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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為探索問題意識的解釋，本章說明如何進行質化研究設計。其中闡

述研究方法的合理性、描述研究場域與個案選擇的原因；並指出運

用什麼方法技巧來蒐集及分析資料？最後說明解決效度威脅作法。 

 

 

一．質化研究說明 

（一）質化方法合理性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方法，透過個案資料蒐集、深度訪談與詮釋分析等多元

方法促成交互檢證（cross-validation）；資料蒐集的時間截點設定於 2005 年 9 月止。

為增加現象的推論的合理性，本研究儘可能以系統化與嚴謹編碼檢視證據（詳見

附錄編碼資料）。另外，採行質化研究方法的考量，又有下列四個理由：  

1. 量化研究的前提，必須是研究對象（企業）對主題（BLOG）能有具體充

分的認識；如此可基於相近的概念下，發送問卷調查意見並進行統計分

析。但目前 BLOG 仍無標準定義，系統業者所推出的 blog 功能介面亦不一

致，資訊網路與通訊機制的軟硬體新技術又不斷發展擴增中；另外，國外

雖已有少數大企業採行 BLOG，但國內企業內部應用 BLOG 模組介面的風

氣尚未盛行，如此將使設計量化問卷調查有困難度。又研究者曾詢問國內

某企業主管意見，並針對其全省廿九家直營門市發送問卷，但卻沒有得到

回應；因此評估量化研究可能會使研究主題受到限制。 

2. 本研究曾思考以「德菲法」（Delphi Method）進行，意圖針對此領域（BLOG）

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專家為施測對象；期望經過特定程序與反覆步驟後，結

合該領域中眾多專家的知識意見，最終達成專家間一致的共識，藉以推斷

研究主題的可能或預測。由於此法的假設是：由群體成員一起討論，認為

集思廣益後所產生的決策，應會比單獨個人想出來更為周全與有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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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員都是專精該領域的專家時，決策品質更佳。但在發送電子信函邀請

後，部份對 BLOG 有研究的專家回覆其所長並不在企業溝通領域，而大部

份的邀請對象又未回應；使發送研究問卷受到瓶頸。 

3. 針對一個新興議題的研究，可能無法藉由精確的分析技術獲得結論；但以

已存在的個案資料進行瞭解，並從相關理論與現況觀察相互對照探討，最

後獲致可能的模式或假設，將有助於此研究主題的達到更有效的結論。因

此，研究者思考使用國外個案文獻資料，加上國內企業主管的深度訪談，

進行討新興媒介在企業應用的質化探討將是可行方式。 

4. Strauss, Corbin（1990）認為質化方法是：任何種類的研究，只要它並非藉

著統計程序或者其他量化（quantification）的手段而獲致其發現；因此就資

料而言，質化研究並不以統計地測量與控制變異為目的，而是探討問題脈

絡中的複雜性，從研究中瞭解現象並進行分析。關於產業研究的質化方

法，鄭陸霖（2000）進一步說明可運用受訪者自己的語言來陳述其經驗與

意見外，並擁有更多「理論歸納」（theoretical induction）的空間。因此可

將已出版的書面資料、文獻、調查報告、新聞報導、研究報告等資料背景

作為整體關照，而深度訪談資料亦可幫助建立一個場域中的多重觀點。 

 

 

 （二）研究流程 

本質化研究設計採取 Joseph A. M 所提出的互動取向的方法，評估研究目的及

意義、理論、問題意識、研究方法和效度威脅等彼此之間的關聯後；再進行資料

分析歸納，以解釋問題並說明可行性架構。 

1. 設定研究目的：思考研究最終目標與意圖闡釋議題，並指出將影響那些實

務以及為何值得進行的理由。本研究所設定的目的在於瞭解 BLOG 應用在

企業內部溝通的意義，瞭解其應用可行性的情境如何被塑造，並歸納出可

理解的發展過程之可能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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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概念情境：瞭解現象並思考有何理論、研究發現及概念能予以引導；

並利用研究相近日期文獻資料深入研究。本研究從 BLOG 發展現況與特色

瞭解其影響，以及對社會大眾的意義外；並運用電腦中介傳播、溝通理論

等隱含的理論聚攏在一起，以找出網路工具對企業進行內部溝通應用的關

聯性進行探討。同時，亦找尋國內外期刊與研究報告的 BLOG 相關議題解

釋，檢視存在的證據或現象來增加研究推論，期望能呈現清晰的論證連結。 

3. 擬定問題意識：依據研究目的與概念情境，明確的擬定問題意識。其中考

量企業運作的狀況，設定 BLOG 機制在企業面臨的可能問題，以增加對現

象的假設推論，並探討問題間的彼此關聯性。 

4. 進行研究設計：除說明運用何種研究方法外，並包含被研究者選擇因素、

取樣決策、資料蒐集方法、運用資料分析的可行性評估。由於本研究依欲

探討的目的，並考量到資料收集的可行性與增加研究效度等問題，故採取

立意取樣來設定代表性或典範性的研究個案；從蒐羅各種個案來源資料

中，進行概括性解釋與比較，符合 Sayer（1992）所謂的質化廣度研究。

另外，為使研究更為可信，研究過程中將多方進行文獻紀錄、正式與非正

式訪談、觀察筆記等多重資料蒐集，以符合 Denzin（1970）所謂的「三角

驗證」原則。其中進行深度訪談前，將發掘出的 BLOG 問題意識與研究學

者討論，以作為前測性的確認概念，以幫助理解真實情境。。 

5. 編碼過程：依彚整之個案文獻資料，逐篇進行文本意義的理解與歸類。 

(1) 首先，先將國外個案的英文資料先做初次翻譯，並將國內個案深度訪

談的錄音資料謄寫逐字稿紀錄，記下關聯的暫時性想法或概念，粗略

記錄各篇資料內容所提之關鍵字在備忘錄中。 

 

(2) 其次，逐一交叉比對不同個案資料內容的關鍵字，為促進對研究問題

的反思，仔細挑選脈胳意義相似的語辭，連結語意關係並予以歸類。 

(3) 經由重覆「打散－組合」的定義過程，劃分類別意義的樹狀結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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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閱讀各個案資料，將各類目及子類別的項目套入內容，檢視是否

有意義未通之處。 

(4) 最後，在逐項調整與檢視後，定義類別合適的編碼名稱。 

6. 資料分析：依編碼定義與類次，重新進行資料整理，並做具體的語意編譯

潤飾，依編碼紮根於不同資料中相互參照；並利用表格形式的分析，以清

晰呈現論述重點。 

7. 資料歸納：界定個案論述意義，歸納多份個案資料所支持的論點以找出結

構命題，並描述個案與現象中可能的脈絡觀點，其後進行綜合分析。 

8. 結論建議：依據個案資料分析獲得初步研究發現，總結研究內容與建議。 

 

（三）取樣決策 

本研究選定國內外特定十二個企業作為目標對象，個案選定的考量原因如下： 

Microsoft（微軟）與 Sun Microsystems（昇陽）在 2005 年 5 月由全球知名的科

技資訊新聞網站《CNet》，評選為最積極推動員工 BLOG 的科技公司；Groove 

Networks 與 Plaxo 為創新整合軟體的新興科技公司，頗受科技產業界的推崇，亦是

推展企業 BLOG 的先鋒企業之一；IBM 是科技產業中擁有悠久歷史與高知名度的

企業，自 2004 成立「developerWorks」企業專屬 BLOG 網站後，迄今已有 20 個以

上的 BLOG 伺服管理主機。Yahoo!（雅虎）與 Feedster 則為知名網路搜尋引擎公司，

同時亦發展 BLOG 搜尋技術，對企業內部 BLOG 的設定亦頗為積極；而知名市場

研究中心 Forrester 為觀察科技產業現象的代表，包含 BLOG 現象的研究亦有心得，

又其中所提及的若干企業 BLOG 觀點，正可為本研究個案選擇的合理性作互證；

至於全美大型書籍出版商 Thomas Nelson，是從人文知識工作者的角度闡發對

BLOG 的看法，其所建立「House Work」內部 BLOG 聚落頁面用以連結企業網站，

是很獨特的方式。還有 Hill & Knowlton（偉達公關）由溝通宣傳的經營觀點，發

展出企業 BLOG 的準則規範；上述均為對本研究主題有關的具體可信之成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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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國內部分，依研究者蒐集資料顯示，國內企業架設內部 BLOG 的趨勢尚

未成熟，迄今尚無發佈 BLOG 規範的具體案例；但為使研究增加效度，故針對這

二個企業進行深度訪談──其中包含系統化管理思維的資訊通路業者聯強國際，

針對直營維修部門訪談經營者；以及目前已提供會員參與 MoBLOG（行動部落

格），並著手規劃員工專屬 BLOG 的英華達 OKWAP。期能藉由兩案例的對照，初

步探討國內企業在面對 BLOG 的認知態度。 

 

 

二．降低效度威脅 

Maxwell, J. A（2001）在《質化研究設計：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提到：由

於量化研究設計通常會預先設計許多控制，包含成立對照組，統計上控制外在數、

隨機抽樣與分組、明確假設，以及用統計方式測試顯著程度，如此得以處理可預期

或無法預期的效度威脅；但在質化研究很少能如利用實驗對照比較、取樣策略或控

制某個變數的統計操弄。而 Lincoln, Y. S. 與 Guba, E. G. (1985) 在《Naturalistic 

inquiry》說明質化研究的三種基本效度，分別是內在效度的「可信」（credibility），

外在效度的「可轉換」（transferability）以及內在信度的「可靠」（dependability）；

它們分別代表研究者可以真正觀察到所預期的現象，被研究者的經驗能被有效地轉

換成文字陳述，以及資料的真實性；其後並指出一切依歸以「值得信任」

（trustworthiness）為最高原則。 

為有效降低質化研究效度問題，本研究所蒐集個案均以第一手資料或具體個人

發表資料為主；國外部份的個案資料來源主要來自企業 BLOG 規範發佈人的觀點，

其中詳述公司在此面的作法內容，雖然國外個案資料來自網站上刊內容，但由於

BLOG 的機制呈現原創作者的真實聲音，被研究者的意見自行轉換成文字陳述上

刊；輔以 BLOG Trackback 連結特色，造成個案公司能互連討論，因而能具有可信

度。而國內部份的個案資料來源，則由研究者進行深度訪談取得第一手資料，訪談

過程中儘量避免主導性強、封閉式或簡答式的問題，其後將錄音資料轉化為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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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其他輔助資料包括多方文獻紀錄、期刊與新聞報導、觀察筆記等。在運用這

些資料進行研究時，推論與資料累積交互參照地進行；一方面藉著極大化資料的相

容性以推論出暫時性的發現，同時藉由多元資料間的交叉分析來引導更深入的推

論。 

選擇性的個案資料雖為研究者立意取樣的決策，無法完全避免研究者本身價值

觀；但作為一個新穎議題的初探研究，由於研究情境本身即有特定的時空因素，對

論述歸納是否具有在現象的普遍性與深度，仍有賴後續其他研究的驗證。因此，本

研究就所蒐集之具體可信資料進行推論分析，研究過程針對案例的適當描述、闡釋

和理論對照，並儘可能以系統化與嚴謹的文本編碼作為檢視證據，相信亦有助於效

度提升。另外，針對研究主題蒐集對立矛盾的資料，以避免透過片斷性的證據來建

立含糊而抽象的論點；本研究僅先就國內尚未設立 BLOG 的企業部門取得對照，單

一訪談個案似乎在比對其他研究個案上的證據略顯單薄，但作為初探性研究討論，

仍希望藉此個案呈現不同的聲音。 

 

 

三．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質化研究取徑對研究主題是較為可行的。雖然質化研究方法

無法並不如量化研究具有嚴格的方法預設、操作程序、分析流程等，也無法全然避

免可能的效度問題；又比如隨著研究資料的累積與抽象推論的反覆進行，質化研究

的概念微調需在資料蒐集到一定程度才逐漸清晰，問題架構與理論文獻也才需要逐

步確認；而深度訪談通常透過研究者對問題意識的「反思性」（reflective monitoring），

並在有限時間與開放式問答下進行，亦剥離自我陳述的觀點。但作為一個新議題的

初步探討，質化研究的長處主要是著眼於特別的情況或人物作歸納性取向。也由於

質化研究並不以統計地測量與控制變異為目的，預先以諸如結構問卷之類的程序創

造標準化的資料格式；它仰賴多元資料之間的交叉分析來增強研究發現的效度，從

具體事實中認知、影響、觀點意圖；這個將焦點放在意義上，是社會科學中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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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性」取向（bredo & Feinberg, 1982; Geertz, 1973; Rabinow & Sullivan, 1979）。 

因此在本研究中，個案資料來源包括產業 BLOG 發言代表者的個人正式網站刊

載資料，以及訪談錄音逐字稿及個人研究筆記等。透過推論與資料累積交互參照地

進行，藉著極大化資料的相容性以推論出暫時性的發現，同時不斷蒐集學術期刊與

媒體資料以深入瞭解主題核心意義。以此初探研究基礎，希望未來可供其他研究者

參考並作更深入地探討，以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