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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Stevenson（1990）認為，七 0 年代以前，有關創業家的研究多半是

以男性為對象，直到七 0年代以後，才有女性創業家的相關研究出現。然

此一時期的研究多半是以量化進行，且研究主題多半偏向人口統計學方

面，即創業者個人特徵部分。此外，大部分問卷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結構式

問卷進行調查，而非以女性觀點發掘其內心世界，如此作法，只會加深男

女創業者的刻板印象。因此，針對女性創業家的研究，應採用質性訪談，

並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重視女性經驗。以女性主義社會學觀點論之，

女性主義對社會學的批判： 

 (1) 社會學一向以男人為重，並隱含替男人說話的理論。 

  (2) 把針對男性樣本的研究發現概推到全體。 

  (3) 經常漠視女人切身的領域與議題，或認為那不重要。 

  (4) 當研究包括女人在內時，以一種性別歧視的扭曲方式呈現女人。 

  因此由上可知，在研究社會上的女性行為時，宜使用質性方式，並應

避免傳統社會學以男性為主的謬誤。徐宗國（1993）亦指出，研究女性現

象宜運用質的研究方法。因為質性研究的技巧之一，田野調查的起源就是

在針對美國、英國社會中的貧民、移民生活的改革企圖，當時的研究者用

仔細完整的對當事人生活的描寫紀錄，為了可以引起更多改革的共鳴，造

就社會改革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女性研究也具有改革的傾向與目標，在這

樣的目標下，研究者唯有以徹底深入接觸當事人的質性方法，否則難以捕

捉女性生活的真實細節經驗，以了解她們個別遭遇與大社會間的關係，提

供婦女運動的方向，並藉由運動造成的變遷、改革，了解造成婦女痛苦經

驗的社會性、結構性因素。 

  此外，Olesen（1994)將女性主義質性研究的主題範疇，大致分為以

下四類（胡幼慧，1996；師瓊璐，2000； Olesen，1994）： 

 



 53

（1）主觀經驗之探索： 

  即女性主觀經驗和她們的解釋。這類研究嘗試以質性方法來探討女性

日常生活是如何持續地創造出來，外在組織、物質環境和人際關係，又如

何的塑造著女性的生活和認知。這個部分的研究在女性健康議題，如受虐

婦女經驗之探討、女病人與醫師之關係研究等質性研究結果，往往破解社

會迷思而引發新的理論架構發展。 

（2）社會關係和互動之探索： 

  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著眼於女性人際關係和互動之探索，並從這方面的

探索凸顯出女性處在日常的一些語言和對話結構中的男性掌控特質；以及

工作場所中之參與觀察，發現父權的特色之無所不在，以及性別與社會階

層之交互影響內涵，如前文所提及女性在生涯發展中所遭逢的許多阻礙. 

（3）社會運動、組織與結構之鉅觀社會力探索： 

  女性主義研究不只著眼於微觀（micro）的層面，鉅觀（macro）視角

的變遷亦是一些女性主義研究者所關注的，例如各類女性運動和制度轉型

之歷史探索，如婦女健康運動、受虐婦女運動。而自微視的符號互動體系

探討鉅視制度力量之滲透性探討，更成為新近的趨勢。 

（4）政策分析： 

  女性主義研究者更進一步對國家、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之性別化、

性別盲加以分析。女性主義的質性研究，對於當今政策制定可謂提供了新

的批判理論、知識和方法上的貢獻。與量化不同，質的方法在基本假設上，

就承認社會世界是多層次的（multiple layers of reality），因此使用

質的方法所得到有關女性的聲音，和對女性世界的闡明是很容易成為對社

會實體的另一種洞察，為學術傳承一部份。從方法探究的層面來說，質性

的研究法中多元的、彈性的、創造的、省思的、行動的、動態過程的、參

與的這類特質，提供了女性主義者符合其知識論點的探討空間（胡幼慧，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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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以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是以女性主義質性研究為主，採取介於

結構與非結構中的半結構化訪談（如下圖 3-1）。半結構訪談的特色，即在

其形式較結構訪談來得有彈性，研究者可就感興趣之主題列出訪談指引，

但在遣詞用字與問題順序，較能視當時情況進行調整。 

    質此之故，本研究擬以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為工具，進行研究。 

圖 3-1 半結構訪談圖 

 

結構化訪談                       非結構化訪談 

 

又稱為「標準化訪談」，                                在於了解受訪者對 

主要在於蒐集量化資料                                 其生活世界的解釋 

研究者整理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由於「女性創業研討會」與會者，以及飛雁創業互助會，此二組織成

員，皆是藉著參加青輔會女性創業活動所認識進而組成，因此會有重疊。

是故，研究者將針對由此二組活動參與者，所組成之女性創業定期聚會為

參與觀察場域；藉由深度訪談的進行，深入瞭解女性網路創業家，所賦予

自己的角色，以及在創業中所經歷的學習及心理歷程，與迫切需要的協

助。根據研究內容，本研究對象的選擇條件，研究者基於上述對研究現場

域的先備理解進入，採取個案研究方式，並以下列條件找尋研究對象，較

能符合研究需要： 

  （１）為青輔會飛雁專案學員。 

  （２）已創業的女性，並願意自我回顧，有接受訪談的意願 。 

  （３）為下列類型的創業者：因興趣創業者、在創業中尋得自信者、

夫妻共同創業者、朋友共同創業者、為改善生活與經濟情況創業

半結構或焦點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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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４）願意配合研究者的研究需要，如錄音、文稿被謄寫、勘誤，補

充等。 

  （５）個案符合上述條件外，訪談時也會以符合研究背景中所提及，

蔡壁如（1999）所提出七項女創業家精神（開創性、「九命怪貓」

的毅力、體貼客戶的需要、對員工的照顧、社會性目標的重視、

對自己專屬事業的價值觀、女性商場文化的建立與推廣）至少五

項符合。 

  質此之故，本研究中找到七個案，符合以上五條件的研究需要，茲表

列如下，並針對研究對象進行簡略介紹：  

表 3-1 本研究個案背景與創業動機表 

節 
婚姻

狀況 
個案 創業動機概述 創業類型 

１ 筱佳 
在創業歷程中 

發現個人生涯目標與定位 
服務業 

２ 

單 

身 

未 

婚 
妮可 因興趣而創業 服務業 

３ 
已婚

無子 
中中 

家庭需要、夫妻創業，以目前的事業為

成就日後夢想的基石 
知識類型 

４ 小安 被原公司資遣，絕處逢生 服務業 

５ 小蘭兒 從消費者成為販賣者 服務業 

新春 

６ 
如意 

姐妹淘攜手創業 服務業 

７ 

 

已 

婚 

有 

子 

小齡 追求成就滿足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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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筱佳：28 歲未婚，專科畢業曾在英國留學八年；回國後便接下了父

親投資的這間快餐店。 

 二．妮可：未婚。曾在華航擔任十年空服人員，離職後再經過多次輾轉，

最後選擇在青輔會委由甦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之「SOHOMALL 集合

式網路創業育成」網路創業平台中，架設起自己的網路精油商店。 

 三．中中：已婚，無子。與丈夫共同創立一個以電子商務服務為訴求的

網站，提供企業電子商務的規劃。亦曾在「SOHOMALL 集合式網路創業育

成」網路創業平台有自己的商店，後來因故退出，將在之後的章節說明。 

 四．小安：已婚，育有二子，因被公司資遣而產生創業的想法。在

「SOHOMALL 集合式網路創業育成」網路創業平台成立自己的網路商店。 

 五．小蘭兒：已婚，育有一子。小蘭兒跟丈夫都在報社擔任記者的工作，

由於童裝定價不便宜，且小朋友成長迅速，因此為了節省開支，小蘭兒

便在 YAHOO 拍賣註冊，正式成為童裝賣家。 

 六．新春與如意：皆是已婚家庭主婦；新春的兒子目前為小學三年級，

如意的兒子則已大學二年級。兩人因為一個想讓黑鮪魚的保鮮期延長的

靈感，再加上即時的執行力，因而在「SOHOMALL 集合式網路創業育成」

網路創業平台開始成立自己的網路商店，其後亦有實體店面。 

 七．小齡：六十七年次，高職美工科畢業，已婚育有一子。丈夫目前為

自己公司業務，兒子目前四歲，由婆婆負責照顧。之前已有四年相關工

作經驗，目前公司員工數二人。 

  不過，在研究者邀請設定對象成為研究對象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婉

拒理由便是其人深恐自己並非所謂「成功」的創業者，所以「不好意思」

接受訪談。因為其人認為在尚未「完全成功」前接受此種採訪，似乎有「大

放厥詞」之嫌。然當研究者問及其所謂的「完全成功」定義為何時，茲將

最常得到的回覆整理如下： 

（1） 微笑不語，無言的搖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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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就是賺很多錢嗎？ 

（3） 我不知道耶！只是我覺得我現在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好，所以你

去訪問其他人啦！ 

  綜何以上所言，可發現其多為負面缺乏信心的回覆。深究其中意涵，

其人或許仍不明白自己創業的真正目的何在，但或許亦或如同 Betz ＆ 

Hackett（1981）所言之，「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造成女性缺乏生涯追

求的強烈動機、就業範疇狹隘，以及潛力未能充分發揮等負面影響，且這

種現象，部分原因是來自女性在專業上的低自我效能期望，比方說是創

業，因為女性會預期自己在非傳統職業中表現較差，且無法充分發揮本身

潛能。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創業所蘊含的社會現象，是多層且複雜的，因此在本研究進行時，必

須使用多元途徑以蒐集各方資料，並彼此校對、檢證，從而掌握現象本質。

因此，當一項研究運用一種以上的方法時，便可說其是運用多元方法，進

行資料蒐集（胡幼慧，1996）。是故在本研究中，將採用參與觀察與深度

訪談作為研究工具，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除做第一線的資料蒐集，另一

方面也將在參與觀察中，找尋深度訪的對象。此外，研究者亦希望藉由故

事敘說的方式，讓參與者研究回到自己身上去談創業對其造成之影響，以

及對她們的意義為何，藉此進入其生命脈絡中去理解她們怎麼看待「自

我」，以及如何看待她們所處的這個領域，並且能進一步從自我的生命故

事脈絡中有不同的發現，進而發展出不一樣的未來敘說，因此研究者採用

故事取向的方法與內涵於生涯研究的討論。 

一. 參與觀察： 

  人類社會就是透過彼此不間斷地互動而發展出的一個過程，是人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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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過程的集合。同理，組織就如同一個小社會，經組織成員在不同情境

的互動下，堆砌出組織的特色與其運行邏輯。而所謂參與觀察

（participatant observation）就是研究者以參與者（participant）或

觀察者（observer）的身份，進入研究的場域中與觀察對象進行互動，從

中發掘導引組織或團體運行的深層意涵（胡幼慧，1996）。嚴祥鸞（1996）

就曾指出，在人類社會的諸多面向中，特別是企圖回答與文化情境脈絡

（cultural context）有關的問題，都可以參與觀察法來探索。因為，任

何一個組織或團體都會有一些基本的假設存在，這些基本假設正是反映其

特殊文化現象的基礎，而組織成員通常會將之視為是理所當然的（take for 

granted）。因此，欲瞭解其深層的基本假設時，除了仰賴透過組織成員

的看法與觀點的陳述外，研究者更須藉由參與觀察直接探索這些假設，進

而瞭解其文化的意義（引自胡幼慧，1996）。因此，當研究者試圖揭示一

個組織的深層文化意涵時，除了與組織成員進行深度的訪談及參與觀察

外，記錄田野筆記的過程也是必須的。 

    當進入一陌生的研究場域時，最需要的便是找出媒介與之中的研究對

象互動。而參與觀察可說是一個多種用途的實地策略，因為其同時綜合了

文件分析、反應者與資料提供者訪談、直接參與觀察，以及內省過程（引

自吳芝儀、李鳳儒，民84）。Lofland和Loflad對於參與觀察法的定義是：

參與觀察是實地觀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為了對一個團體有所謂的科學瞭解（scientific 

understanding），而在那個團體內建立和維持多面向和長期性關係，以

利研究的過程。研究者以參與活動方式，用觀察者的角色參與活動、蒐集

資料，評估活動過程之執行及參與狀況（胡幼慧，1996）。顏祥鸞（1996）

則指出，參與觀察應有五個步驟： 

（一） 決定研究場域：此一研究場域的決定是以研究主題或研究焦

點概念為基礎。以本研究來說，研究者共在兩個場所進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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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其一為「女性創業研討會」會員定期月聚，其二則是青

輔會所提供的各項創業講座。特別的是，在研究者參與的過程

中，原本僅是自發性的「女性創業研討會」會員定期月聚，也

因眾人的要求，具體化成為「飛雁創業互助協會」此一組織（組

織章程草案詳見附錄 1）。 

（二）取得同意進入研究場域：此涉及如何運用人際關係策略。在研

究中，第一個觀察場所，研究者是以同為女性創業研討會會員之身

分進入；而第二個研究場所，則是以學員身分進入。 

（三）建立良好關係：可先由熟悉組織生態後，再依循謹慎、誠實、

不預設、當一個具反思能力的聽眾、願意自我揭露等五種技巧，和

組織成員建立信賴與合作之關係。而在身分方面，研究者已在首次

見面，眾人自我介紹時便揭露身份，此舉之動機亦是出於欲建立彼

此的信任；此後聚會中，研究者則是以旁觀者的身分，觀察聚會及

課程的進行。 

（四）實地觀察工作概要：以 who、when、what、where、why、how，

5W1H 的概念進行觀察時思考的提示。 

（五）實地筆記與深度訪談記錄過程：詳細記錄是為不二法則，而此

處的筆記，亦可供做日後研究對照分析之用。其內容可包含空間、

行動者、活動、主題、行為、事件、時間、目標，以及感受；亦可

記錄在研究中產生的反思，或倫理問題。 

二.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的目的是要讓研究者的觀察，與當事者有個對話空間，取得

當事者的觀點與論述。不同於大型量化的研究，量化的訪談會有標準化工

具，上面清楚條列問題及答題方式；然研究者進行深度訪談時，卻是需要

時時提醒自己勿忘訪談的領域及範圍，是採用較少但具代表性的樣本，在

訪問者和受訪者之間針對研究的概略計畫互動，而不是一組特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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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順序來詢問的方式。質化訪談在本質上由訪問者建

立對話的方向，再針對由受訪者所提出的若干特殊主題加以追問（李美華

等譯，1998）。雖然研究者有事先撰寫一份類似訪談備忘錄的訪談大綱，

但在實際進行訪談時，卻也不盡然能夠依照此一指引的流程進行，因為在

半結構化的彈性訪談過程中，許多問題的答案，往往是在雙方的交談中交

錯、跳躍出現，無法如預期列隊般依序出現。甚至有出現在訪談一開始，

受訪者所提供的資訊，便已將研究者所預設的最後一個問題回答出來，因

此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要時時調整腳步，視當時情況而做應變。 

  深度訪談最大的優點是提供了豐富詳盡的資料，較能提供敏感性問題

精確的回答（李天任、藍莘等譯，1995）。深度訪談一般可分為兩種：（1）

結構性訪問（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標準化訪問，事先設計標準

化的問卷，訪問者依循問題進行訪問，每位受訪者均回答同樣的問題，一

般有固定的問題，訪員不能自由發問；（2）非結構性訪問（un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非標準化訪問，並未事先擬定固定的問題，由訪員依

照研究目的，提出比較廣泛的問題，受訪者可自由做答，訪員可依據受訪

者所提供的答案，自行決定該追問哪些問題。此方法較具彈性，能對問題

作深入的了解，尤其適用於研究認知、態度與動機的問題，且所獲得的資

料真實性較高（羅文輝，1991；李佩真，1998）。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

訪談」，是以訪談大綱來進行訪談，事先設計訪談問題，但不一定按照問

題順序來訪問，而是根據此份訪談大綱及受訪者的回答，隨時調整、延伸

問題。此方法兼具結構性與非結構性訪問的特性，訪問者既可控制訪問過

程，可節省訪談時間，也可以確保訪談的品質，以得到深入詳盡的資料。

以下將就深度訪談的特色，及其對研究者與受訪者雙方的意義進行說明。 

（一）深度訪談的特色： 

社會科學最為人詬病之處，便是科學性總不及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最

大的特質，便是能運用大量數學算式為陳述依據。因此其理論表達也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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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較為簡潔明確，具有高度可驗證性。 

但事實上，我們並不用太過爭議社會科學，抑或自然科學是否有主觀

成分存在，因為只要從事研究工作的是人，不可避免的就會有其主觀上的

好惡與認知的不同傾向。因此，我們首先應當要能對社會行動者的主觀意

義有所掌握，才有可能掌握研究對象；因為，人不只是數字，更重要的是

要有意義賦予的能力。因此，若欲掌握社會行動者關連到他人或他物的主

觀意義，便無法單由數字性的蒐集達到。因為數字本身並無法言語，而是

要藉由人來解釋，因此，這方面在社會科學反而有較自然科學更為明確的

方式，便是深度訪談。 

（二）深度訪談對研究者的意義： 

    John Johnson（2002）對深度訪談的詮釋在於「深度」（deep）此二

字在訊息與理解方面的尋求。此一深度在真實生活具有幾個層面的意義： 

（1）真實生活的成員活參與者，對每日從事的活動、事、地等所持之

理解與看法。 

（2）要超越普通常識的解釋，並對其他文化形式進行理解；目標是欲

探索潛藏在表層下的意義，從而理解該經驗的本質。 

（3）能夠揭露平常普通常識的假設、做法、談論方式。 

（4）捕捉與表達對某些活動、事件、文化物件的多元觀點。 

因此，綜合上述所言，Johnson 認為，若要建立明確的深度訪談目標，研

究者當務之急便是應當清楚自己的研究問題，而這也和研究者與受訪者彼

此之生活經驗與知識有所關聯。 

因此，對訪談者而言，若其本身對將要進行的議題不具經驗或缺乏知

識，最好由一位較有經驗的訪談者帶領。因此，在深度訪談中，研究者、

訪談者的角色就像採礦者與旅人；前者深刻地描述當面對身懷豐富資訊的

研究對象時，訪問者的工作便是挖掘，不斷地挖掘，直到發現礦脈，發現

資源。後者則是說明，其實研究者就像漫遊於觀光景點的旅人，與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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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交談、相處，並提出疑問，引導出當地人的生活故事（Babbie，1998）。 

（三）受訪者與研究者的角色互動： 

    Minichiello,Aroni,Timewell,Alexander（1996）等人曾針對深度訪

談進行定義，他們認為：「深度訪談是有特定目的的對話，其焦點在於資

訊提供者（即受訪者）對個人、生活、經驗之感受的陳述，而這種陳述是

用資訊提供者自己的話進行表達。」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此一定義有許多

假設： 

    （1）雙方重複的接觸碰面：研究者要和資訊提供者花較多時間互動。

而這也有助於雙方產生密切關係，並能增進對社會互動的深入理

解。 

（2）平等關係：受訪者與研究者雙方是楚於一個平等的關係，而不像

結構化訪談般，研究者操控了整場訪談的權利； 

（3）訪談重點在於尋找資訊提供者的說法，並高度重視此一觀點。 

（4）使用中性語言：訪談時，研究者應使用中性語言，以了解受訪者

所提供的世界觀點。如此方可降低因為使用非受訪者的語言符號，

所產生的扭曲及誤解。 

因此，在深度訪談中，研究者真正的重點與興趣應當是受訪者對其生活事

實的解釋。若研究者所發展的理論，不是建築在資訊提供的的社會現實經

驗，則研究者將是置資訊提供者於一虛構的現實觀中。 

由上可知，在研究者與受訪者雙方的互動中，受訪者被視為是研究主

題的資訊提供者，而非被研究者；研究者應當以尊重的態度，進而由資訊

提供者身上挖掘出正確而深刻的資料（Platt，2002）。在本研究中，研究

者欲從資訊提供者身上，發現其在創業歷程中的角色及所遭逢之阻力，也

希望由雙方的訪談中，使資訊提供者能進一步審視個人對創業所抱持的態

度，釐清自己創業的深層動機，進而發現在生命中的「輕重緩急」。 

透過深度訪談，我們可以掌握兩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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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訪者主觀意義：透過較長時間的對談，研究者有充分時間，釐清

受訪者行為的前因後果，進行較完整的資料蒐集。 

（2）對研究對象的社會行動有較深入全面之了解：藉由深度訪談作為基

礎，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研究對象其社會行動背後，所身處的社會脈

絡與意義脈絡（齊力、林本炫，2003）。 

 

第三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社會科學的本體不確定性，讓即使最典型的狀況，也常為特殊情況所

否定，所謂實體常因所處環境的結構與發展而定，也就是說即便是經過嚴

格的科學步驟所得到的結果，也可能在運用到解釋某一個個體身上時，顯

得十分唐突而不適切。（黃素菲，2001）也就是人為的掌握、控制，將世

界賦予形式、意義與秩序，語言及各種形態的知識則是控制的工具或力

量。但是若一種社會現象被限制在某種特定的理解形式之下，就決定了現

象如何被理解，因此研究者必須清楚自己用來看問題的框架和角度，因為

這種掌握現象的方法是研究者「選擇性」觀察的結果。 

  是故進行研究結果之理解與詮釋時，詮釋的焦點不是他說了哪些內

容，而是「要說」的這個主體，對於說故事的人所說，是已知的文本，也

就是敘說者在某種處境或場合中，說了「某些話」，要理解的是敘說者在

這處境或場合中，何以意識到「要說某話」。「說的話」不等於「說話的

人」，「說的話」不能取代意識的主體。要理解主體必須回到話語出現之

前的「要說」狀態，這個「要說」的狀態是對著某人，在某種時機，為某

種理由而說，有著預示和開顯未來的鋪陳之意，說話的人和聽話的人都是

在「未說」（the unsaid）的默會之中。所以，是「未說」的意會在行使、

指引話語，回到這個蓄勢待發的狀態中，就是返回主體的實踐空間（引自

黃素菲，2001）。 

一．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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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錄音帶轉為逐字稿，強調保密的原則。研究者在訪談時，遺失中中

那次的訪談錄音，因此又重新進行一次訪談。 

二．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效度和信度是傳統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量化研究的判準

（criteria），實證主義要尋找一種普遍的法則，以客觀測量、量化數值

和基要命題（elementary proposition）來進行邏輯推論，找到客觀真理

（reality）。研究的嚴謹性，最主要以信效度作為指標。效度與信度是

傳統實證主義量化研究的判定標準（胡幼慧，1996），而質化所關注的不

是數字計量多寡或是因果關係的推論與印證，而是實際的社會建構歷程，

是有其特殊脈絡、意義與探索之研究，因此，在質化研究成為社會科學之

主流之際，質性研究者亦開始思索、反省，如何研究才是個值得信賴的研

究？質性研究目前也發展出科學的「客觀性」作為判定標準（Kirk & 

Miller，1988；Lincoln & Guba，1984），並提出信度與效度見突，認為

信度是可重覆性，效度是指可靠性、一致性、可預測性、與正確性，策略

包括（引自胡幼慧，1996）： 

（一）可信度（credibility） 

即內在效度，顧名思義即質性研究資料真實的程度或可信程度，也就是研

究者真正觀察到其所要蒐集的資料，可用策略如下： 

（1）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 

  意指由不同的資料來源、分析者與研究方法，來獲取資料檢定

所研究現象的可信度。本研究部份主題資料的獲得，分別來自不同

女性創業者、不同性質受訪者之個別觀點，可進行某種程度對照、

查核。 

（2）討論（peer debriefing） 

  向指導教授、同儕等請益，藉此過程來獲得並嘗試適當的蒐集

策略、客觀之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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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觀性探索（progressive subjectivity） 

  研究者本身以同樣意欲創業的角色背景進入研究情境中，相較

於其他研究者，對於女性創業者便多了一份同理心。此外，藉由相

關文獻的閱讀後，整理出一套相關的理論背景，以此理論論述為依

據，輔以從研究對象身上所挖掘出的資料，進行不斷地探索與釐清。 

 

（二）移轉性（transferability） 

  遵守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原則，不單單陳述受訪對象的

表面行為，更進一步闡明其行為背後的環境脈絡、意向、意義，並將研究

結果侷限於資料適用的特定人物、時空、情境、環境、脈絡及目的中，而

不作推論，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研究者不僅利用封閉式訪談空間的安排，以確保受訪者在陳述時不受

他人干擾；亦在訪談過程中，選用中立、客觀的詞彙與態度，來避免引導

受訪者的回答；藉上述兩個方式，達到訪談資料可靠性的要求。最後，研

究者於研究報告中，清楚且完整地呈現研究進行的所有流程，目的在於協

助他人明瞭所有決策與詮釋的方式、過程，進而評斷所得結果的品質。 

（四）確認性（confirmability） 

  為確保「資料來源與詳釋乃立基於受訪者的環境脈絡」的原則，研究

者角色儘可能客觀、中立、不介入，且不以主觀看法和預設立場來解釋受

訪者的世界，而是直接、真實呈現之。同樣藉由指導教授和其他師長的檢

核，以確保研究的結論、詮釋、建議是立基於研究的資料來源，且被研究

所支持。 

  然質性研究注重的並非「客觀性」、「普遍性法則」、「統計推論」、

「因果假設的否証」，而是重視「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及「人在不同的，

特有的文化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所以質性研究的效度要從脈絡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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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和解釋等角度來界定，以協商的、多元的、互惠的、相對的、無牽制

的的對話來溝通，找出不同觀點切入並釐清核心，故自本研究中，遵守質

性研究的效度進行研究，而這些效度包括：民主效度（Democratic 

Validity）、結果效度（Outcome Validity）、過程效度（Process 

Validity）、催化效度（Catalytic Validity）、對話效度（Dialogic 

Validity）。以下分別就這些效度標準在本研究中的情形進行討論： 

（1）民主效度方面：本研究經過說明才獲得協同研究者的同意與以錄音

騰稿，並明白告知研究主題、目的與研究方法。資料整理後的文本版、共

構版均再交還給協同研究者，予以確認是否有歧意誤解之處，之後分析資

料過程，仍就事實需要委請協同研究者繼續從事校正、比對、確認的程序，

符合民主效度。 

（2）過程效度方面：在整理「創業經驗」和「家庭支持度」是在繁複眾

多文本中，經由一次又一次的閱讀整理，嘗試、刪除、增加、統整之後，

才得到其社會體制的影響脈絡，及其敘事結構。並非研究者以事先預存的

理論架構，或先入為主的概念模式去篩檢或框架她的敘說文本，反而是以

研究對象的觀點、步伐，引領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裡，蓽路藍縷

地找到研究理路，因此，研究結果是一個探索與發現的過程這符合了過程

效度。 

（3）結果效度方面：研究對象經由訪談過程，對自身創業經驗進行回顧，

並從而發現許多令人玩味的段落。在有系統清楚的回顧、整理過去的機會

中，不僅使研究者從中挖掘出資料，研究對象也在訪談結束後，真正發現

自己的轉變。以筱佳為例，她的確由一個「為別人而活、沒有自己的目標」

的人，經由敘說的再脈絡化重寫過程中，發現並確信自己已成唯一個擁有

自我意識的人，破繭而出振翅高飛。因此，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雙方都因為

這個研究的過程，擁有豐富的成長與收穫。同時經由文本脈絡化的分析，

期能描述個人所處的社會與歷史世界，經由這種切入的視角，嘗試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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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歷史的反思中，羅織人生目標，並提出人生目標性質的概念，這符合

了結果效度。 

（4）催化效度方面：研究者收集資料本身即採用諮商方式，開始整理、

分析與詮釋資料時，仍然隨時進行核對檢視，具備對話效度。訪談過程中

研究者的同理、支持、深化問題及具有開創經驗的問話本身，使協同研究

者感覺被了解，願意繼續說更多個人相關的經驗，同時引發更多潛藏不知

的潛在訊息，這符合催化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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