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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從理論中提取概念，以具體可行的方式，解答本研究提出的問題。筆

者認為，本研究的核心議題為，人在科技中介的環境當中，透過科技進一步與這

個環境裡其他人展開溝通；在這個過程裡符擔性被召喚出來，科技應用的方式可

能外於設計原意。本研究欲探討的是，在這個「科技與人」的空間裡，人跟科技

來往之後是否造就新的人際互動樣貌？為了回答這個問題，在這一章的第一節筆

者將以比較全觀的方式，根據文獻回顧所得心得，結合第一章的研究源起，以更

細緻的方式鋪陳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第二節將針對選擇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

考量因素提出合理化說明。第三節則是本研究將如何實際執行的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訊息二層次的概念衍生出恆存於人際關係當中人對於訊息意義的解讀，以及

關係識別的議題。根據第二章的理論回顧，人總是處在一個需要肯認自己與他人

關係的循環裡；這個過程影響個人行為乃至後續人際互動。當科技因素介入這個

過程之後，其潛在的影響力不容小覷，只不過根據第二章的資料耙梳結果筆者卻

發現，中介化(mediated)環境下的關係確認議題並未獲得太多研究關注，既存觀

點如早期的 CMC 場域關係傳播研究又未能對於觀察的關係型態有更細緻的分

類。本研究在這裡想要提出的是，MSN 上關係的型態確實有別於早期 CMC 研

究所挑選的關係類型；所以，這個介面上所進行的關係，「過往互動歷史」是相

當重要的元素。有鑑於此，過去 CMC 關係研究所建立的觀點並無法完全適用。 
 
符擔性的概念指出，人與科技的交會允許前者可以在後者限定的範圍內因應

個人需求進行探索。研究者實際觀察田野發現，所謂「探索」就 MSN 的在場訊

息來說，指的是這個看似對外宣告個人能否溝通的機制，同時提供了使用者暗地

裡「各懷鬼胎」的操弄空間（自由）；因此，A 可以選擇以「忙碌」狀態示人，

但是他卻可能在電腦前無所事事，或者只選擇與特定對象互動而排除其他人干

擾。雖然原本這項機制的設計意不在此，或者應該說，「人」的複雜度並未被包

含於設計當中，但是使用者實際使用行為也並未跨越 MSN 符擔性的承諾。本研

究目前所持論點為，這個現象除了代表「科技承諾之事」(design feature)與「科

技實際運作」(feature-in-use)的潛在不協調，如果將此現象拉回人際互動的範疇，

這也可能意味著一則訊息可能同時承載著不同意義。舉例來說，B 上線後觀察到

A 的「忙碌」訊息也認知 A 是忙碌的，但是或許對上線的 C 來說，A 的「忙碌」

卻彰顯截然不同的意義。符擔性同時可能指向介面的「預期面」與「非預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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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不過後者並不會跨越科技的承諾。 
 

壹、先驅研究的啟發 
 

本研究概念發想來自研究者之前進行的先驅研究(pilot study)。當時這份研究

的預設為，「MSN 使用者會否因為發現對方在場訊息不符合現狀，而覺得彼此關

係受損？」。之所以這樣假設，是因為當人的公開宣示的外在作為涉及作假時，

就有可能違反了人對於「真誠性」(sincerity)的要求。筆者根據身邊部分友人的

使用情況，發現在場訊息的對外公開的部分（狀態本身），以及使用者選用狀態

的時候所欲代表的意義，可能因為使用者的目的，而產生斷裂，也就是狀態看似

「表裡不一」。筆者當時認為，這樣的不一致性，或許可能產生人際關係上的裂

痕。於是，當時這份研究探討的議題，主要是從 MSN 使用者的認知(perception)
出發，觀察這些人意識到他人實際的狀態與在場訊息有所出入時，他們是否會因

此重新審視自己與對方的關係？ 
 

筆者當時訪談了十位受訪者，他們異口同聲表示，確實意識到自己的連絡人

名單上確實有朋友長時間以看起來缺乏溝通可得性的狀態現身於 MSN 上。雖然

他們的行徑就「定義」上來說，的確有「內外不一致」的情形，對受訪者而言，

人雖然可能造假自己的溝通可得性76，但是這不涉及「誠信」的問題。訪談結果

顯示，狀態雖然涉及操弄與不真，但是「人際關係」這個因素沖淡了在場訊息所

帶來的不一致性對於關係本身的衝擊。亦即，受訪者企圖合理化他人的行徑，基

於人在 MSN 上不必然總是處在聊天溝通的情緒，使用者本身的資源有限，亦無

法同時跟太多對象互動，因此，對於溝通對象勢必有一層過濾，選擇性地開啟或

關閉互動的「機關」。基於這個理由，這群受訪者展現出「將心比心」的胸懷，

對於名單上有人看似「不真」，並不因此對此對象，或者懷疑彼此關係的本質；

顯然，真誠性的概念事實上遠比行為內外不一致或許來得複雜許多。 
 
筆者從當時的研究獲得的初步結論為，使用者之所以在意識到互動對象的確

操弄狀態，透過狀態選擇互動對象不以為意，除了本身使用經驗的相互呼應，更

重要的是，他們不認為自己是「被過濾的對象」。筆者認為，這個不一致性並不

構成人際互動方面的問題，極有可能是因為彼此關係的「程度」已非泛泛之交，

而是在彼此人際網絡當中屬於密切的交往。於是，操弄狀態的行徑並非刻意的欺

瞞，反而透露出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之別。 

                                                 
76 許多受訪者在回答這類問題時，會以自己的使用習慣而合理化他人的行為，或者嘗試去理解

為什麼有人會這樣運用。得到的答案事實上具有一致性。許多受訪者皆認同也相信人並不是每次

登入 MSN 之後都是想要互動的狀態，或者可能只想跟特定少數對象互動；只不過，目前 MSN
的在場訊息的設計上並未如此精良，讓使用者可以選擇性地將互動對象區分成「目前想聊天對象」

與「暫時不想聊天的對象」，使用者只有看起來意義只有一種的在場訊息可選用。因此，人們可

能因此從中衍生出有別於原初設計理念的使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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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深淺程度」在當時的先驅研究裡，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首先，

親密的關係使得使用者不需要懷疑對方這樣操弄，是針對自己；其次，親密關係

也可能方便使用者辨識對方的「真實狀態」。在當時的訪談過程裡，確實有一兩

位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真假日久見人心」，和互動對象的熟悉度，也將有助於

他們分辨溝通可得性的有無。從這份研究當中透露關係的潛在意義，只不過當時

的研究著眼於「觀看者」(perceiver)這方。在一個使用者彼此往來的互動框架裡，

在場訊息的意義逐漸「多義」，這個人與科技交會的過程，具有什麼涵義？ 
 

貳、研究架構 
 

上述研究雖然從觀察「使用者實際運用科技的情形」中獲得靈感，然而，人

利用 MSN 的最終目的不單純只是為了與科技互動（變更個人狀態），而是透過

科技的輔助，與另一端的互動者進行「二元溝通」(dyadic communication)。研究

者認為，當時受訪者提到在場訊息可能產生的「多義性」隱約指向符擔性的概念。

使用者感知科技的功能，經過試探發現某些功能可以產生他們原來沒有預想到的

作用，但是這個作用事實上又未違逆工具最初的設計。本研究欲了解科技介面上

的人際互動，融入溝通符擔性以證成科技在本研究中不可或缺的地位，理解人與

科技相互為用之後對於人際溝通的可能影響。所謂溝通可以分成兩個層次：(1)
互動開啟前的關係訊息交流，設涉及解讀與觀察；(2)確認之後的正式互動；這

個互動乃根據解讀而來的後續行動。本研究現階段的預設是，使用者需要先彼此

確認在某種狀態之下互動是可行的、對彼此來說是恰當的，然後才會傳送訊息。

存在這之中的個人認知、解讀以及付諸行為的互動實踐，這些元素的關係可以透

過下圖表示： 
 
 
 
 
 
 
 
 
 
 
 
 
 
 

 
 
 
 
 
 
 
 
 
 
 
 
 

A 的狀態 

*符擔性讓字面

標誌不再單純 

內容

關係

B 觀察後解讀

影響解讀的要素 

B 決定與 A 互動：判斷適當傳訊時機：B

判斷 A 溝通可得性的策略為何？ 
圖十：研究架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筆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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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執行方式 

 
壹、研究方法的選取 

 
研究擬採取深度訪談法，筆者認為這個方法最能捕捉研究對象對議題的看

法。透過這種結構較不嚴謹的訪問，讓受訪者享有較多自由，也方便訪問者與受

訪者之間動態的訊息交流，透過交談的方式兩者共同進行意義的建構（畢恆達，

2005）；換句話說，受訪者用說故事的方式表露個人想法，訪問者再根據蒐集到

的口語資料進行詮釋與解讀。然而，這個方法最主要的優點在於研究者可獲得最

豐富且詳細的資料（Wimmer & Dominick, 2000; 黃振家譯，2003） 。畢恆達(2005)
指出，挑選研究方法時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是為什麼某特定方法適合本次研究？

換句話說，何種方法才是最適當，並且能夠回答研究提問？本研究主要命題可分

成三個面向，分別是： 
 

(1) MSN 使用者解讀在場訊息的方式； 
(2) 使用者面對科技的「非預期」（斷裂）特性可能衍生的互動形式； 
(3) 使用者判斷他人溝通可得性（最恰當溝通時機）的策略。 

 
根據上述，則本研究探討的議題可以大致區分成兩種取徑：(1)認知的；(2)

行為的。除了了解不同使用者在了解他人在場訊息以致於實際開啟互動的腦海中

的運作，筆者也希望能夠了解人們在決定採取互動行為時，他們會以什麼樣的方

式來彌補稍早筆者不斷提及的「斷裂」情形？也就是說，本研究除了想知道 MSN
使用者怎麼解讀、什麼因素影響他們解讀之外（互動規則），當使用者利用某些

手段進行判斷後決定實際付諸互動行為的時候，他們可能採取什麼樣的策略開展

互動？筆者認為，這個時候研究面向就從認知層面滑移至行為面向。陳向明(2005)
指出，深度訪談法的優勢在於研究者可直擊研究對象的內在想法，也有助於了解

其過去生活經驗，以及對該經驗的閱讀與解釋。他認為，這個方法可以「從多重

角度對事件的過程進行比較深入、細緻的描述」(pp. 227-228)。77 
 

貳、界定研究對象的方式 
 
                                                 
77 事實上，研究者本來欲在深度訪談之外運用參與觀察法，觀察受訪者平時究竟如何與某對象

開啟互動？決定與該對象互動時候採取的策略是什麼？然而，由於「人際關係」在本研究中地位

重要，這個部份或許可以透過受訪者以口述的方式告知自己與某對象的關係隸屬何種類，然而僅

藉由觀察 MSN 使用過程並無法判斷關係層次。除此之外，研究者也認為有關如何判斷互動能否

開啟？以及開啟互動的方式等問題可以直接透過受訪者以口語的方式表達，尤其訪問過程可能必

須請受訪對象以「回憶」的方式表述個人經驗（這是因為或許他們已經熟知彼此的互動形式，因

此必須回憶剛開始遭遇這種不熟悉情況時如何應對），故研究最後決定不採用參與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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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面臨受訪者代表性究竟該如何確立的難題，原因在於 MSN 不如 BBS
的討論看板或者網路論壇有較清晰的範圍，針對這類特定場域進行觀察以及研究

對象的募集似乎相較於 MSN 容易許多。 
 
在本章第一節曾提到先驅研究有諸多未能深入探討，或者沒有觸及的議題，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再度訪談當時的受訪者。只不過，其中有幾位平時與研究者

互動過於密切，對於研究架構與預計施行步驟已有相當程度的掌握，本研究將排

除這些人選。研究者目前的構想是，針對保留的受訪者進行第一階段的訪談，過

程中對於訪談下一步應該尋找何種對象可能產生更清楚的輪廓，屆時再藉由滾雪

球的方式進行抽樣，請這些受訪者推薦可提供研究相關資訊的使用者。 
 
除此之外，筆者也計畫在台灣大學知名 BBS 站「批踢踢實業坊」公開招募

受訪者。在取得「MSN Messenger 版」版主同意之後，發表聲明，尋求有意願的

使用者回覆。然而，筆者並非對於潛在受訪者來者不拒。在公開聲明當中，筆者

對於受訪對象列舉幾項條件（參見 p. 68，附錄一）；希望盡量招募到使用經驗符

合的人。本研究決定另外採取網路招募的原因在於，沿用自先驅研究的受訪者全

部來自筆者本身的 MSN 連絡人名單；由於當初的研究動機是為了初步了解人們

對於「狀態可能造假」的看法，因此在研究方法的執行上並沒有十分嚴謹。由於

筆者從生活經驗中觀察的心得，就發現自己的名單上有不少朋友就有操弄狀態的

情形，所以當時直接從名單上尋找受訪者。然而，這樣的募集方式卻可能顯得過

於主觀；也就是說，筆者對於這些人平常使用狀態的方式已經有先入為主的概

念，難免造成研究視角過於偏頗。 
 
由於該先驅研究欲了解人們對於利用在場訊息造假的態度，因此在選擇受訪

對象時，筆者乃根據觀察經驗而刻意挑選那些確實符合該描述的人，原因在於這

些人在使用經驗上有所共鳴，或許針對提問能提供比較豐富的資訊。只不過，這

群受訪者在組成特質上某程度上具有同質性，本研究卻希望能在此之外尋找多元

的受訪對象，例如上述這些平常會操弄狀態的人，相較於對狀態可能不那麼敏銳

的人、對於 MSN 互動情境的熟悉程度；或者回歸到關係的層次，請受訪者從本

身人際網絡當中提供朋友關係之外的人選。本研究希望透過這種比較具有歧異性

的挑選方式，或許更可以看出「科技-人」這一層互動對於「人-人」互動的影響。 
 

第三節    訪談綱要 

 
「科技的可能性」讓人們得以在原本的科技特性當中，參雜入其他變項。本

研究目前所持態度是，上述「潛在變項」極有可能呼應了人們始終存在的需求：

對於人我關係的確認與再確認。MSN 作為關係延續線下關係的平台，人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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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因此複製到線上互動場域，或許透過 MSN 的功能設計，隱然顯現在各項

機制當中。於是，透過語文訊息呈現的在場訊息有可能在標誌個人溝通可得性之

外，還作為再現人際關係的「載具」，因此產生同一則訊息卻產生「多義性」的

可能。筆者不認為這完全是科技所致，而是科技讓使用者可以為這項功能增添「關

係」的影響，卻也同時增加了科技的複雜度。 
 
此處結合第二章的理論基礎以及引發研究興趣累積至今的田野資料，初步擬

定了研究問題，主要可分成四個面向。這些面向並非各自獨立，反而緊扣著「人

我關係」與「科技」兩項因素。根據此問題框架，訪談將採取半開放式的對談，

以這四個方向為提示引導受訪者思考，同時也期望他們能激發研究設計之初未能

思考的議題進行討論。 
 

壹、受訪者使用 MSN 的整體情況 
 

這個部份的問題是希望對於受訪者平日使用 MSN 的輪廓有所掌握。筆者認

為，人與科技互動並非在兩端交會之後始產生作用力。也就是說，人不是單純地

進入科技環境當中，架空一切純粹與科技，以及同時在這個場域當中的其他人進

行互動；反而，使用者進入這個場域時也同時承載了外在情境因素，舉凡其使用

MSN 的歷史、使用習性，透過這個平台從事溝通的對象，來自何種關係？關係

的定義是什麼？就 MSN 的情形來說，人我關係並不是始於這個中介的環境，關

係也非止於媒介，反而從線下橫跨至線上，人際關係並非進入 MSN 場域才面臨

考驗。筆者認為，這些背景知識將有助於後續提問的發展，或許也可以從過程當

中推敲出使用者對於 MSN 互動的態度。 
 

貳、使用者運用 MSN 在場訊息的方式 
 

本研究也想了解受訪者通常使用 MSN 在場訊息的習慣。人為什麼挑選某種

特定狀態？何時決定切換狀態？切換狀態的潛在因素為何？筆者希望透過使用

者本身使用的手法進一步得知他們對於這項功能的態度，了解使用者與科技的交

會之後衍生的關係。除此之外，關於使用者如何看待這項功能、在場訊息在他們

的互動經驗裡扮演的角色，也是本研究想探討的。這個部份的討論雖然針對的是

受訪者本身使用方式，筆者認為人們對於這項功能的態度，會形成一個「循環」、

「雙向」的系統；也就是說，使用者看待科技的角度，除了影響他們自己使用行

為，也可能進而塑造其解讀他人使用行為的策略。 
 

參、使用者解讀他人在場訊息的策略 
 

這個部分則從「解讀」的角度出發，首先本研究想知道在場訊息對於人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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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的功能性意義是什麼？這項指標是否對他們來說足以作為判斷溝通適切

性的唯一依據？使用者是否對連絡人名單上的不同對象卻都產生同一套解讀他

們在場訊息方式？假若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們認為影響詮釋的可能因素是什

麼？另外，本研究也將請受訪者舉出他們認為名單上在場訊息使用行為有「異樣」

的連絡人，了解他們的關係屬於何型態？為什麼會覺得對方選用有異？簡單來

說，本部份的提問除了使用者運用的解讀策略，筆者也將請受訪者試圖回憶這種

策略所以成形的原因。 
 

肆、科技特性對於互動形式的影響 
 

本研究反覆提出在場訊息的定義，是讓登入 MSN 之後的使用者可以根據這

項功能判斷欲互動對象是否在線，確認在線之後，對方是不是看起來可以聊天。

然而，所謂的「看起來」卻製造了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來自科技與人相會之

後激發出來的作用力。上一個部份的提問比較偏向探討使用者的認知面，這個部

份則將針對當使用者意識到他人「表徵狀態」(perceived status)與「實際狀態」

(actual status)之間的「斷裂」(rupture)時，當他們必須與任一連絡人展開互動時，

在用來簡易判準他人溝通可得性的在場訊息失去指標性意義後，使用者會發展出

何種應變措施？換句話說，互動過程新生的溝通可得性判斷指標為何？ 
 
筆者認為，使用者不會僅停留於「解讀」的認知階段，當他們必須要採取實

際互動行為時，在場訊息的「工具性意涵」被抽空的特性，或許有可能衍生特殊

互動規則。也就是說，以此為前提下，當使用者必須與其他人互動的時候，人們

或許需要採取一些「補救措施」，藉此彌補工具或許欠缺的功能；這個時候，他

們會如何開啟互動？透過這類的提問設計，本研究希望能夠勾勒出這樣的科技特

性誘發出 MSN 這種電腦中介科技獨有的互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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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MSN Messenger 受訪者招募公告 
 
 
 

 

 

 

 

 

 

 

 

 

 

 

 

 

 

 

 

 

 

 

 

 

各位版友好。 

 

我是政治大學新聞所的學生。 

目前正在進行一項有關 MSN「線上狀態」可能衍生的互動形式的研究。 

希望透過這個版徵求使用 MSN 的版友作為受訪者。 

 

你是否曾經藉由狀態「裝忙」？ 

你的名單上是否有朋友總是「離開」？ 

你每次傳訊息之前會注意一下對方的狀態嗎？ 

或者，已經到了視而不見的境界？ 

 

如果你對於人們藉由狀態「耍心機」感興趣，或者對於這個議題有心得， 

願意與我分享你的經驗（無論是自己的使用經驗，或者跟別人互動的經驗）， 

請回覆到我 ptt 的信箱，謝謝 ☺ 

 

招募時間：04/07~04/23 

訪談的形式可能採取面訪、電話訪問， 

或者，你覺得透過 MSN 訪問更能對此議題有所發揮， 

關於形式的部份，可以再討論。 

感謝協助！ 

也謝謝你／妳花時間讀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