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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由於過去的研究缺乏對於台灣企業部落格整體經營概況的研究，因此本研

究希望以第一手資料為基礎，從品牌觀點對於台灣企業部落格進行探索性

的研究。部落格是一種網頁的格式，同時也有觀察類目的理論文獻

Huizingh(2000)，過去對於網站的研究如：「台灣房屋仲介網站服務功能之分析」

（黃宏原,2004）、「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網站內容分析」（蘇昭明,2005）也證實

內容研究確實可以提供網站內容的分析，提供某一產業或類型的網站概

況，因此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進行研究，本章將先介紹內容分析法之定

義、用途及程序，以及其研究限制。之後則依照內容分析法的研究階段，

說明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執行方法，最後進行信度的檢驗。 

第一節 內容分析法 

一、內容分析法的定義 

內容分析法主要用於社會科學研究，Berelson(1952)認為「內容分析是對於

明顯的傳播內容，做客觀而有系統的量化，並加以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

Budd(1967)將之定義為「內容分析法是適合分析和處理訊息內容的一種系

統性技術。」Holsti(1969)認為「內容分析法是對訊息特徵依照系統的分類

原則，將資訊變成可供比較的摘要。」。 

Berelson(1952)強調內容分析研究必須具備客觀性、系統性和定量性。客觀

性是指進行研究時必須有一套規則引導，這套規則必須含意明確，界限、

條理清楚，將個人主觀立場降到最低。系統性是內容和類目的採用或捨

棄，必須符合始終一致的法則。定量性是分析內容可按規則對擬定之類目

與分析單位加以計量，用數字比較符號文字出現的字數，以達到標準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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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是一種研究技術，可據此從資料做出可複製而有效的的推論而及

於其背景內涵。從研究工具來說，內容分析是處理科學資料的專門化過

程，旨在提供知識，表明事實。 

二、分析程序 

Krippendorff（1980）認為內容分析的研究包括蒐集資料、濃縮資料(data 

reduction)、推論和分析等階段，蒐集資料則包括單位化(unitization)、抽樣

(sampling)、登錄(recording)等。Wimmer 和 Dominick(1983)整理學者對於內容分析

的研究程序，共整理出十個步驟，其後雖有部分學者認為可以合併，並不一定

必須依照該研究順序，但其研究仍不脫下列 10 步驟：1.形成研究問題或假設。

2.界定母群體。3.抽取樣本。4.建構類目。5.界定分析單位。6.建立量化系統。

7.執行預測，建立信度。8.依照定義，將內容編碼。9.分析資料。10.下結論並解

釋。本研究為求慎重，在測試信度後，根據編碼內容，再進行信度檢驗。 

三、用途及限制 

內容分析法的研究範圍包括比較傳播媒介、瞭解傳播者的特徵與企圖、探究傳

播的內容、偵測資料宣傳成分、以及預測溝通內容的趨勢。內容分析法最重要

的用途勢將內容與非變數連結起來的一種研究設計。(江嘉瑜,2001) 

瑞典內容分析家 Lagerberg（1975）提出內容分析的問題有七，為進行研究時的

限制。分別為：1.實證問題：建立內容與事實之關係的問題。2.造句法問題：尋

找足夠登錄單位的問題。3.實質問題：決定單位與所指涉是否相符的問題。4.

完整性問題：內容的哪部分該是研究對象或予以割捨。5.調和問題：要分析的

現象和資料可得性是否有矛盾。6.語意問題：登錄單位的意義是否有多種。7.

重要性問題：有些不常出現內容特質對分析變項有決定性的影響。(王石番,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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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 

一、界定問題 

部落格從 2003 年後開始盛行，距今不過數年，台灣則到 2005 年後開始影

響主流媒體，成長快速，但台灣區以個人部落格為主，企業至今投入有限，

本研究欲以品牌觀點比較台灣個人部落格與企業部落格的內容差異，從而

提供台灣企業部落格未來經營和發展的建議。 

二、界定母群體與抽樣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網站為主，研究對象除了由 BSP( blog service provider)業

者提供空間和技術架設的部落格，也包括擁有獨立網址，利用架設部落格

軟體自行架設之部落格。 

部落格文章必須以正體中文發佈，網頁編碼為 Big5，若部落格文章以簡體

中文發佈，則排除於母體範圍外。本研究之母體為台灣地區企業與個人部

落格。企業之部落格為企業或企業代表所架設，個人以企業名義架設之部

落格，則排除在企業部落格的範圍。 

企業部落格利用於部落格搜尋引擎：Technorati(http://technorati.com/)、

Google Blog Search(http://www.google.com/blogsearch)、Yahoo 奇摩部落格

搜尋，以「企業」及「公司」兩個關鍵字搜尋，同時也在台灣主要的 BSP

的網站：無名小站、樂多、天空部落格、Xuite，以及「部落格觀察」部落

格以此關鍵字進行搜尋，扣除非台灣區、非繁體中文、非企業的部落格，

以及重複的部落格，最後共計有 179 筆可用資料，以便利抽樣的方式抽取

100 筆資料進行研究。 

個人部落格兩種，一種為非私秘性的個人部落格，成功在部落格建立品

牌，並以此獲利，包括演講、授課、出版著作等為標準，如「洋蔥頭酷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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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由部落客 Ethan 創造「洋蔥頭」這個漫畫人物，提供 msn 表情和手機桌布

等各種下載，並成功商業化，開始授權商品並發展周邊產品銷售。另一種

為既存的個人知名品牌，有意識的建立個人品牌價值與影響力，如政治人

物部落格，明星部落格都包含在內。本研究利用「部落格觀察」個人部落

格排行、無名小站、樂多、天空部落格、Xuite、Yahoo 奇摩部落格人氣部

落格篩選個人部落格。個人部落格以便利抽樣的方式，共計抽取 60 個樣

本。合計共有 160 筆資料進行內容分析。 

三、分析類目與單位 

(一)分析類目 

類目(Category)就是內容的分類(classification)，類目訂定必須周延而明確，

並適合研究問題與內容。Budd（1967）認為建構類目的三要件為適宜性

(appropriate)、 完整性(exhaustive)和互斥(mutually exclusive)。Holsti(1969)

提出建構類目必須反應研究目的、單一分類原則、完整性、互斥、獨立性

等五項原則。Stemple(1981)則主張建構類目必須湖和研究目的、功能性、

可操縱性三個原則。 

（二）分析單位 

Holsti(1969)將常用的紀錄單位分為單字或符號(single word or symbol)、語幹

(theme)、人物(character)、句子或段落（sentence or paragraph）、件數（item）

和時空單位，本研究以內容的語幹作為主要的判斷單位。為求符合研究目

的，部分元素進一步要求編碼員進行件數的觀察，以利研究分析。 

（三）建立分析類目 

由於目前的網站內容分析都以 Web1.0 的網站為研究對象，本研究參考

Huizingh(2000)對於商業網站的研究和網站分類標準，將內容和設計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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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重要的特徵，來比較網站之間的優劣，網站內容的特性分為：(1)「資

訊」包含商業資訊和非商業資訊。商業資訊又分為公司背景資訊、產品資

訊，另外還有一些公司藉由網站提供資訊或提供連結到對消費者有用的資

訊，來增進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2)「交易」包含提議的請求和直接訂

購 (3)「娛樂」Web 作為一個溝通媒體，可提供動畫、視訊、音訊。因此

Web 應提供兼具教育及娛樂功能的內容。也就是說，應該同時提供資訊和

娛樂給予網站的消費者，如圖片、遊戲、和視訊影片等。至於設計部分，

Huizingh (2000) 認為可分為：特色、感知二項。特色包括：網站瀏覽結

構、搜尋功能、內容保護，感知部分包括：瀏覽結構的品質、圖像或影像、

呈現風格(林彣珊&李世華,2006)。配合 Aaker(2000)對於網路建立品牌權益

的重點，以及部落格的特性，將部落格內容檢視的項目定為：創造正面的

經驗、品牌支援、互動與服務三大項，其下共分為 10 種類目，類目下共

有 32 項分析元素。並依此檢驗觀察的部落格，觀察表格請見附錄一： 

1. 創造正面的經驗 

其分析類目有：完整的資訊、產品銷售資訊、娛樂或社交等三項，各項中

所細分的分析元素如下所列，總共有 8 個分析元素： 

(1) 完整的資訊：單位(公司或個人)介紹、聯絡方式 

單位介紹：包括了公司或個人的介紹，以其內容完整性分為簡單與詳

細兩類，若僅介紹成立時間、營業項目等資訊，則歸類為簡單。如能

進一步討論成立宗旨、經營理念、品牌精神等內容，則歸類為詳細；

聯絡方式：包括地址、電話、電子郵件等能與公司取得聯繫的資訊。 

(2) 產品銷售資訊：銷售據點、購買方式、線上訂購 

該部落格是否提供產品或服務販售的實體銷售據點；或者提供其他購

買方式，如 ATM 轉帳、劃撥等購買方式；或者直接提供在部落格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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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線上訂購產品的電子商務服務。 

(3) 娛樂或社交：影片、遊戲、下載 

部落格中是否提供影片、遊戲、或者其他可供下載的檔案。 

2. 品牌支援 

其分析類目有：企業形象與品牌識別、產品銷售資訊、促銷、訊息提供、網

站連結等五項，各項中所細分的分析元素如下所列，總共有 17 個分析元素： 

(1) 品牌形象與識別：識別 logo、活動訊息、相關新聞報導、報導則數、

贊助活動訊息。 

識別 logo 觀察是否在部落格中有明確的品牌識別標誌（logo）；活動訊

息提供公司或個人近期的概況，例如公司地址遷移等訊息；新聞報導

是企業或個人接受媒體訪問的內容引用，例如部落格達人查理王經常

接受媒體訪問，其部落格中會收錄這些報導；贊助活動不僅包括企業

或個人出資支援某一個活動，也包括了公益活動廣告的串連，以部落

格空間可以做為廣告展示的用途而言，部落客提供公益訊息的 banner

連結，也是一種贊助活動，並具有提升品牌形象的功能。 

(2) 產品屬性資訊：是否有產品 logo、產品種類、產品功能特色說明、

產品展示圖檔、產品價格 

若有多個產品線，則產品可能有獨立的識別標誌；產品種類有實體或

服務之別；部落格對於產品功能特色有無說明，說明是簡單描述用途，

還是詳盡介紹各種功能、材質、用途、優點、使用方式，是否有展示

產品圖檔以及標示產品價格。 

(3) 促銷：促銷活動、展示或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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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包括折扣、抽獎、贈品等各種促銷活動；是否有參加展覽或說

明會等活動。 

(4) 訊息提供：產品知識、議題發佈 

關於產品使用、設計、性能的相關文章發佈，以通用汽車「快車道」

部落格，討論某車款的設計理念、開發流程等議題屬於產品知識，議

題發佈則是產品以外，例如汽車產業對於新能源利用、未來車發展等。 

(5) 網站連結：相關網站連結、是否有串連部落格、串連的部落格數量 

使否有提供一般網站的連結；是否有連結其他部落格；串連部落格的

數量。 

3. 互動及服務 

其分析類目有：互動功能、使用紀錄二項，各項中所細分的分析元素如下

所列，總共有 7 個分析元素： 

(1) 互動功能：RSS 訂閱、回應功能是否具備、網友是否使用回應功能、

管理者是否回應意見、是否被引用 

是否提供 RSS 訂閱功能、部落格是否提供回應功能、部落格訪客

有無使用該功能、部落格管理人是否針對訪客的意見提出回覆、部

落格的文章是否有訪客引用到自己的部落格。 

(2) 使用紀錄：是否有點閱人次紀錄，部落格點閱人次、近三個月發表

的文章數量 

部落是否有紀錄點閱人次的功能；有多少點閱人次；近三個月發表

共有多少文章發佈在部落格上 

由編碼員依照上述的標準，經由閱讀部落格內容，依內容所呈現的語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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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數為分析單位，將其依屬性歸納分類於 32 項元素下，然後再進行分析。 

四、信度分析 

本研究為確保研究的信度，再進行正式編碼前，先對編碼員進行訓練，讓

編碼員充分瞭解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類目。並從樣本中

隨機挑出 10 家網站為測試標的，交由編碼員進行編碼，預測信度。 

本研究共計 10 種類目，32 項分析元素，160 個部落格，5120 個觀察元素，

有 4 名研究員進行編碼，每個研究員編碼 80 個部落格，每個部落格有兩

名研究員進行內容觀察其差異由第三名研究員判定。 

(一)相互同意度分析 

由兩位編碼者的編碼結果，計算相互同意度，其相互同意度的公式如下： 

兩人相互同意度=2M/(N1+N2) 

M：為兩人間編碼結果為完全同意的數目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數目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數目 

 

(二)信度分析： 

經由計算相互同意度後，再根據得到的相互同意數求算信度係數，格柏那

1966 年的研究中設立文化指標設立 0.80 為信度係數標(轉引自王石

番,1989) 

信度＝ 

 

 

n * (平均相互同意度) 

 

1+[(n-1)*平均相互同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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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預測 

 N1 N2 N3 

N4 0.74 0.82 0.827 

N3 0.817 0.80 

N2 0.82  

 

平均相互同意度=(0.74+0.82+0.83+0.82+0.80+0.82)/6=0.805 

套用信度公式，得到預測信度 0.94，符合格柏那文化指標信度達 0.80 的

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