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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我是我講述故事裡的一份子，我同時以資訊來源與一個不確定的社會學家口

吻發言；我相信，將我作為參與者的觀點納入，就如同以觀察者介入一樣可

貴。 

~ Howard Rheingold，Virtual Community 

本文以網路相簿社群為題，旨在探究社群內部的互動關係，並意欲從中勾勒

出社群內的權力、權力轉換過程與位階差異。本研究的觀察重點聚焦於社群內的

互動過程，以及成員對社群所作出的評價、觀點與詮釋等等，故擬取徑質化研究

方法，經網路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蒐集研究資料，以累積各種網路文本與訪談資

料供作後續分析。本章第一節首先簡介研究方法、資料蒐集方式與抽樣過程，第

二節說明觀察場域、樣本特性和研究程序，以為研究分析開展之基礎。 

第一節 研究取徑 

一、 質性研究方法 

網路相簿社群是虛擬社群的支流，虛擬社群則是在成員主動、長時間的參與

下建置而成，因此它不單是由網路所串連的電腦網絡，更是各種意識型態和生活

風格的接軌；無數的社會關係在此聚合、輻散，交織出「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縮影（Lyon, 2000；Jones, 1999）。科司堤根（Costigan, 1999）評述網

際空間裡虛擬社群林立的情形時指出，「網路是『網絡的網絡』（Internet is a 

“network of networks”）」，儘管個別社群會因為介面、技術的性質有所歧異，但

其活動仍遵循一套社會溝通規則進行。是以，對虛擬社群進行觀察，並不只是探

究網路或介面的科技性質而已，還是對網際空間內存的各種活動與社會關係進行

檢測。瓊斯（Jones, 1999）也強調，既然網路被視為一種個人性的媒介，那麼不

只是虛擬社群值得討論，社群所涵蓋的諸多個體也必須寄予同等的重視。因此，

在追問虛擬社群的種種現象時，社群內部個體對個體、個體對社群的各種行為與

反應，將為本文發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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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網路互動往往同時包含複數成員的參與，而成員對活動的解

讀詮釋又各自有別，是以在探究社群內部的社會關係時，除應彙整各種流竄網路

的互動文本之外，還應重視成員對此之詮釋與評價，以作為理解社群關係的根

本。由於本研究意圖探究權力轉換機制及其可能影響，故個別成員的經歷與觀點

將是協助研究者進行勾繪的線索，因此相較於強調數量與數學代表性的量化研

究，關照對象個別經驗特殊性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將是更切合本

文題旨的研究方式。 

質性研究是一種不經數學程序蒐集資料的方法，它和重視精確的量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分別架構於不同的哲學體系之下，進而形成兩者在認識論

與觀察過程中的歧異立場（見表 4）。 

表 4 質化研究與量化研究差異 資料來源：《大眾媒體研究導論》 

差異點 量化研究 質化研究 
研究者角色 抽離情境、保持客觀 與受訪者互動產生資料、 

研究者是資料分析的一部份 
研究計劃 研究開始前即已確立清楚 可隨研究發展，不斷調整與變更

研究環境 人為操控變數 不控制，在自然情境中進行、 
旨在了解事物變化 

測量工具 獨立於研究者外，可為他人使

用 
研究者是重要測量工具，無可替代

理論建構 運用資料檢驗理論對錯 來自所集資料分析的結果 

量化研究向來要求研究者抽離情境，以維持研究的客觀公正，但深受現象學

與詮釋學影響的質性研究則恰恰相反。後者認為，資料的取得原本即是研究者和

受訪者互動、互為主體的成果，因此研究者不但要立足於研究情境中進行直接觀

察，其本身更是研究不可或缺的重要環節（林芳玫，1996；Strauss & Corbin, 1990/

徐宗國譯，1997；Babbie, 1995/李美華等譯，1998）。同時，量化研究通常是針

對大規模樣本進行調查，主旨在發掘律則式的特性以反推母體，但質性研究關照

的是個別性的事件與經歷，雖然難以施行於一般大眾，卻可幫助研究者深察對象

的經驗內涵。換言之，即便質性研究的結果不適用於精確陳述母體，但仍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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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發現象下的深度意義。在質性研究所含括的眾多方法之中，諸如田野調查(field 

research)、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等等，均係秉持同一信念開展，即主張將

現象置於自然情境脈絡內，再觀察其與周邊環境互動、連結經驗和社會情境的過

程，最後再對現象作出全觀性的解釋。 

訴諸質性研究觀察虛擬社群的優勢在於，虛擬社群原本就不只是理性與資料

堆砌的成果，「情感」乃為貫穿其間的重要元件。而若要理解對個別成員具有獨

特意義的「情感」所在，研究者勢必得涉足社群活動而行，是故重視研究者在研

究過程中各種表現的質性研究，為此提供了有利的切入點。也因如此，如何深入

虛擬社群，並透過與成員共同生活的過程理解其經驗，將是進行相關研究時的關

鍵。在此過程之中，研究者必須時時保持反身性，意識並承認個人線上經驗對研

究的可能影響，以及研究對社群的反向推力。也就是說，當研究者取徑質性研究

介入虛擬社群時，除應反覆穿梭現象與理論之間，還需慎思個人行為可能引發的

社群效應（Wilbur, 2000；Rheingold, 1993；Baym, 2000；孫治本，2002）。 

二、 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 

米特拉與柯罕（Mitra & Cohen, 1999）在整理網路研究時發現，歷來的網路

研究可粗分為「使用者導向」（User-based）和「內容導向」（Text-based）兩種。

兩者關切的主題不盡相同，但都凸顯了「文本交換」（text exchange）對網路活動

的重要性。網路「文本」並不侷限於書寫文字，舉凡任何可供訊息傳遞的圖片、

聲音或多媒體，都能被視作溝通「文本」看待。而在電腦中介傳播低門檻的影響

下，使用者通常會身兼文本的產製與消費兩種角色，這不只有助於擴增網路文本

的豐富性，也使其用以傳遞與展現的形式愈發充滿各種變化的可能。有鑑於此，

在探勘虛擬社群內的互動行為時，不僅應正視網路文本的重要性，還須關照使用

者傳遞的形式與過程，包括板面上明顯可見的互動，以及私下的魚雁往來等等。

其中的部分資料雖可直接經由網路瀏覽獲取，但若欲知悉社群內部的活動細節，

研究者仍應深入社群並尋求群內成員的協助，以獲得更充沛的參考資料。 

有鑑於此，本研究擬採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並行的方式進行資料蒐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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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首先以觀察者的身分啟用網路相簿，並參考相簿平台提供的排行功能，針對平

台內活躍、積極參與的使用者進行瀏覽與觀察，以實際了解相簿使用者的線上活

動情形，進而掌握社群輪廓，再由是研擬相關問題，透過深度訪談釐清內部細節，

理解成員意向，形成對虛擬社群更完整的認識。 

（一） 參與觀察 

參與觀察是透過親身參與的方式蒐集社群資料，它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人類的

私密與主觀層次，並以圈內人的角色體驗各種互動行為，以找出日常環境中人類

行為的實用性與理論性事實（Jorgensen, 1989/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參與

觀察的目的是在對現象做出整體而真實的描述與解釋，因此其研究往往不是預先

規劃，而是經由資料蒐集、抽樣與解釋的過程，不斷推演出具有獨特性的問題。

由於參與觀察能幫助研究者提昇對研究現象的理解，因此特別適用於觀察自然情

境下可以被理解的態度和行為，以及跨越時間的社會過程研究(Babbie, 1995/李美

華等譯，1998；Carbtree & Miller, 1999/黃惠雯譯，2003)。透過參與觀察深入虛

擬社群的研究優勢在於，虛擬社群原本就允諾了大量旁觀者的存在，是以研究者

可在不影響成員心理狀態的情況下，以「潛水者」（lurker）的姿態進行觀察。只

不過，此舉雖能協助研究者以參與但不介入的姿態蒐集資料，卻未必能夠反映成

員的心聲，是以本研究主張應輔以「深度訪談」，視所集資料之需，與社群內的

相關成員進行深度互動。 

（二） 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由研究者和受訪者針對研究的概略計畫進

行互動，主要是由前者制訂訪談方向，但由受訪者執掌發話權，研究者僅在出現

特殊主題時加以追問。深度訪談不像民族誌一般全面，它強調的是比較私密、深

度、主動與細節的呈現，同時也是訪談人與受訪者共同建構的經驗過程，因此必

須架構於兩者擁有共通的文化慣例之前提上進行。而在訪談進行過程中，研究者

尚須意識到，訪談的內容不只包括了溝通、言談，以及其內的各種訊息形式、內

容和符號，就連符號潛藏的弦外之音，或是受訪對象避而不談的問題，都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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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時的參考線索。 

（三） 研究抽樣 

量化研究重視數量與數字上的代表性，主張針對大規模樣本進行資料蒐集，

但質性研究關注的乃是受訪對象的經驗深度與特殊性，是故應以能提供豐富資訊

者作為資料蒐集對象。卡布利與米勒（Carbtree & Miller, 1999/黃惠雯譯，2003）

就認為，質性受訪者的挑選，應該是依據（1）與研究主題的相關性，以及（2）

所能提供資訊的豐富性作為取捨標準。因此，由研究者依據主題所需，進行「立

意抽樣」，選擇最符合研究關切的樣本接受訪問，將是最能符合質性研究需求的

抽樣方式。是以，本研究擬行「立意抽樣」選取樣本接受訪談。 

本研究抽樣步驟可粗分兩大階段：（1）2003 年七月，研究者首先自提供網

路相簿服務的平台中，篩選出符合如第一章第二節所指之網路相簿特性者，繼而

參考媒體報導與使用者規模，選定當時國內最大的相簿平台 TaipeiLink作為研究

場域。（2）爾後，參考平台所提供的熱門相簿排行榜，針對常駐排行榜上的熱門

相簿進行觀察。選擇熱門相簿的考量在於，這類使用者因知名度高，能吸引成員

依附或訪客關注，在虛擬社群內進行的社交活動較一般使用者更為頻繁，對社群

亦可能擁有較高的影響力。是以，以該類使用者作為主要觀察對象，將有助於本

研究理解社群內的互動行為、權力轉換過程。（3）而除鎖定熱門相簿使用者作為

觀察對象，亦擬透過前述使用者引介，進一步與其推介、互動的其他使用者進行

聯繫。這是由於「網路相簿使用者間的互動關係」是為本文研究重點，因此使用

者間往來交好所衍生的次社群網絡，亦係本研究意欲發問的對象。故本文除以立

意抽樣邀請重要使用者受訪之外，亦將透過使用者引介，繼續擷取與其具有互動

關係的樣本受訪。途中如遇推舉對象不便受訪，則改以 Email形式邀請填答問

卷，並另請其推舉新的受訪對象補缺。（4）此外，因考量 PTT BBS Beauty板討

論對網路相簿的推動與宣傳效應，亦擬邀該板管理人員受訪，以期自不同面向探

入網路相簿的世界。 

本次研究總計邀請 13人受訪，13位受訪者中有 12位曾經使用網路相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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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則為 Beauty板管理人員。曾有網路相簿使用經驗者的共同特性在於：（1）均

曾使用相同的網路相簿平台；（2）均曾透過網路相簿／BBS版面經營個人網絡，

在網路相簿社群內部均有個人所屬的小團體。也就是說，本次受訪者符合卡布利

與米勒（Carbtree & Miller, 1999/黃惠雯譯，2003）的建言，具有文化上部分同質

性。再者，他們除了（3）經營各自的網路相簿之外，亦曾參與其他次社群的活

動，將可於同質經驗外提供不同的心得觀點，將有助於擴增訪談所得。 

三、 小結 

簡言之，本研究意在觀察社群內的互動行為與關係流向，成員的觀點、詮釋

與評價將是分析開展的基礎，是以重視對象經驗深度和特殊性的質性研究，將係

較切合本文題旨的研究方式，故擬取徑於此，由研究者進入虛擬社群之中進行觀

察與資料蒐集。而在虛擬社群低設限、低門檻、容許公開觀看的前提下，網路研

究者得以保持旁觀不介入的姿態進行資料的累積。然而，此舉雖有助於釐清社群

樣貌，卻難以呈現成員心聲，是以研究者仍應約訪相關成員，透過訪談資料來掌

握社群內的活動細節。因此，本研究將行立意抽樣獲取樣本，並訴諸參與觀察與

深度訪談方式搜集資料，先藉參與觀察掌握社群生態，再研擬相關問題，透過深

度訪談理解成員觀點，以期形成對研究社群的完整認識。 

第二節 研究程序 

一、 參與觀察過程 

（一） 觀察場域 

在觀察場域的選擇部分，本研究初期選定 TaipeiLink作為觀察社群，是因

TaipeiLink在 1999 年至 2004 年間，註冊會員直逼四十萬人，甚至有網路相簿平

台第一大站的美稱。然自 2004 年起，由於 TaipeiLink開始改變經營方針，不只

原有平台出現轉換，也開始推行收費策略，導致原有會員紛紛遷往其他平台，期

間曾一度造成研究觀察的中斷。爾後，當研究者再度與原有觀察對象取得聯繫

時，始知多數使用者已遷往「無名小站」經營網路相簿。這種大規模的平台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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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雖然造成研究複雜性與困難度的增加，但考量使用者的遷移動機，亦能反

映網路相簿的生態演變，是以除（1）繼續追蹤原 TaipeiLink重要使用者的轉換

歷程，亦開始從（2）無名小站選取新會員受訪。此外，本研究也將於訪談題綱

中增設題項，觀察受訪者對兩處平台特質與風格的比較和評論。 

（二） 研究者角色定位 

質化研究向來主張，研究所得乃是研究者與觀察對象互動所成，是以研究者

的角色定位，對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在本研究中，筆者是自 2003 年 7

月至 2005 年 5月間進行參與觀察，並於 2004 年 3月起與部分觀察對象進行聯繫，

並於 2005 年 5月正式展開訪談。在觀察期間，筆者同時也從事個人網路相簿的

經營，並透過網路相簿的使用，發展出線上互動關係，但主要互動對象乃為實體

世界友人，對於觀察對象則保持完全觀察者的身份，僅對其相簿與留言版進行觀

看行為，直至後期才陸續與擬邀受訪對象進行聯繫。 

前述作法的優勢在於，筆者可採完全觀察者的身份進行研究，一方面進行資

料蒐集的行動，透過相簿／留言板的活動理解相簿使用者的使用情形，另一方面

則可避免因研究目的的揭露，造成相簿使用者在互動行為上的轉變。然而，這種

完全觀察者的角色，也對筆者所能觀察的活動範圍形成限制，使得研究僅能觸及

相簿使用者公開於網路相簿／留言板的內容，至於使用者另外透過「悄悄話」留

言19、MSN、Email，甚或其他線下路徑的互動方式，均非屬本研究所能討論的

範圍。此外，由於（1）相簿平台轉換導致部分公開資料流失，以及（2）相簿使

用者主動刪除的相片／留言，同樣也因資料取得困難，無法一併納入討論。 

整合而論，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首先以完全觀察者的身份，針對 TaipeiLi nk

網路相簿社群，以及使用者的相簿與留言版，進行長期性的參與觀察。2004 年 3

月起與部份研究對象進行聯繫，告知研究目的與研究需求，並於徵得對方同意下

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而自 2004 年 11月起，由於網路相簿平台間出現大規模的

                                                 
19悄悄話：留言功能的一種，使用者登入帳號後可選擇隱匿留言，僅該相簿／留言版的持有人可

憑密碼登入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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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行動，觀察對象陸續從「TaipeiLink」轉入「無名小站」，本研究也隨之進行

轉換；同時，亦開始納入以討論網路相簿美女為主題的「PTT BBS Beauty板」

進行對照觀察。2005 年 5月，研究者開始與主要訪談對象聯繫，並透過受訪者

的引介繼續拓展邀約對象，正式展開訪談工作。 

二、 研究問題與訪談題綱 

本研究旨在探究網路相簿社群內的互動行為，發問重點包括相簿使用行為、

互動關係內的權位差異、美貌的意涵等等，主要研究問題包括： 

（一） 網路相簿使用行為： 

1. 網路相簿的使用動機 

2. 網路相簿的使用頻率 

3. 網路相簿的使用行為 

（二） 網路相簿社群互動關係：  

1. 網路相簿成員的互動行為 

2. 網路相簿內的次社群關係 

3. 網路相簿社群內的權位差異 

4. 權位差異對網路相簿使用者的影響和效應 

（三） 網路相簿社群中的美貌意涵及其實踐 

1. 美貌對網路相簿平台、使用者的影響 

2. 美貌與權位差異的關連 

3. 美貌對網路相簿社群的意義 

（四） 網路相簿的意義： 

1. 啟用網路相簿的收穫與影響 

2. 網路相簿對使用者的意義？ 

在深度訪談部分，卡布利與米勒（Carbtree & Miller, 1999/黃惠雯譯，2003）

嘗言，深度訪談應該包括（1）精確定義的問題、（2）開放式漫談，以及（3）提

示、探究或補充性的發問。巴比（Babbie, 1995/李美華等譯，1998）則強調，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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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訪談應該是由研究者拋出訪談方向，但將發話權與內容交諸受訪者手中，僅在

出現特殊主題或疑義時加以追問，以便導引出更多相關的研究線索。有鑑於此，

本研究將以研究問題為基，據此擬定半開放式的訪談大綱，而過程中如有任何未

竟之問，再由研究者適時追探，並回頭補遺原有的訪談大綱，以期更詳盡地展現

網路相簿社群的內部生態（見附錄一）。 

三、 樣本描述 

本研究自 2005 年 5月 2日至 6月 17日間進行深度訪談，總計約訪 13位使

用者，10位以面對面形式約訪，另 3位雖有意受訪卻受限時間而不克出席，因

此在徵得樣本同意後，仍將其相簿與留言版納入分析範圍，並將訪談綱要改為書

面問卷，由受訪者協助填答後寄回。這類改以書面回答的使用者答題雖較為簡

短，也不若面訪時可有進一步追問的空間，然其所提供的觀點仍有參考價值，故

一併納入分析。本次共計約訪 12名女性與 1名男性，年齡分布介於 22到 30歲

之間；以面對面進行訪談者，後文中以「R編號，性別，年齡」方式註記於引文

之後，書面答題者則以「Q編號，性別，年齡」註記。 

此次受訪的 13位樣本中，有 12位曾有網路相簿使用經驗，目前都是無名小

站網路相簿的會員。另一位無網路相簿的樣本，則因曾經參與 PTT Beauty板的

管理職務，熟悉網路相簿相關討論，故邀約訪談。受訪者的網路相簿使用年齡從

半年至四年半不等，職業包括 8位在學學生與 5位上班族。其中有 12人使用過

兩個以上的相簿平台，包括：TaipeiLink、PCHome、Yahoo!奇摩、Starbvrd、Pixnet

等等。（見表 5）。其次，曾有網路相簿使用經驗的 12位受訪者，均有透過網路

相簿發展線上人際關係的行為。他們在訪談過程中也都提及，網路相簿是和所屬

的小群體互動的重要工具；這些散居虛擬世界的群體關係，主要是由實體人際關

係擴展而來，或是使用者透過網路相簿結識、建立的友誼所構成。 

表 5 受訪者資料說明 

No. 年齡 性別 職業 啟用

時間

使用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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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 24 F 學生 2004 PChome/Wretch 
R02 25 F 學生 2002 TaipeiLink/Wretch 
R03 24 F 補教 2004 Yahoo/Wretch 
R04 23 F 金融 2002 TaipeiLink/Starbvrd/Pixnet/Wretch
R05 25 F 學生 2002 Yahoo/TaipeiLink/Wretch 
R06 22 F 學生 2002 TaipeiLink/Wretch 
R07 30 F 學生 2001 Yahoo/PChome/TaipeiLink/Wretc

h 
R08 25 F 學生 2001 TaipeiLink/Wretch 
R09 25 F 待業 2001 Yahoo/PChome/TaipeiLink/Wretc

h 
R10 22 M 學生 -- -- 
Q11 26 F 科技 2000 TaipeiLink/Starbvrd/Pixnet/Wretch
Q12 25 F 學生 2001 TaipeiLink/Wretch 
Q13 25 F 教職 2001 TaipeiLink/Starbvrd/Wretch 

四、 小結 

本研究採參與觀察與深度訪談進行資料蒐集，透過立意抽樣獲取樣本，總計

觀察樣本 13人，研究流程如圖 6： 

 

 

 

 

 

 

 

 

 

 

 

圖 6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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