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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法 

 

在我們的研究中，為了要釐清人們如何在批判電視的論述上來理解自身以及

區分出他者，因此我們使用了一些關於主體的理論來建構我們的理解架構，而另

外一方面則找尋了一些關於知識份子以及學術者的文獻來提供我們建構對象的

概念。 

 

二、 深入訪談 

 

在本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方法可分為兩個部分來進行，第一部份著重於資料

的取得上面，在本研究中所欲得到的資料為行動者在談話時所進行的策略，也因

此我們在此直接的捨棄了大量的統計數據以及操作，而直接採用深度訪談的方式

將我們所必須的研究材料直接轉換為文本的形式以利於分析，而轉換為文本說明

了我們並不考慮現實與文本之間的主僕關係：「互動文本之客觀意義之結構，就

分析的角度而言，乃是獨立存在的現實。」（Flick, 2007: 35），或者我們換種說法，

這是一種重構，然而在此現實作為一種產物，研究者才可能對其分析。 

 

而在訪談的形式上，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半結構式訪談方法，其原因在於本研

究的研究要求為一正式然而開放的情境，在結構性訪談中易由研究者本身引導問

題方向，得到研究者所要的結果而非本研究所需要的資料，另一方面則是難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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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細緻且一貫的內容；而在無結構式訪談中則易於流失焦點，成為閒話家常，而

同時必須注意到的，在本研究中重要的正式的場合的營造，則必須倚靠一份嚴謹

同時又開放回應內容的問題大綱；而第三，半結構式訪談同時具備了比較的能

力：「半結構式訪談法的優點在於，始終一致地使用同一份訪談大綱可以讓資料

擁有可資相互比較的共通基礎。」（Flick, 2007: 153）。然而在同時，半結構式訪

談所具備的經濟效益，反而帶出了技術層面上的難題：「一方面，要考量訪談大

綱的介入與研究問題的目的之間的配合問題；另一方面，還得顧及受訪者的陳述

風格。」（Flick, 2007: 151），並且沒有一般的準則可依循，因此必須要依賴研究

者的經驗累積，或者是一些已經存在的訪談技術作為指導原則，來補足半結構性

訪談的模糊問題。 

 

三、 訪談的信度與效度問題 

 

一般來說我們在深度訪談中較容易遇見一個容易受到挑戰的問題，在社會科

學上能夠遇見的兩個核心問題分別是一般化以及是否觸及到真實的兩個問題，這

兩個問題在量化研究中是直接的用信度和效度的方式來處理，當然在質性的研究

中也存在信度和效度的問題，那麼我們針對兩者以及就我們的研究中適當的調整

信效度的作法分別做出討論： 

 

（一） 信度： 

 

Kirk & Miller(1986)討論過三種形式的信度，第一種是 Quixotic reliability，是

用來標定某一種方法能夠連續而且一致地指向相同測量或結果的符合程度（Flick, 

2007：352），而另外兩種分別是歷時以及同時性的信度，歷時信度是用來測量在

時間過程中的穩定性，而同時性的則是在同一時間不同方法得到的一致性。而在

我們的研究中必須要注意的是在詮釋上的問題，由於深入訪談較為注重的是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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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本身的詮釋上是否可信，在 Strauss(1987)提到過一種作法：「檢視開放編碼所

發展出的各項範疇是否能夠用來詮釋其他段落的資料，這樣也可能發揮類似檢核

詮釋信度的功能。」（Flick, 2007: 355），這也是在我們的研究中較為適當的作法，

而必須注意的則是，在質性研究中討論信度主要必須注意的是兩個問題，第一是

要能說清楚資料的來源，清楚的知道陳述是來自於研究對象或是研究者的詮釋，

第二則是對於程序的說明，使得在不同的訪談者或是觀察者的情形下都能夠進行

比較。 

 

（二） 效度 

 

效度的問題不可否認的和量化研究中所具有的邏輯是一致的，也就是研究的

結果是否「真實」，也因此在效度中我們看到三類的主要問題，第一類型錯誤以

及第二類型錯誤，以及第三種則是本身就問了錯誤的問題，然而當然根據問題以

及質性研究上的性質不同，我們對於效度的定義也可能不太一致，而在訪談中本

身所注重的是訪談的結果是否因為某些可能帶來扭曲，而在方法上則是藉由分析

訪談的情境來回應這個問題：「根據 Legewie 的建議，言說者在訪談中的有效性

宣稱必須加以區分…這三類有效性宣稱分別是：「（1）所說的話，其內容是正確

的；（2）所說的話，就言說者所處之社會脈絡而言，乃是合宜的；（3）所說的話，

就言說者自我呈現的意圖而言，乃是真誠的。」。」（Flick, 2007: 358），分析訪談

情境的目的就是要檢視受訪者是否因為情境的因素使得其建構的文本有所偏頗

或不足；而另外還存在一種效度，是要讓研究對象更能夠投入研究過程，也就是

在訪談結束之後並且將訪談轉化為文本之後，「引進溝通有效性確認的作法」

（Flick, 2007: 359），也就是讓研究對象來確認自己的陳述是否為自己本來的本

意，而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對於訪談情境的效度處理會在研究對象那邊說明距

離的條件限制以及正當性情境的建構問題，當然這可能造成的倫理性問題則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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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節當中討論；而最後，在我們的研究中可能容易發生的是是否能夠推論到母體

的問題，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並不是將「人」或「受訪者」視為主體，主體是

一些策略以及規則，而這主體則用來推論空間結構，那麼我們根本不可能在研究

前考慮所謂的「母體」，也必須再次強調的，我們的研究所要推論的並不是所謂

的「全體閱聽人」，而是某些行動邏輯與原則。 

 

 

第二節、 研究架構 

 

 

     

這個圖表所要說明的是一個論述的形成可能，當然，一個對於電視的論述必

然和論述時的場域有關，在表中的場的條件是固定的，然而這種固定的場能夠造

成某些特殊的後果，這代表了行動者可能會對這個條件做出某些特別的反應，而

在這邊作為一種情境的場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分析的對象；然而策略的形成不可缺

少的是一個行動者的自我認同，這包含了行動者對自身位置的理解，同時也包含

了他對於何時身處何方、該做些什麼或不該做些什麼的理解，也就是對邊界以及

場內的認知，而第三則是從行動者所認知自己所擁有的資本；而這些論述不可避

免的來自於行動者的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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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說明的則是，在圖表中的橢圓形以及長方形各自代表的分別是具有客觀

意義與主觀意義的，我們可以看見行動者的生命史以及場域規範以及形成的論

述，這三者本身都具備了不可變動的客觀性質，同時也是外在可記錄可觀察的，

而長方形則代表了存於行動者身體我們不可能透過觀察得知的，包含了自我認同

與認知及其對於場域的理解以及身上所累積的資本，甚至到選擇的策略。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雖然問題是在電視這個字眼上，但在前面的文獻中，很明確的表示了

電視並非是我們的研究對象，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看電視的模式也不是我們所要探

討的，我們真正需要的對象事實上是「理由」，一個行動者如何正當的說明他這

麼去說或是這麼去做的「行動理由」，而一般來說，找理由在於如何對其行動賦

予完整的正當性以及合理性，而在找理由的同時，也為行動者形成一種策略，因

此，我們也可以這麼說，一個行動者由其認知中能夠取得的正當以及合理性，藉

以使其論述正當化的策略為我們研究中最主要的主體。 

 

    然而在此必須考慮到的是研究者本身的介入可能造成的影響，在一個訪談中

兩者的身份對於訪談所形成的力場16必然帶來其影響，因此我們必須納入研究者

本人，作為一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的身份來對於策略形成做考量，

若受訪者已經對於研究者本身或是研究目的有部分的理解，也將可能改寫其全盤

                                                
16 在這邊所述的力場所強調的是一個力量場的運作，身份本身挾帶著權力關係，同時在各種身份

的相遇本身可能帶來不同的力量場與權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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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以及策略形成，也因此，我們必須將對象限定在一個較為正式的情境下17，

也就是在可能性的知識或學術場中，行動者所使用的策略作為研究對象，而當然

必須要關注的，是行動者如何對電視這個主題做論述所形成的那些策略，另外的

研究對象則是策略形成的可能性，包含了行動者的生命史論述以及其自我論述18。 

 

    而我們的研究也因此主要採用立意或是便利抽樣，真正要考慮的是條件的限

制，在上面提到過的，將研究者自身納入條件考量以及正式的場的存在，另外一

方面在前面提到過的，研究者並非研究的主體，主體為其論述，因此在本研究而

我們的研究也因此不太需要考慮抽樣問題，因為事實上論述原則在我們的假設中

並不會受到個人背景的影響，能夠被個人背景和生命史影響到的是個人風格滲透

其中的問題，也因此要考慮的是條件的限制，在上面提到過的，將研究者自身納

入條件考量以及正式的場的存在，因此在本研究中的訪談對象必須與研究者本人

具有一定的距離，受訪者對研究者及研究目的在訪談前都沒有全盤的瞭解，因此

在對象的選擇上，首先必須排除研究者本身熟悉的關係人；而另一個問題則在於

我們的研究性質上「不可能」事先分類或選擇對象的類屬，因為在一般已知的社

會分類上並不存在客觀的學術人的概念，唯一可能的客觀根據是在學歷這個社會

屬性，然而這個屬性可能會嚴重破壞本研究必須理解的自我認同的部分19，也因

此，我們在研究中也只將學歷作為選擇上的方便參考，同時也可以說明了我們的

抽樣實際上為便利或立意抽樣，除了必須考慮的距離限制，也就是我們可以確定

不會在訪談上成為聊天或朋友間的閒聊的距離掌握，而對象的找尋包含直接的參

考學歷或身份以及從朋友口中聽到的案例。 

                                                
17 可以確定的是，訪談的情境本身，以及雙方的身份本身就帶來了正式的意涵在，這是研究者本

身可以控制的問題。 
18 這說明了一個行動者如何談論自身，用論述這個說法意味著行動者在談論自身的同時也必須要

在一個規範性的情形下去討論自身。 
19 當然參考學歷這樣的屬性對於篩選有所幫助，然而他可能會抹煞學歷不高者的策略，例如學歷

不高的人可能會用活到老學到老這樣的策略來反對學歷的正當性，我們必須考量資本低者可就資

本低本身作為一個策略運用的資本藉以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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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目前的設計是八個訪談對象，目前設計為男\女各為四名，而在我

們的研究中已經取得訪談同意的受訪者資料陳列如下，主要需要的身份變項目前

只留下教育程度以及年齡和目前身份，當然教育程度本身就是我們在一個篩選以

及假設上的可能性，所以我們將教育程度至少擷取在大學以後，至少口頭上我們

稱呼大學是在訓練獨立自主的思考方式20，而年齡則是在文獻探討中《童年之死》

所提到的，多少存在的一些對於成熟或不成熟的分類法，也因此年齡多少跟教育

程度有些關連，而最後則是身份，身份是學生或是老師或甚至是其他多少都會帶

來差異，也因此我們運用這三個變項作為主要的分類。 

 

那麼接下來我們將我們的研究對象陳列為表一，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我們在

前面曾經提及過論述原則本身並不會受到個人背景的影響，因為那是空間概念，

是屬於涵蓋性而由個人去掌握的，然而個人必須對這些原則做出個人性的處理，

那麼我們就可以見到，我們所選取的變項，特別是身份和教育程度，都可能對於

個人風格產生影響，因為那些身份與教育程度甚至是年齡都有利於受訪者能夠將

這些背景融入論述當中，在這邊列出這些資料對於我們去掌握原則並沒有幫助，

然而對於我們去掌握每個人的風格而使得風格具有某些原則存在卻具有相當大

的幫助，也就是我們在對於風格做出分析的時候必然的要去參考這些背景資料才

能夠更確切的去掌握受訪者論述當中所具有的主題的性格，也因此我們在表中將

資料都列出以利於在訪談結果分析的閱讀參考，這些資料是屬於輔助性的而非具

有決定性的變項。 

 

                                                
20 當然我們可以考量在大學以下的學歷仍然可能有發展成自主性的思考的可能性，然而我們必須

要注意到一個公認的概念是，在法律上對於「保護」的概念是清晰的，我們可以看見一個最基本

的分界年齡是十八歲，那意味著法律的認定是在這之前的人並沒有負責的必要與能力，不論是刑

事或是民事責任上，在這邊我們不僅將大學的獨立思考納入考量同時也必須考慮到法律的規定本

身所指涉到的是對於青少年並沒有行為能力的說法（當然在這邊我們不考慮他們「事實上」有沒

有這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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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的基本資料 

 

代稱 教育程度 年齡 身份 

小俏 研究所 23 電機資訊學院研究生 

小油 大學電機系畢 23 工程師 

張寶成 研究所 25 研究生 

小經 商學院大學畢 26 待業 

亮亮 大學 20 人文學院大學生 

王老師 教育學院大學畢 27 國中老師 

Yui 歷史研究所畢 27 國中老師 

小玫 圖資研究所 26 研究生 

 

 

第四節、 研究問題大綱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是深入訪談的研究方式，那麼我們不可避免的必須要構

築一個具備指導訪談方向的大綱，根據本研究的目的，我們不可或缺的是以下三

個主要的問題：（1）對於電視選擇的論述，（2）對於他者觀看電視的論述，（3）

受訪者在家庭、電視以及知識上的生命史。我們必須從這三個原則來重構受訪者

認知到其所擁有的資本及其自我認同，從而確認行動者在訪談時所形成的策略與

論述，因此這些問題也成為在我們的訪談中的指導原則；另外，在此必須說明其

問題所要取得的資料或效果。 

 

一、 在日常生活當中個人如何觀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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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包含了兩個方向，行動者如何討論自己選擇電視的行動，包含了看或

不看，看什麼節目，如何去看，這涉及某種程度上個人風格的建構；而另外一個

則是行動者如何解是其論述的正當性，為何看為何不看，為何只看或不看某些節

目，為什麼要這麼觀看，那麼這些論述成為行動者的論述，它本身可能具備利益

或正當性，但這問題的一個原則在於我們將此策略視為真實21，而不論行動者日

常生活究竟如何行動。 

 

二、 對於其他人觀看電視以及電視帶來之影響之看法。 

 

在此問題原則下本研究必須要理解的是行動者所認知的邊界，以及他的區別

策略，由行動者對他人的討論中我們可能得到的是行動者認知中的空間分配，包

含了行動者自身的位置，以及他所討論的他人的位置，如此我們才可能確認其策

略的可能性。 

 

三、 關於個人的歷史以及看電視的看法的轉折。 

 

在這個問題中我們可能將焦點導向行動者的初始經驗，以及行動者在生命中

可能累積的各種型式的資本 － 必須要注意的是這同時也是限制，我們必須由行

動者認知的其所累積的資本及限制22，我們才可能理解其自我認同以及論述的形

成因素。 

 

 

                                                
21 在這邊我們所謂的真實為其客觀性，一旦行動者根據某些原則而做出論述，這種論述行動即具

有客觀性的意義在，不論其個人是否有修養、「真正」認知到某些事情或者是他根本就是說謊，

然而都意味著這樣的論述具備正當性，並且也被客觀的紀錄下來。 
22 關於受訪者自己可能完全且真實的呈現或表露這樣的提問，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的自然性恰

好可能與這樣的提問相反，應該將我們的問題轉變為，受訪者可能理解到對方的意圖而照著標準

答案回答問題嗎？受訪者本身不可能全知全能，但是我們假定了，至少在一些情境當中他知道該

說些什麼是比較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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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倫理 

 

 

    在本研究中，由於在研究設計上使用深入訪談，必然的將觸及到一定程度上

的倫理問題，可能的有欺騙或是受訪者資料的不當使用，當然可能有更甚者。而

在深入訪談中，我們不能單純將之視為交易或交換的過程，在本研究的設計上，

將研究者自身列入研究考量範圍內，不只說明了訪談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情境，一

種特殊的情境；在這個前提下，除了將考慮研究者自身可能影響的結果，更應該

注意的是在研究的情境下是否可能帶來倫理問題，除了可能性的在性質上的不道

德更有可能對受訪者帶來傷害，或是之後的長久影響。 

 

    因此，除了在研究設計上某些不可告知的研究目的之外（否則將可能對本研

究帶來巨大的影響），在整個研究中，我們應該要遵循適當的倫理性規範，在

Ruane(2005)所提及的研究倫理當中，適用於本研究的原則主要有三項：對受訪者

權益的保護，自願且知情，尊重其隱私。在以下將概述此三項原則以及與本研究

的關連性，以便在遵照原則的情況下得到較佳的研究效果。 

 

一、 對受訪者權益的保護：此唯一無害性原則，必須保護受訪者在研究中身

心並不因此研究受到傷害，此外，受訪者的資料也是必須匿名的。而在 Ruane(2005)

提及可能的處理方法是，在研究後給予解說以及回饋，在本研究中為維護受訪者

在回應的自然性，因此研究目的不給予事先告知的情況下，可能帶來欺騙的道德

問題，而在訪談後給予受訪者全盤的理解以及詢問資料的可否使用事在本研究中

的解決方法。 

 

二、 知情權和自願原則：此原則說的是人們擁有自主決定是否參與一個研究

的權利，同時還意味著參與者可隨時退出；當然，研究者不可用強迫或欺騙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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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來使人們參與研究，而在此原則中又包含了四個要素：資格能力、志願、資訊

充分以及理解能力。在本研究中，較可能觸及的問題是資訊充分的問題，由訪談

後的完整告知解決此問題。 

 

三、 尊重隱私：此原則所說的是個人對於個人資訊的隱私權，而在當中主要

又有兩點是必須注意到的，第一個是資訊的敏感性，個人資訊可能有著潛在的危

險，因此若涉及危險，可以匿名方式處理，當然也包含可推論身份的必要資訊；

第二則是在研究成果的公開上，必須考量當中所有的資訊是否可能洩漏身份，而

在本研究中亦然。 

 

 

第六節、 敘述分析 

 

 

    在本研究中對於訪談後的文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是敘述分析，其進行概念為

「將待詮釋的個別語句視為整個述說的一部份，然後再予以分析詮釋。」（Flick, 

2007: 323）
23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不可忽略的是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

這樣的詮釋方法說明了只有在整體的狀態下我們才可能理解個別語句，同時也強

調了在整體脈絡中的重建。 

 

    而在 Bruner(1987）的觀點上，則將生命史本身視為社會的建構，那麼，分析

敘述資料的目的就不是在強調事件發生的重建本身的真實性，而是在於事件建構

的歷程，這與我們的研究邏輯上本身是一致的，在我們的研究中不可避免的是必

須去詮釋其場域可能造成的述說的建構，而在 Bude(1984)的定義上，述說的呈現

                                                
23 在這邊我們將 Flick 的語句詮釋為，個別語句的生產必然與整體一貫的邏輯有著內在性的關

連，也就是說我們無法將個別語句視為一個獨立的個體，他必須在整體邏輯下才能夠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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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包含了主體與社會的建構。 

 

    而在分析的步驟上，Schütze(1983)則列出了一套敘述訪談的分析步驟，主要

分為四個步驟： 

 

1、 先排除掉文本中非敘述性的段落，然後，再將這些經精鍊過的述說文本，切

割成不同的段落。 

 

2、 分段過後，針對文本內容做結構描述，清楚說明每一段的述說內容。 

 

3、 抽象化分析，也就是將上述的分析予以抽象化和概念化。 

 

4、 分析的最後一個步驟為個案比較。（引自 Flick, 2007: 324） 

 

當然，這是敘述分析當中其中的一個指導方法，在敘述分析當中還存在許多

分析的方式，這是一種能夠幫助我們的分析工具，使得我們的研究能夠具備較為

系統化以及具有信度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