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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藉由 Gregory 所提出之「權力之眼」一圖，我已明確指出 Lefebvre 之空間架

構與本研究之問題意識的貼近性，亦即，本研究試圖處理的前三個研究問題，與

Lefebvre 所提出之空間三元辯證架構之三向度有密切關連。然而 Lefebvre 之架構

所指引的乃是分析的面向與資料蒐集的範疇，在可具體落實的研究方法層次，則

必須仰賴其他工具性的方法概念。因此，這一章節將進行的乃是具體研究場域的

界定，說明研究問題所需採用的方法與資料蒐集來源，隨後則藉研究方法的介紹

來說明選擇的原因，最後則是本文的研究流程說明。 

壹、研究場域界定 

 本研究的關注焦點是夜店的空間生產，而研究場域置於信義計畫區。原本信

義計畫區是聯勤四十四兵工廠所在地，後來為興建國民住宅，兵工廠被遷移至他

處；1976 年林洋港市長任內，為因應台北市西區商業區過度飽和的狀態，原將

信義計畫區的發展定位為兼具「文化」與「經濟」兩項功能的地區，到了李登輝

任台北市長的年代，則轉變為以具備市政中心、住宅、商業等功能為發展的發展

藍圖；1980 年由 KMG 建築事務所所提出的「台北市信義計畫都市設計研究」，

在區域範圍內的土地進行重劃，實施容積管制，並以超大街廓的形式進行整體開

發，奠定了信義計畫區的主要發展基礎（鄧經弘，2006）。如【圖三】所示，其

範圍北起忠孝東路，西以基隆路為界，東至松德路，南止於信義路五段 150 巷

14 弄，總面積約為一百四十三公頃。 

進一步聚焦在本文關注的夜店，根據坊間以「夜店」為專題的娛樂雜誌、夜

店資訊網站「愛派網」（網址：http://www.ipa.tw/uwish/index.phtml），以及我的實

地查訪，26發現構成信義計畫區夜間地景的夜店共 10 家，如【圖四】所示。值得

一提的是，由【圖四】可發現，信義計畫區的夜間地景多鄰近信義計畫區的消費

景觀如影城、百貨公司等，此等經驗現象可說是增強了我在接下來的分析中探索

夜間地景與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之互動關係的興趣及信心。 

 

                                                 
26 我原本企圖從財政部網站查詢營利事業登記資料進行地毯式搜尋，然一方面財政部並無依營業

項目查詢店家的檢索功能，另方面經查後則發現各家夜店登記營業項目各有不同，此舉反而易造

成誤差；因此採用現有大眾媒體與個人訪查經驗交叉比對，得出這些店家，應無遺漏。必須說明

的是，此舉雖依舊無法消除可能出現遺漏的疑慮，然而這同時說明了倘若有遺漏的店家，這些被

遺漏者竟被大眾媒體給排除在信義計畫區之外，因而彷彿不屬於信義計畫區的情況，值得進一步

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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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信義計畫區範圍圖 

資料來源：《臺北市信義計畫區大眾運輸路線規劃之研究》（pp. 1-4），吳秀玲，

2001，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論文。 

  

 

圖四、信義計畫區夜店分佈（改繪自吳秀玲[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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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方法採擇與資料蒐集 

研究問題本身實已間接指引了研究方法的選擇。本研究首先考量到信義區的

區域發展與具體建設一方面有其特殊的脈絡，一方面其實際的地景呈現牽涉了空

間象徵意涵的生產，而夜店地景內部亦有相似的運作邏輯；再者，夜店消費者的

個人經驗與身體實踐各有不同，同時亦必須顧及其消費實踐的脈絡性意涵，最後

並考量到研究者自身的時間與經濟負擔，多方考量下，本研究主要採納三種研究

方法交互使用。肇因於本文欲處理的三個主要研究問題皆牽涉到一種以上的研究

方法，因此底下將以個別研究問題為主，次第說明我將採用何種研究方法，以及

資料的蒐集來源。 

一、夜店之外：信義區地景 

具體而言，本文的三個研究問題可以依 Lefebvre 的三元架構，分為三個面

向。在第一個研究問題中，我所關注的焦點乃是「地景」的問題：簡要地說，分

析地景的生產，可分為具體的建設層次與抽象的象徵層次，而具體建設部分則又

仰賴官方制訂的信義計畫區發展計畫。本研究認為，在處理信義區整體地景的面

向時，政經力量乃空間生產過程當中的重要環節，因此我將由次級文獻資料著

手，分析官方在都市計畫方面的治理思維，以及資本力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資料來源即信義計畫區都市發展計畫，及以都市計畫為分析主題的相關文獻。

同時，我亦將對信義區整體地景進行實地田野訪查，針對具體的地景建設對其空

間意涵進行文化分析。 

二、夜店之內：空間經驗的設置 

 在指出信義計畫區地景的政經主導力量之後，不應想當然爾的認為主導力量

直接決定了夜間地景的構成，因此，在處理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之前，所要探討

的是夜間地景與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即，信義計畫區整體地

景的生產是否影響了夜店營業者的地點選擇？這裡關注的焦點在於，如果有影

響，那麼產生影響的是哪一地景元素？如果沒有，那為何信義區的夜店皆聚集於

此？ 

理解了夜間地景與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的關連之後，我將要進一步觀察夜間

地景所呈現的文化形式，亦即觀察其區位以及其呈現在公共空間中的外觀蘊含什

麼樣的特質。 

進一步的，本研究要處理夜店內部空間的設置。以店家為單位，這一部份所

要分析的空間元素包含了音樂、裝潢，以及其他具體設置（包含了舞池、吧臺、

包廂設置等）。如同第一部份的分析策略乃在信義計畫區的區域層次上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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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bvre 的空間邏輯，視空間本身作為一種再現的思維進行分析，這裡則將空間

尺度限縮到夜店的層次，進行其文化形式的探究。就此而言，在這一部份我將要

採取的研究方法乃藉由訪談夜店經營者來呈現夜店在經濟與文化層面的經營邏

輯，另方面也將以實地觀察作為輔助，對其空間的再現進行描繪與分析。針對夜

店經營者的訪談模式將是非結構性質的訪談，希望藉由引導性的交談，從受訪者

處得到豐富而詳盡的資料，萃取可以作為分析的素材（嚴祥鸞，1996）；而實地

觀察的部分則用以補足訪談資料的不足。 

三、失落的環節：空間消費經驗 

 以 Lefebvre 的理論為基礎，本文強調全面性地關照空間的生產必須包含消費

者所參與的部分，因此在這第三部分當中，我將把空間尺度放在身體的層次，藉

由參與觀察的方式，探究夜店消費者如何參與空間的生產。具體而言，對於身體

的關注可以分為兩個層次，一則是舞動的姿態，一則是服裝衣著的呈現。前文已

述及，Lefebvre 認為個體仍可透過「嘉年華」此等創造空間的實踐過程生產「差

異空間」，以抵抗被政治經濟力量宰制的空間，我認為，這樣的思維立場一方面

承認了個體的主動性，另方面亦關照了結構性的力量，換言之，個體的主動性並

非沒有限制，他們是在既有的社會條件下運用自身的能力；循此思維，我將要探

問的是，消費者所參與生產的是什麼空間？ 

前文已述及 Gregory 認為 Lefebvre 之空間三元架構乃分別指稱官方、專家、

常民三者的互動，而互動的基礎乃是論述與實踐，而論述與實踐之間亦相輔相

成，互為彼此的限制與資源；前二部分已循此思維試圖在論述與互動層次分別進

行分析，而在這一部份，除了觀察身體實踐之外，同樣地我將對消者進行訪談，

探究其對夜店的想像為何。必須說明的是，消費實踐作為一種手段，其結果可以

是多面向的（如消費認同之確認／轉換等），然本文將關心焦點置於他們如何生

產空間的意涵，這其中又可分為兩個層次：第一是「夜店外」的，即消費者的實

踐行為替整體夜店形象製造了何種空間觀感；第二則是「夜店內」的，亦即，我

試圖在分析當中指出消費者的身體實踐將會造成夜店間的類別分化（如優雅或性

感等形容，或甚至是直白的高低級區分）。 

綜合言之，我認為政經力量、夜店經營者、夜店消費者這三者乃環環相扣，

儘管其力道有別，但確實呈現彼此相互影響的關係，而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指出這

三者間的關係。 

參、方法概述 

準此，我已交代在接下來的經驗分析中將交叉使用二種研究方法：「偽文本」

分析（pseudo text analysis; Gottdiener & Lagopoulos, 1986／吳瓊芬、陳章瑞、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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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森譯，2002）、深度訪談，以及參與觀察；這三種研究方法皆為質性研究取

向。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迥異於強調精確的量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主張立基於自然情境，直接對社會現象進行觀察；由於質性研究與

量化研究架構於不同的哲學體系下，形成兩者在認識論上的顯著差異，前者主張

將資料的取得視為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互為主體性的結果，因此研究者是研究

過程中重要的一環（Strauss & Corbin, 1990／徐宗國譯，1997；Babbie, 1995／李美

華、孔祥明、王廷玉、林嘉娟、黃玉枝、陳雅潔等譯，1998）。質性研究方法種

類繁多，包括田野觀察（field observation）、深度訪談（in-depth interviews）等等，

皆主張將現象置於自然情境的脈絡加以討論，藉此觀察研究對象如何與周邊環境

互動、如何連結經驗與社會情境，以對現象做出全觀性的了解。 

一、「偽文本」分析：空間的象徵意涵 

這一部份的分析主要奠基於 Gottdiener 與 Lagopoulos（1986／吳瓊芬等譯，

2002）的說法，他們認為空間除了由符號過程所產生之外，也由非符號（符號外）

過程所生產，而針對空間的分析則必須將符號過程與非符號過程的分析加以接

合，即所謂的「偽文本」分析。就此而言，採用偽文本分析的資料範疇分為兩個

部分：一是符號層次，乃針對夜店內部以及外部的空間所呈現的論述型構進行分

析；二則是非符號的層次，即針對次級文獻資料以及媒體文本所表徵的政治過程

進行分析。在這一部份當中，討論的焦點乃是官方都市計畫當中所隱含的意識型

態（或者，治理思維），以及政經力量所欲呈現的信義計畫區想像。27 

在對空間的符號性分析方面，以 Gottdiener 與 Lagopoulos 所提出的社會符號

學架構為基礎，28所要進行的乃是夜店外部—信義計畫區整體地景與夜間地景—

                                                 
27 就此而言，前一部份對夜店經營者的訪談資料分析，即針對夜店空間內部形成的非符號過程分

析。值得一提的是，Gottdiener 與 Lagopoulos 對空間生產的想像並不如 Lefebvre 那般全面，

亦即其未考量到身體尺度的層次；雖然如此，我認為，若在其理論思考上引入身體尺度這一環節，

似不與其原本理論產生衝突，而倘若如此，本文欲探究空間生產的整套研究方法皆可被包裹於所

謂偽文本的概念之中。然而，考量一方面為保留 Gottdiener 與 Lagopoulos 其理論概念對空間

中符號面向的強調，另方面在本文接下來的分析當中將會走的比偽文本分析更遠，因而僅將其視

為研究方法的一個環節，獨立於其他方法而個別呈現。 
28 Gottdiener 與 Lagopoulos （1986／吳瓊芬等譯，2002：520）將空間視為社會符號學的分析

主題，提出了一個城市符號的分解架構： 

 

 

＝ ＝ 

非符碼化的意識型態 

空間中物質性的對象 

形態學的元素 

在空間中物質化、符碼化的意識型態 
＝

實體 

形式 

形式 

實體 

表現 符徵 

符旨 內容 

 
在這一架構中，空間的「表現」與「內容」即所謂「符旨」與「符徵」，其進一步各又分為兩個

層次，這使得實質空間可以根據用以解構符碼意識型態的符號學邏輯加以解釋。詳參看

Gottdiener 與 Lagopoulos （1986／吳瓊芬等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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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觀呈現的分析；而在夜店內部則同樣從空間呈現進行探討。必須說明的是，

這一部份當中，我認為消費者之身體實踐亦為夜店中客觀的符號對象之一（其作

為消費者主動實踐則以觀察訪談方式處理），因此也將視其為文本進行探究。 

空間被建構為一種論述，它的言語也要為權力服務（夏鑄九，1992）。就此

而言，針對空間進行符號分析以指出其意識型態，此種類同於 Barthes 神話學式

的作法尚不足以解釋夜店空間與政經力量的互動關係，因其可能一方面陷入了夜

店空間必然被政經力量收編的 Althusser 式決定論思維，另方面則又可能落入「作

者已死」之無限上綱邏輯（即政經力量形塑之地景與夜店空間之型構過程毫無關

連）。因為在前一章節關於 Lefebvre 的理論回顧已經指出，面對政經結構的威壓

（根據「權力之眼」，其以監視為手段），常民未必回以正面反抗，反多出之以適

應為回應政經力量的手段，此即意謂了常民之行動乃受一定程度的脈絡限制，因

此上述兩種可能性實乃在分析上應避免落入的陷阱。準此，我將採 Foucault 的觀

點，29首先視空間的符號呈現為一種「真理政權」（regime of truth），進一步的在

此基礎上，觀察夜店內外空間透過何種論述機制的作用而造就了「生產性權力」

（bio-power）得以施行的可能。藉由 Foucault 的觀點進行分析，一方面規避了可

能的分析困境，另方面也為之後將進行的異質空間討論提供了基礎。 

而在次級文獻資料方面，這一部份的資料分析主要在於理解信義計畫區的歷

史脈絡與政經力量所造成的影響；藉由次級資料的耙梳，我將試圖指出信義計畫

區發展過程中的官方治理思維與重要轉折。 

二、參與觀察：脈絡的描繪 

 針對空間進行觀察分析時，研究者從來就不可能會如局外人般完全地旁觀；

就此而言，研究者向來就是參與在其中的觀察者，因而前述偽文本分析已經涉及

了參與觀察法。然而，引 Foucault 作為方法採擇的立論基礎，最終則可能導致空

間中的主體被描述為主體性被剝奪的、受到權力規訓的個體。然而，我所抱持的

「消費作為一種文化實踐」之研究立場，其亦奠基於 Lefebvre 的理論思維，認為

消費者亦參與了空間的生產，基本上這已預設消費者具有某種程度的主體性，而

這一部份將採取的參與觀察法即意指對消費實踐過程的實地觀察。因此，在本文

當中，Foucault 式的空間分析僅確保了權力施行的可能性，但並不就此意味消費

者僅僅是受到空間的規訓而已。而在消費者之主體性方面，de Certeau 的思考則

足資作為我們重新賦予消費者主動位階的資源，同時也是我採用參與觀察法和深

度訪談法的立論基礎。 

                                                 
29 一般咸認 Foucault 乃是一位難以歸類的學者，其學術生涯的不同階段展現了不同的研究立場

與理論關懷，可依時間序列及其方法論差異，粗略分為考古學時期、系譜學時期、倫理學時期

（Ritzer,1997／謝立中譯，2003）。本文在空間形式的分析部分主要採納其系譜學時期所關注的

規訓機制，而批判論述分析所憑藉的 Foucault 理論思維則很明顯是考古學時期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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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必須說明，運用 Foucault 的理論思維對空間進行分析，主要是奠基於

Lefebvre 的空間分析架構而行之，而 Lefebvre 的空間分析架構乃是其「日常生

活」理論關注的延伸（Highmore, 2004／周群英譯，2005: 202）。正是在這一點上，

開啟了接下來運用 de Certeau 思維與之進行對話的空間。de Certeau（1984: 

xiii-xiv）曾自言：「我的理論目標假設…使用者即席使用當道文化與經濟提供的無

限手段，改造他們的用品以滿足他們的利益和規則。」而「使用者」或稱「消費

者」的利益和規則指的則是其推演理論時所根據的「經濟」原則：「以最小的力

量獲致最大的效果。」（de Certeau, 1984: 82）。 

大體上，de Certeau 肯定 Foucault 對於權力與現代性的討論：注意權力在日

常生活層次的微觀運作。但 de Certeau 認為 Foucault 想要建立一種規訓的系譜

學，而他自己則想要探討「反－規訓」，也就是一些屬於沉默的、未被承認的抵

抗形式（Gardiner, 2000: 165-168；轉引自盧嵐蘭, 2005: 94），換言之，de Certeau 

重視的乃是能動性的議題。 

 de Certeau（1984）認為，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消費活動，都具有「戰術」

性質。戰術的目的在使弱者獲得變成宛如強者的可能性，在弱者無法直接挑戰或

對抗的既存權力結構底下，替弱者取得各種可能的機會和好處（Highmore, 2004

／周群英譯，2005: 218）。對弱者而言，這些權力操作並無定則，不宜規則化或

形式化，弱者必須擅用自己隱微的處境，視情況而機動地對應。日常生活中，消

費者以「漫遊」或非形式化的實踐去從事「生產」，雖然這些實踐最終仍需運用

精英階級提供的語彙和資源，但它們被採用的實際形式已反映出消費者另有圖謀

的其他利益與欲望，所以並未受到系統的決定或掌握（盧嵐蘭，2005: 100；de 

Certeau, 1984: xvii）。這種創造性挪用或非決定性使用的過程，代表一種消費者

的改寫、再製，它將原本商品中所帶有的象徵性與物質性素材，轉變成不同的其

他東西。因此，消費並沒有完全受到生產的制約或決定，前者本身就是一種生產

過程，它可以跳脫原設計者的企圖，重構產品之功能和價值，所以消費的意義並

非命定的。就如 de Certeau（1984, xvii；轉引自盧嵐蘭，2005: 97）所言：「消費

的戰術就是弱者聰明地利用強者，因而引導出日常生活的政治向度」。然而必須

說明的是，de Certeau 的說法仍僅是保障了消費者的主動性可能，並非意味了消

費者必然不順從夜店當中的空間編派。 

回到主題，為求能挖掘現象並探究其中的深度意義，本文聚焦於夜店空間的

生產，空間生產的過程既發生於社會，同時社會作為人所處的一種「脈絡」，因

而在其象徵意涵上，涉及了個人自身經驗與空間的扣連。依照文化研究的觀點，

人類的活動應置於其所居處的社會脈絡加以討論，因此，強調在自然情境裡進行

質化研究，較有助於說明政經結構之力量所主導的空間生產之指導性原則，也較

能關照夜店營業者與夜店消費者所身處的脈絡。 



 44

根據 Lofland 與 Lofland（1984／任凱、王佳煌譯，2005: 24；嚴祥鸞，1996: 

198） 的定義，「參與觀察」又稱田野觀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或調查者）為了對研究現象有所謂的科學的了解（scientific 

understanding），而進入研究場域，對研究現象或行為透過觀察的方式，來進行

相關資料收集與對現象的了解。Morris（1973；轉引自潘淑滿，2003: 270-271）

則將「參與觀察法」定義為：研究者為了解一特定現象，運用科學的步驟，並輔

以特定之工具，對所觀察的現象或行為，進行有系統的觀察與記錄。綜言之，參

與觀察法是一種相當適合運用於探究人類日常生活情境的方法，強調研究者必須

以局內人的觀點，來探究人類日常生活中各種互動行為之意義，並經由實務累積

與意義的詮釋，發展出理論建構的基礎（Jorgensen, 1989／王昭正、朱瑞淵譯，

1999；潘淑滿，2003: 271）。由於參與觀察法大多是在自然的情境中，對研究現

象或行為進行觀察，所以研究者不僅能夠對研究現象的文化脈絡，有較為具體、

清楚的認識，更可以深入了解被研究現象或對象的內在文化，及其對行為或現象

意義的詮釋（陳向明，2002: 308）。因此，參與觀察對於本研究的助益在於： 

1. 夜間地景的區位與外觀呈現與信義計畫區地景的互動關係； 

2. 夜店空間內部在信義計畫區的地景脈絡中如何被安置； 

3. 夜店消費者在何種脈絡下進行空間生產的參與過程。 

另一方面，參與觀察法所涉及的研究者角色定位問題，其重要性在本研究中

亦將被彰顯出來。Gold（1969；轉引自嚴祥鸞，1996: 199-200）將參與觀察依參

與程度和觀察角色分為四種：完全參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參與者一如觀

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觀察者一如參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以及

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類似 Gold 的分類，Patton（1990；轉引自嚴

祥鸞，1996: 199-200）則主張，參與觀察除有完全參與者和旁觀者（onlooker，

類似於 Gold 的完全觀察者）之外，還有介於兩者之間的部分參與者。就本文而

言，在夜店內的尺度上（包含空間設置與消費實踐），我採取的是「觀察者一如

參與者」的角色，亦即以消費者的身份，進行空間內部設置以及消費體驗的觀察；

而如前所述，這一部份的資料蒐集還需要對夜店經營者進行訪談，方得進行分析。 

三、深度訪談法：經驗的陳述 

 深度訪談是一種引導式的交談，不是為了完成某項任務而行（Babbie, 1995

／李美華等譯，1998），因此研究者須從訪談中理解受訪者的生活經驗，發覺其

意識與行動的關聯，進而找出行為的意義為何。Crabtree 與 Miller（1992；轉引

自潘淑滿，2003: 136）將質性研究的訪談視為一種「對話之旅」，在對話過程中，

研究者與受訪者是一種夥伴關係30，透過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與情感的交流，達

                                                 
30 「夥伴關係」是指：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或訪問者）與受訪者是基於平等的立場，積極參

與談話溝通，在整個對話過程中藉由雙向的互動，達到共同建構現象或行動的意義（潘淑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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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話的目的。 

 深度訪談又分為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非結構性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s），以及折衷的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考量到結構性訪談與非結構性訪談分別可能產生的問題，31本研究將採行半結構

式訪談，訪談的對象將分為夜店經營者與消費者兩個群體，32分別回答不同層次

的問題，同時針對不同層次的研究問題，我將制定訪談大綱，但不一定依照問題

順序進行。由此，研究者可建立訪談的方向與骨幹，視問答情形追問特殊面向，

並從中衍生新問題，即使受訪者偏離主題，研究者也可運用技巧繞回原始的方

向，引導受訪者盡量分享自己的體驗（Babbie, 1995／李美華等譯，1998）。 

肆、研究流程 

 說明了本文的理論架構與研究方法之後，進一步地我將說明運用這些「工具」

進行本研究的流程，如【圖五】所示。 

 在進行研究的過程當中，依據前引挑選消費者進行作為受訪對象的標準，共

有 7 位消費者接受我的深度訪談，另外亦有四位業者代表接受訪談，其個人背景

資料詳列如下；而除了訪談之外，在實地觀察的部分，自 2007 年十二月起至 2008

年三月止，乃是我進入田野的時間，以週為單位，每週進入田野一次至二次不等。 

                                                                                                                                            
2003：136）。 
31 結構性訪談由研究者制定固定的問題發問，以便研究者控制訪問過程與處理資料，但可能錯失

重要問題的意義；非結構性訪談的問題則在於，雖然較具彈性，但也可能造成受訪者天馬行空隨

意回答，恐不著邊際、言不及義而無法問出關鍵的面向（Babbie，1995／李美華等譯，1998）。 
32 參考翁崇倫（2007）及許竣凱（2005）的研究，其指出 18 至 29 歲、每週到夜店一至二次的消

費者為最大比例之夜店消費人口（約佔七成），由於夜店消費者並不如夜店經營者為明確可辨識

的群體，因此我將以上述群體為主，進行抽樣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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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訪者背景資料 

業者 

受訪者 年齡 性別 職稱 工作年資 

ROY 26 男 外場經理 兩年多 

仲逸 25 男 出納經理 三年 

大支 29 男 外場領班 一年半 

Kyle 25 男 外場服務生 半年 

消費者 

受訪者 年齡 性別 職業 消費頻率 消費年資 

KID A 26 女 雜誌編輯 每週至少一次 七年 

小吳 20 女 學生 每週三次 兩年 

小邱 32 男 攝影師 每週二次 十七年 

怡文 24 女 貿易 每週一次 六年 

Vivian 23 女 服務業 每週一到二次 五年 

大支佬 28 男 造船業 每週一次 八年 

陳經文 29 男 自由業 每週二次 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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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研究流程 

 

夜店消費經驗回顧：問題意識的提出 

夜店定義與發展脈絡概述 

文獻回顧

選定研究方法 

參與觀察

選定受訪者

深度訪談

資料整理與分析 

研究發現

次級文獻蒐集 

偽文本分析 

地景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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