任務都很無趣，我只是純粹想享受玩的感覺而已，《魔獸世界》對我

來講已經沒什麼新鮮的了」，表達了不加入公會其實也沒有什麼差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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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加不加入公會的問題，也有受訪者認為是要看遊戲的設計屬性為主，像

《魔獸》是屬於需要玩家加入公會進行團隊活動的遊戲，而有些類別的遊戲則是

因為設計的不同，就變得不太需要玩家加入公會等團體，這也就說明了遊戲設計

的因素還是會決定玩家在遊戲當中的行為模式，甚至也會因為遊戲設計的關係而

決定了玩家在網路遊戲當中的權力位置。 
 
  有關加入公會的好處，其實也並非只有能夠加入團隊遊玩副本而已，同樣也

是具有其他不同的優點。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加入公會可以找到許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結交不少相同興趣的玩家，想要組成團隊去挑戰副本進度也是比較

方便且容易的。 
 
  加入公會的好處其實是不少，因為這樣子在遊戲的資訊還有一些內容上我覺

得可以得到很多快速的資訊，大家可以交流經驗，這些別人的玩法打法老實

說很多都蠻有效的，我是覺得像我玩《魔獸》，加入公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大家要打副本，想要打副本的話就一定要組團，所以說公會就會起很大

的作用，大家約時間上線打副本。（受訪者Ｇ） 
 
同樣地，例如受訪者Ｂ認為，「加入公會的好處就是要找人方便啦」，受訪者

Ｃ表示「我還是比較喜歡跟別人一起有互動」，受訪者Ｅ也指出「多認識人這樣

子話題也多，大家都有一樣的興趣，感覺就很好」等等各種看法，都顯示出加入

公會對於受訪者來說是具有相當多的吸引力。 
 

不過，加入公會並非全然都是好處，也是有受訪者表示加入公會一樣是有著

若干的缺點，像受訪者Ｂ就說，公會裡的人「不一定每個人你都會喜歡，一定會

有一些嘴巴比較不好的人」，所以面對這種人，有時就「必需要去接受這樣的人

或是對他視而不見。」受訪者Ｆ則從公會整體的角度來看，他認為若是加入不好

的公會，有的時候反而會害了自己的名聲。他強調： 
 
  有些遊戲公會跟公會之間可能會有衝突，你可能只是因為是這個公會的，就

走在半路就跟人家打起來了，哈哈，就好像你加入一個爛公會人人喊打這樣

子啊。加入公會的就是變得你跟別人變的比較好互動啦，然後壞處的話可能

就會變成連坐法，你們公會爛掉，你自己在遊戲中也會受到一些名聲上的損

害。（受訪者Ｆ） 
 
  對受訪者來說，加入公會的好處算是相當多的，諸如認識新朋友、分享相關

資訊、組隊下副本並且找人方便等等，因此在《魔獸世界》當中，大多數的玩家

都是有加入公會和其他的玩家一起互動與挑戰各種副本任務，就算沒有加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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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是會有不少玩家組成野團52去挑戰副本。當然，其實《魔獸》的玩家也不

一定要加入公會，因為就如同前面介紹時曾經提到的，《魔獸》有著重副本模式

和著重競技場 PK模式的兩種玩法，因此即使玩家選擇不加入公會，不去遊玩副

本，還是一樣可以遊玩競技場或是去解小型任務，享受網路遊戲的樂趣。但是，

很多玩家也都認為這樣子似乎無法體會到《魔獸》真正的樂趣，最好還是加入公

會，或是說至少組成野團，去挑戰各種副本，如此才能遊玩到有趣的地方，畢竟

這款遊戲的副本任務一直是廣受好評的優點。 
 

二、網際權力與玩家對遊戲社群的認同 

  在前面我們探討了玩家加入遊戲公會的種種因素之後，現在我們將焦點轉移

至玩家在加入公會之後，為何會願意去遵守遊戲內的規範，這當中玩家是產生了

什麼樣的認同，而且這裡面又隱含了何種的權力關係，網際權力在這其中存在的

角色又是什麼，這些都是我們接下來要去論述的項目。 
 
  在受訪者的表述中，有人認為，之所以會遵守遊戲內的規範，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對這個公會有向心力，對於遊戲有熱情，希望公會能夠強大，進而產生對於

公會的認同，像是受訪者Ｄ說： 
 
  應該是向心力吧，只要會員大家對這個公會有向心力，大家能夠通力合作去

遵守公會的規定，也不要說是太過的自我為中心，或是說強出頭，應該都能

夠讓公會運作的很順利。（受訪者Ｄ） 
 
  受訪者Ｆ也指出，公會的強大與否以及幹部的好壞都是讓成員對於公會有無

向心力的關鍵，他指出： 
 
  其實對於公會有沒有向心力要看會長幹部，如果他們就是人都很好的話，就

會比較有向心力，通常是這樣子，不然就是有些人的心態可能是這公會強

大、或著進度快，會有影響，就是這公會「西瓜偎大邊」啦！53…向心力其

實就是你公會本身的實力跟裡面的幹部待人處事都會有影響就對了。（受訪

者Ｆ） 
 

                                                 
52 野團是指玩家在遊戲當中隨機找一些不熟識的人組成一個團隊去挑戰副本，因此也能夠讓沒

有加入公會的玩家一樣可以找到團隊成員去挑戰副本。但一般而言，這種方式也是有不少缺

點，因為玩家間彼此並不熟悉，對於習性與技術也不瞭解，很容易因為利益的分配而導致口角

衝突，經常會產生很多糾紛與問題，所以對玩家而言並不是一個長久下去的好辦法。 
53 根據《魔獸世界官方攻略本》（2005）的分類，遊戲中的公會可分為大型公會、小型公會、角

色扮演公會、PVP 公會、PVE 帶人升級公會以及休閒公會等六種。一般來說，強大的公會通常

是屬於動輒擁有上百名成員的大型公會，因為成員數多，所以通常大型公會裡菁英玩家的數量

也較多，造成大家都想加入強大的公會，產生「西瓜效應」，這是遊戲當中常見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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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Ｇ則表示，想待在公會裡面當然就要遵守規定，因為待在公會裡面才

能繼續享受待在公會裡的好處，所以自然而然也要遵守公會的規範。另外也是有

其他個人情感的因素，會讓人更對於公會有向心力。 
 
想在公會待下去那當然要遵守啊，加入公會有很多好處，我如果不遵守公會

的規定，那我怎麼待在公會裡面？這樣子也不用玩了啊！也是有其他的原

因，像是在公會裡待了那麼久了，也都有感情了，跟裡面的人也都產生了革

命情感，當然會想一直待在裡面，離開幹嘛？我當然會去遵守公會的規範

囉！（受訪者Ｇ） 
 
  或許有人會好奇，所謂的公會規範到底是什麼？事實上，公會的規範大多是

約定成俗的，除了基本的網路禮儀之外，也是有不少要求玩家在遊戲當中去盡到

自己的本份與義務。像是受訪者Ｂ和Ｅ也以自己公會做為例子，認為遵守公會規

範並不困難，他們表示： 
 
  我們公會是一個比較追求進度的公會，所以如果說要求我們要做到的一些事

前的準備我們必需要先去做一些功課，要看一些影片攻略，然後要準備一些

藥水之類的，然後出席率也要很穩定，這個是基本上公會的一個要求。（受

訪者Ｂ） 
 
我想遵守公會的規定是應該要做的吧，其實我們公會也沒什麼特別的要求

啊，就是要出團前做好功課，或是東西準備齊全，平常不要去做那種丟公會

敗壞公會名聲的事，不要去騷擾別人，不要講太難聽的髒話或是人身攻擊，

還有要尊重公會裡多數成員的意見，這些都沒什麼困難的地方，如果他不能

上網玩也沒關係，不常跟團也沒關係，也不會把他開除，反正都很自由啦，

我想規定應該都算是很容易去遵守吧。（受訪者Ｅ） 
 
  而從公會幹部的角度來看，他們希望的是能夠讓團體成員對於公會的走向與

目標是一致的，大家齊心協力，讓公會的運作有軌道可循，如此公會才會變的更

為強大，大家對於公會也會更有向心力。身為公會長的受訪Ａ提出了自己管理公

會的想法，他指出： 
 
基本上是理念相同，我們必須都在做同樣的事情，那都是追著同樣的目標，

所以大家都會去遵守，因為我們都走在同一條線上呀。那至於新入的會員我

們也都會先跟他們講，跟他們講清楚，如果他們不合的話，他們就不會進來

這個公會。（受訪者Ａ） 
 
  做為職業長的受訪者Ｃ，也全面性的表達了自己的看法，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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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公會的規定應該是為了能繼續待在這個公會吧，當然，這個公會本身也

是要是一個有制度有規模的公會，算是上軌道的那種公會，有按時推進度

的，這樣自然別人就會想繼續待在這個公會，比較強能力好的玩家也就會自

然而然的待在這個公會裡面，這樣子公會也會變強，然後像是有些人可能意

志比較不堅定的，或是在公會裡面也都是散散的愛來不來，這些人就很有可

能會被會長給請出公會了。我覺得重點還是公會要有正常的運作，一個好的

公會才會讓好的人加入，不然一天到晚有人退出，然後新進來的人又參差不

齊，還要再培養默契，會很麻煩的。（受訪者Ｃ） 
 
  行文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到，玩家之所以願意遵守公會的規範，最重要的就

是對公會有向心力。向心力的來源有很多，諸如玩家對於遊戲的熱情、對公會的

感情、公會的強大或是想繼續享受待在公會裡的好處等等，玩家透過這些原因，

因而更加地去認同這個公會，也會更為遵守公會裡的規範。 
 
  在類似的研究中，鄭榮基（2006）同樣也是針對《魔獸世界》當中的公會玩
家進行研究，發現到玩家若是男性，並且現在是大型公會裡的成員，而且玩遊戲

與加入公會的時間和資歷愈長，愈會認為公會能夠替玩家帶來更多的好處，得到

的幫助也會更多，進而對公會產生認同感。另外，該研究也發現到公會成員的玩

家，會意識到若是離開公會的話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加入公會才能更容

易地滿足自己的工具性需求，如果輕易地離開公會組織，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從這些角度來看，都與本研究的發現有著類似的見解。 
 
在玩家對於社群的認同上，經由研究者的親身參與，發現到如果一名玩家不

加入任何群體，獨來獨往，雖然不會失去什麼，但也不會得到什麼，況且人是群

居的動物，無論是在離線或線上的世界與他人進行互動才會顯得有趣。而一旦玩

家加入群體之後，若是採取不合作的態度，或是不遵守群體的規範，則可能會失

去作為一名社群成員的資格，甚至會變的沒有同伴，因此，社群的成員對於社群

的認同就建築在彼此的共識之上，也是維繫一個社群認同的重要想像。 
 
面對這個現象，研究者認為，這裡面其實隱含了不少權力運作的成份，在本

節前述的段落裡曾經提到加入公會的的優點為何，因此，玩家若是想要繼續待在

這個公會裡，能夠持續地在公會中得到利益，那也就必須要去遵守公會社群內的

共同規範，個人在社群當中必須要有所妥協，有失才有得，以符合公會團體的利

益為依歸，進而建立起一套社群共同的信仰與價值。從 Jordan的網際權力來看，

彼此沒有見過面的玩家因為共同的信念而建立起社群，朝著共同的目標邁進，建

造如同天堂般的烏托邦，網路遊戲不僅讓玩家在遊戲世界建立起自己的階層革

新，也確立另一套想像的共同體，能夠讓玩家在公會之內雨露均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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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同樣地，在天堂烏托邦的表象之下，也是帶有醜惡式的地獄景觀。從

簡單的面向來說，玩家也會因為公會的強盛與否而願意待在公會裡，或是加入實

力堅強的公會，形成所謂「西瓜偎大邊」的效應，權力也會更為集中於少數人的

手中。雖然，有實力的人往高處爬也是無可厚非，但這也充分展示了即使在網路

遊戲當中，菁英式的階層與權力區分也無時無刻地貫穿其中，並且配合玩家因為

技術或寶物等優勢而產生的權力（如本章第二節所述），再加上待在強大的公會

裡，自然相較於別的公會可以得到更多優勢，也讓個人層次的網際權力亦有所提

升，形成全面式的增長。54 
 
  尤有甚者，我們同樣不能忽略網路社群所帶來的規訓與圓形監獄的效應。玩

家在遊戲中遵守公會的規範，對公會產生認同，因此就必須做出符合公會利益的

事情，對公會有所貢獻才行，如此才能得到更多的報償，並且如果沒有盡到自己

本份或是義務，很有可能會遭受到同伴或是公會幹部的指責，無法安穩地待在公

會裡。是故玩家勢必要產生訓育自己的心態，使玩家產生主體的意識要去做自己

該做的事，這些權力透過不斷的規訓與監視，慢慢內化到玩家的認知之中，影響

到玩家對公會的各種行動，無論做任何事情都要以遵守公會的規範為基準。就如

同很多玩家之間都會存在的普遍現象：「每天定時的約一個時間集合然後進行團

體任務」，受訪者Ｃ甚至戲稱「一天上兩次班」55，如此不僅規訓了玩家的肉體

於電腦桌前，也規訓了玩家的靈魂於遊戲當中。 
 

三、網際權力與公會幹部的關係 

  在第一節中我們曾經提及，網路的階層革新讓很多日常生活的平凡人在網路

遊戲中一躍成為公會的幹部高層，在遊戲空間裡擁有許多決定事物的權力，也具

有因為身份階級而帶來的各種權力，本小節將繼續依偱此一理路，分析在遊戲公

會當中，公會幹部的各種現況與權力議題，瞭解在遊戲當中做為一名公會幹部所

擁有的權力經驗究竟為何。 
 
  在探討這個議題之初，我們應當先行理解玩家在網路遊戲當中，做為一名公

會幹部，和只是什麼職務都沒有的一般公會玩家，這兩者之間有著什麼明顯的基

                                                 
54 這就是說，玩家若是加入強大的公會，一方面別的遊戲者看到玩家是強大公會的成員，也會

產生尊敬或是另眼相看的態度，另一方面，在強大的公會當中，由於資源較多，團隊成員的水

準也高，因此更有機會去挑戰更高難度的任務，如此不僅會帶給玩家更多挑戰的樂趣，也會讓

玩家有機會得到更為高等的稀有寶物，畢竟稀有的寶物是要在很高難度的副本當中才會出現，

只有少數實力堅強的公會才有能力去挑戰高難度的副本，也因此加入強大的公會是會讓玩家產

生不少權力的優勢。 
55 在《魔獸世界》的生態裡，許多公會出團體副本任務時都是相約在晚上七點至十二點之間，

主要因為白天可能很多玩家要上班上課，晚上才會有空，因此很多玩家都是白天上班上課，到

了晚上又準時上網向公會報到，就形成了如同受訪者Ｃ所說「一天上兩次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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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差異，因為理解了這兩者間的差異之後，才能更為完整地解讀做為公會幹部所

具有的權力優勢。在這裡，本研究先針對了《魔獸世界》中沒有任何公會職位，

也就是普通的玩家進行訪談，他們對遊戲當中的權力現象並沒有什麼太大的意

見，認為這兩者之間其實是差不多的，就像受訪者Ｈ認為，「感覺差別不太，只

差異在出團方面，幹部也會排定讓普通的玩家有機會出團之類的問題」，並且他

們還認為因為公會幹部擁有權力，所以幹部的能力就變得很重要，才能將公會帶

領至正確的方向。甚至也有受訪者強調只當一名普通的玩家反而比較快樂，因為

當幹部要處理的事情很多，做為一名普通的玩家卻是常常無事一身輕。 
 
我是沒做過幹部所以也不熟，我只是覺得要成為一個好的公會，幹部的能力

還蠻重要的，勤勞的幹部會常常去規劃一下攻副本的戰術，或是一些公會的

管理狀況，當然成員也要有向心力才行，不然大家會很容易跟散沙一樣。（受

訪者Ｄ） 
 
我沒有當幹部也是因為我比較懶得去管理別人的事情，我是想能把自己的事

處理好就夠了，當一個幹部的話，要去常常規劃公會接下來的目標還有接下

來要做什麼，有的時候就會出現煩人的事情，我玩遊戲喜歡簡簡單單的，輕

鬆一些，當幹部的話要去管理的事情就比較多，像只做一個普普通通的玩

家，該上線時就上線，上線就是玩，不用去煩惱別的事，一些下副本的事情

交給會長他們去處理，我只要就負責到時出現就是了，這樣子也就輕鬆很

多。（受訪者Ｇ） 
 
  受訪者Ｆ也直指幹部的角色重要與否也是要看遊戲本身的設計，他指出： 
 
  玩線上遊戲有沒有當幹部，其實重點是看遊戲的設計，有的遊戲設計讓幹部

變得很重要，有些其實變成是可有可無，就是要看遊戲的設計內容，有的遊

戲設計幹部可能有很重的職權，然後像《魔獸》的話，可能是一個大家講好

你負責什麼責任。有的遊戲是說，可能需要幹部的能力之類的，其實因為遊

戲有很多種啦，我覺得主要還是看你遊戲設計的內容，然後看你遊戲的幹部

重不重要，本身在玩的心態以我來講是差不多啦，沒什麼太大的差別。（受

訪者Ｆ） 
 
  所以，對於受訪者而言，他們認為在遊戲當中做為公會的普通玩家和幹部做

比較，感覺是差不多的，雖然當公會的幹部是比較擁有權力，不過當一名普通玩

家卻是不用像幹部一樣忙碌，反而比較輕鬆。另外，如同受訪者Ｆ認為，還是要

看遊戲設計的方式為主，其實，無論是在本章第一節、第二節或是本節前述的論

點裡，我們都可以發現在遊戲設計的方式往往會是決定遊戲中權力走向的關鍵因

素，似乎也正是隱含了網路遊戲本身從頭即是一個權力不對等的權力關係，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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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值得讓人深思之處。 
 
  在了解完普通玩家的想法之後，那究竟公會幹部又是如何看待他們在公會當

中的各種權力優勢呢？本研究同樣針對了訪談中身為公會幹部的受訪者進行理

解，尋問了他們對於身為公會幹部和只是普通玩家，這兩個角色之間有著什麼樣

子的差異。 
 
做為一個幹部就要替這個公會付出一些心力啦，譬如說要制定一些寶物的分

數，還有一些寶物的分配和戰術的運用，然後還有我是牧師裡面的 leader，
所以也要安排我們牧師的一些分工合作。（Ｂ） 

 
我想當公會幹部的好處其實也沒有什麼，如果想讓公會比較能夠長期的經營

下去的話，應該是公平性還蠻重要的，當一個公會的幹部，也不能說想幹嘛

就幹嘛，反而是要幫大家服務，很多事情有時也是要大家都說可以才可以

的，那種太過霸道的方式會讓人不爽的，真的要說當公會幹部有什麼好處的

話，就是可能說大家會比較注意或是尊重吧，也會說比較常常來跟我們交朋

友哈拉打屁的，認識的人也會比較多。（Ｅ） 
 
  身為副會長的受訪者Ｂ和公會幹部的受訪者Ｅ都認為，做為一名公會幹部事

實上是要花費不少精力的，並且也不是說想幹什麼就幹什麼，反而要以對大家服

務為優先考量。所以，面對究竟當公會幹部有沒有好處這個問題，都是身為公會

會長的受訪者Ａ與受訪者Ｊ都有類似的看法： 
 
  其實當會長並沒有什麼好處，我們還是一個苦力，那主要就是因為喜歡這款

遊戲，我有這個能力出來帶，有興趣，就不會覺得它很麻煩很困擾。（受訪

者Ａ） 
 
  嚴格說當會長的好處沒有什麼明顯的地方，或許可能當會長真的是權力比別

人大，可以去決定公會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我還是覺得麻煩的事情是說

會要花不少的心思在這個公會裡面，…像我們公會也算是有規模的公會，所
以在事情的處理上面就必需要很積極的去為公會追求一個好的發展前途，就

變成說當這個會長，是要花不少的心力在這個公會裡面，至少真的要有很多

的時間，像我幾乎每天都上線。（受訪者Ｊ） 
 
  其實，在遊戲當中，做為一個有制度有規模的公會會長，很多事情都是要按

照規矩來的，因為這些公會的運作模式都已經長期的深耕，做為公會幹部如果想

在公會中亂來破壞既有的規則，一定是會招致反彈的，甚至可能因此下台。當然，

做為公會的幹部，若是真的有心想撈一些好處也不是不行，但這就表示這個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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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大有問題，勢必無法長期的存在下去，身為職業長的受訪者Ｃ就舉例，算是

網路遊戲當中頗為常見的情況，他是這樣說的： 
 
  真的要說有什麼好處，通常《魔獸》公會有的是那種以親友團為主所組成的

公會，公會裡面的人都是互相認識的，裡面的人團員一定有的是親友，然後

也有人一定不是屬於親友的，這個時候就有會長或是說幹部，他們例如在打

副本分裝備的時候，有的會長會硬把裝備塞給自己的親友，然後會變成其他

不是親友的團員就拿不到，通常這種會長一定會被罵，然後那些不是屬於親

友的人一定會馬上離開那個公會，可這種公會通常還是會存在，因為只要再

隨時拉人進來就行，原來那批親友團又可以繼續去自肥自己人，真的說要好

處，這個就是好處。可是像我們這種大型的公會，根本不能這麼做，這樣子

一定會被譙的很慘，人又多，就變成說我們一定要去盡量讓團員滿意，使大

家都有好處可以拿，也要很公平才是，像我們這種當幹部，做了一陣子後會

真的覺得也沒什麼多大的好處，真的是要很熱心很有熱情才有動力繼續做下

去。（受訪者Ｃ） 
 
  受訪者Ｊ也有同樣相似的意見，他認為： 
 
  我說句實在話，如果當會長想要真的有好處的話，例如污公會的錢，或是分

裝備時坦護自己人，這些都可以，但這公會一定不會存在很久，一定很快就

玩完，這很常見，所以說為什麼大家想加入公會，都會想去好的有制度有規

模的公會，至少在裡面不容易吃到虧，按照規則來玩就對了。（受訪者Ｊ） 
 
  所以這也就說明了，當公會幹部也並非得不到好處，但這種得到好處的方式

卻不是一種正常的遊戲方式，反而做為一位有制度公會的幹部，在這些身為公會

幹部的受訪者來看，其實是相當辛苦的一件事，很多時候都是靠著對於遊戲的熱

情支撐下去。 
 
  不過，即使受訪者認為當幹部實在是沒什麼好處，但是，我們不能否認的是，

做為幹部終究是比普通玩家要來得更具有權力，因為在公會當中，幹部可以決定

公會的走向，或是出團人選等等大小事務，這些權力等級的差異也都再再地顯示

了網路遊戲當中的權力分佈似乎也是如同於現實生活一般，權力仍然是集中於少

數的菁英階層手裡。對於這個問題，許多做為幹部的受訪者都有自己的經驗與看

法，他們指出： 
 
  主要是出團都必須要到，然後打怪物掉的一些寶物呀，如果是很特別很特別

的東西，那會長可能可以優先拿。那和一般玩家的不同就是，我有所有事情

的決定權，他們必須要聽我的。（受訪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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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這個公會的走向是你可以控制的，今天公會的走向要怎麼走去玩那個副

本，是要拓荒56，還是要打 raid57，這些還算是可以去控制的，這裡的話是

比要當普通團員要有權力吧。另外還有一些就是人事的部份吧，出團的人選

常常也都是我們來控制，這裡的話我們是可以決定哪些人是適合什麼位置，

他的能力技術到什麼地方，該怎麼用，幹部也都是有權來做決定。（受訪者

Ｃ） 
 
  這就像是說一個班級裡面，班長當然比較有權力，一個公司裡面，董事長當

然比較有權力，我可以去掌控這個公會裡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想這也是

身為會長應該要有的權力吧，如果說真的沒有一點特權的話，那我要怎麼做

事呢？（受訪者Ｊ） 
 
  的確，就如同受訪者Ｊ所說，如果身為幹部，卻沒有權力的話，那要如何去

管理這個公會呢？在網路遊戲當中，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它的確是存在著權力運

作的痕跡，但是同樣也必須承認權力的存在對於遊戲能夠更為順暢是有其必要性

的，所以，對於公會的幹部來說，或許做為一名幹部並沒太多的實質好處，但跟

普通玩家相比，權力的優勢就是相當顯而易見的。 
 
  既然公會幹部是有擁有權力的，對這些幹部而言，究竟該如何將幹部做好，

這當中有沒有什麼權力的衝突與妥協？受訪者Ｅ指出，做為公會的幹部，「就是

要比人家多盡一份心力」，還要提供一些「戰術策略的規劃、管理會員衝突，或

是板（網）聚」之類的服務，而且重點是要維持公平性，「要是處理事情不夠公

正的話，會有人說話的。」並且，其他的公會幹部受訪者也是有同樣類似的看法，

他們認為： 
 
基本上當會長必須要大家信服你，你如果做的公正，和他們的互動的關係，

他們就會知道。現在管理一個公會必須要（有）一些企業的管理方式來管理，

才會將公會帶的順，那其他人也比較會服你。必須要有一些公會規章，所謂

的規章就是你能不能做哪些事情，或者是說，就是會有處罰啦。主要是獎懲，

還是會有這個制度，才有辦法把公會會員帶好。（受訪者Ａ） 
 
雖然大家感覺好像《魔獸》只是一個遊戲，很多事情也不用太認真，可是我

覺得就算是在《魔獸》裡面當幹部，其實也是跟我們現實裡當個主管是差不

多的，就是至少自己要以身做則，自己要做到，才能去要求別人，像我們真

                                                 
56 拓荒意指公會當中一群人去打一個沒打過或不熟悉的副本，努力把他打順，這種挑戰不熟的

副本玩法通常會造成很多的損傷，在維修裝備、藥水還有金錢上的花費是很龐大的。 
57 raid是指一群人的意思，遊戲裡多半指 25人以上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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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工作也是這個樣子，上司自己要先做到，這樣子要求下屬做才不會被下

屬閒話，而且自己的要求也就是更站得住腳。…在公會裡做事情真的要面面

俱到才行，因為如果只要稍微的獨斷，就有可能會引起別人的反彈，有的時

候其他人對我講話還是很客氣的問，然後也有那種講話語氣就像是在質問的

口氣，可我身為幹部，有的時候也不能直接跟人開幹，講話太衝，如果他真

的很自目，其他成員也會挺我的，反正總之當幹部，做事情真的要面面俱到，

雖然可能是無法讓全部的人滿意，但至少也要讓大多數的人滿意。（受訪者

Ｃ） 
 
當會長要有時間要有閒，要去想說好好管理這個公會，當會長的事情其實很

雜，事情也很多，要花很多的時間去管理。然後有的做事情也不能自己說什

麼就決定什麼，有的時候也要說多去傾聽別人的意見，大家的意見都要顧

到，然後找出最好的方式來。另外就是說當會長也要有企圖心，把公會的目

標要弄明確，譬如說我們公會接下來就是破那些個副本，進度到那裡是什

麼，這些都要定好，這樣子公會才會有目標，大家才會進步，公會也會強大

起來。…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說，當會長的話要注意到公不公正，只要做到

公正處理，辦事不要大小眼，只要站個理字，這樣管理起來會輕鬆許多。我

自己以前也不是會長，也是當過一般的人，只要會長做事情講究公平，我覺

得做很多事情都是可以接受的啦。（受訪者Ｊ） 
 
  所以，在本研究的訪談中我們可以整理出一個對於網路遊戲公會幹部的形

象，就是這些幹部是必須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在遊戲與公會當中，他們自己認為做

為幹部並沒有得到什麼太大的好處，但是幹部這個身份也同樣賦予了他們在公會

裡管理各項人事物的權力，顯示出網路遊戲空間對於個人的增權。 
 
在此處我們亦可發現，雖然公會幹部擁有權力來管理公會，但並非是想做什

麼就可以做什麼，很多時候是必須要兼顧到眾人的意見，事情也要做的公平公

正，在要求別人之前對自己也要有同樣的要求，因為若是幹部自己都做的不對

了，如何去要求別人？而且若是幹部有做的讓人不滿意的地方，其他的成員們也

會對於幹部表達不滿，這些都說明了即使是在網路遊戲的公會當中，網際權力的

運行軌跡仍是一個互相拉扯的過程，就如同 Foucault所謂的「權力無所不在」以

及「有權力就有反抗」的至理名言，公會內部的玩家也是會對於公會的幹部進行

某種程度上的抵抗。 
 
從這個面向來看，網路社群擁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意義，即在於網路社群的集

體力量往往是一個重要的權力動能。對照於現實世界中，擁有權力的上位者，不

管他做事情是否公平公正，一般人不僅很難得知，即使真的有這些感受，也很難

如同網路社群當中的網友們，能夠直接了當的反應出來，並且能夠快速的集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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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股抵抗的力量。因此，在管理的層次上，做為公會幹部就必須要公平公正的

處理事務，不然將會招致反對的聲浪，說明了前述網路遊戲中「權力與反抗」的

意義，而身為幹部，自然也要以大家的意見為依歸，這就表示社群的共同想像會

讓公會當中的權力，成為一個平衡而且是具有妥協意味的產物。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綜合前述的討論，我們可以發現網路遊戲的確是會在多種的面向上給予玩家

不同程度的權力經驗。在個人的層次裡，網路遊戲是會帶給玩家比在日常生活裡

更多的增權空間，讓玩家感到很有成就感，但也可能造成反向的挫折感。心理層

面是一個最初的形式，是讓玩家最為直接的感受，是一個正反並存的權力感受，

這個感受也會和真實與虛擬間的權力關係產生構連。 
 
  網路遊戲是一個會玩家感受到快樂的地方，它能夠讓真實世界中的

「nobody」，變成虛擬世界裡的「somebody」，產生一種在網際空間內的階層革
新，一個也許什麼都不是的平凡人，到了網路遊戲裡搖身一變，成為人人景仰的

俠之大者。不過，真實與虛擬的交錯仍是相當複雜，玩家在真實空間的權力是會

決定虛擬空間的權力關係，並且，同樣玩家在線上世界的權力也是會影響離線世

界的權力位置，是一個相互流動的過程。 
 
  當然，技術也是會決定一切，擁有好的技術自然能夠掌握較高的權力，網路

遊戲也是如此。尤其《魔獸世界》又是一個著重技術的遊戲，所以擁有高超的技

術自然能夠容易成為團體內的菁英份子，而且玩家在扮演各種角色時，常常會因

為需求度的不同，使得每個不同的角色在同一時間內會有不同程度的權力差異。

除此之外，性別亦是造成網路遊戲中權力流動的原因，相較之下，「女性」的玩

家會比男性玩家得到更多的優勢，當然，有時這個「女性」並不是真的「女性」，

也許只是一個想像中的「女性」。 
 
  匿名性也是一個網際權力運作的特點，因為匿名性對於網際權力的影響是多

層次的，它會讓玩家在網路遊戲中建立新的權力關係，進而影響到技術、角色、

社群當中的位階等等各個層面，解構了真實的權力而建構了虛擬空間的權力。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匿名性並不存在於真實與虛擬間有著交錯作用的玩家，因為

既然都知道對方真實與虛擬間的身份，何來匿名可言？ 
 
  在玩家和科技權力的互動過程中，由於網路遊戲公司掌握了遊戲的資源，所

以相較之下和遊戲玩家之間的權力關係是不對等的，玩家有事情想請遊戲公司幫

忙，也許，運氣好的話會得到滿意的答覆吧！同樣，打寶也是要靠運氣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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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物之後的狂喜亦會讓玩家感到虛榮，因為寶物代表了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所以

想要得到寶物的話，玩家就要花更多的時間和精力在遊戲世界中，要玩的焚膏繼

晷、旰食宵衣，才能得到寶物，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對於玩家身體和心理的規訓

樣態。想得到好的寶物？多玩一點就是囉！ 
 
  玩家在某種程度上也會有著反抗的權力形式，諸如外掛和補丁程式的使用，

都顯現了玩家意欲在網路遊戲的體制中做出具有突破限制意義的舉動，這種戰術

性的策略是能夠讓玩家在原有機制裡建立一個由下而上的主動性抵抗，不過，除

了前述的規訓之外，玩家若想在遊戲當中繼續遊玩下去，那就是勢必要遵循遊戲

內的規則，也就是說，遊戲公司永遠都是老大，有最終的控制權，玩家想要玩，

也只好乖乖的聽話了，不然只好離開這個遊戲了。當然，如果從更阿Ｑ的角度出

發，也許離開遊戲正是玩家所擁有最終極的「權力武器」。 
 
  再來就是網路遊戲公會對於玩家的權力問題，在《魔獸世界》裡加入公會是

可以得到不少的好處，也因此在遊戲當中也會造成玩家都想進入強大的公會裡，

而且如果想要繼續待在公會裡面，就必須要對公會有所貢獻，遵守公會的規範，

無形之中產生了規訓的效果，有的時候並不是只有網路遊戲機制會帶來權力，群

體的共同信念也會產生另一種的權力型態。 
 
  最後，公會幹部在遊戲公會裡也並非想做什麼就能夠做什麼，如果是個有制

度的公會，幹部做事情也是要按照規矩來，因為公會的成員也是會對幹部表達不

滿，幹部若是過於我行我素，勢必會招致成員的反對，這也表示權力同樣也是流

動於遊戲的社群當中，要建立一個符合大家共同想像的社群，每一個成員都必須

要對權力的平衡有所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