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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線上遊戲女性玩家日漸增多，是線上遊戲的重要

客群。線上遊戲的虛擬特性，讓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喜

好塑造角色身份並重建自我認同，因此角色塑造是線上遊戲女

性玩家性別認同重要的環節。 

本研究採網路問卷調查法，將性別認同分為性別傾向與性

別角色，並將線上遊戲的角色塑造分為性別、職業、外貌形象

三個面向，以探討線上遊戲女性玩家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的關

聯性。研究結果發現：在性別認同方面，女性玩家在愛情與性

的傾向上仍以男性為主；在性別角色的認知上顯示女性玩家已

逐漸跳脫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本研究更點出了女性在玩具與

遊戲、職業與工作、家務分工及領導者之細項上跳脫了傳統的

性別角色思維。在角色塑造方面，女性玩家傾向將角色塑造為

女性，呼應了許多國外的實證研究；職業選擇以魔法師與弓箭

手居多；外貌形象上傾向選擇淺膚色與自信的形象。在性別認

同與角色塑造的關聯性方面，本研究凸顯出女性的心理性別、

性別傾向及性別角色認知均會影響角色性別與職業的選擇。 

 

 

 

 

 
 

關鍵詞：線上遊戲、性別認同、角色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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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線上遊戲已成為玩家娛樂與社交的場所，然而，受刻板印象的影

響，普遍認為男性是線上遊戲的主要客群，因此女性玩家常被忽視

（Bryce & Rutter, 2002）。事實上，線上遊戲女性玩家的比例逐年增加

（Harwell, 2014）。根據娛樂軟體協會的調查，全球線上遊戲的女性玩

家 幾 達 所 有 玩 家 之 半 數 （ 48%; Entertainment Software Association, 

2014）。以臺灣而言，玩家平均每個月花費 355 元在線上遊戲。其中，

女性玩家每個月花費在線上遊戲的金額為 395 元，比平均金額還高，也

高於男性玩家每個月的 304 元（范慧宜，2016）。在遊玩時數方面，女

性玩家的遊戲時間也比男性玩家多了 35%（Khalaf, 2014），而女性玩

家對線上遊戲的忠誠度也比男性玩家高（〈女生也愛遊戲嗎？淺談女性

玩家對遊戲的態度〉，2015）。種種跡象顯示，女性玩家在線上遊戲產

業中已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客群，然而過去的研究多數是在女性玩家比例

較少的情況下所為，再加上目前仍存在許多以男性為出發點的線上遊戲

文本，難以代表近年來女性玩家比例增加的現況與需求。 

此外，女性在線上遊戲中的表現逐漸受到重視，研究指出，女性玩

家在線上遊戲中的性別認同是影響其在線上遊戲表現的重要因素（Lou 

et al., 2013）。根據個體對情感、浪漫、性的吸引，以及社會化的過

程，可將性別認同分為性別傾向與性別角色認知，Bryce 與 Rutter

（2002）認為兩者會影響玩家在遊戲中的行為；而玩家對角色的塑造是

線上遊戲的行為之一，因此玩家對自身的性別認同，可能會影響其線上

遊戲的角色塑造。 

在線上遊戲的虛擬空間裡，其匿名性的特性，讓玩家不需透露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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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身份，可以重新塑造一個全新的性別與角色（Gersch, 1998），因

此，性別轉換已成為線上遊戲中常見的現象（Lou et al., 2013）。然

而，線上遊戲中職業的選擇常伴隨著性別刻板印象（Bryce & Rutter, 

2002）。男性被認為應該選擇戰士、刺客等有力量的職業，女性則被認

為應該選擇法師、魔導士等陰柔形象的職業。除了角色的性別和職業

外，角色外貌形象是線上遊戲玩家 重視的項目（李維仁，2002）。受

到社會與文化對性別角色規範的影響，男性被認為應該具有英勇、自

信、高大等角色外貌形象；而女性則被認為應該選擇公主、智慧、被男

性營救等特質的角色外貌形象（Matud, Bethencourt, & Ibáñez, 2014）。 

線上遊戲在角色性別、職業與外貌上可能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

響，而女性對自身的性別認同也許會反映在遊戲角色的塑造上。故本研

究以調查法，探討女性對自身的性別認同是否會影響其在線上遊戲中對

遊戲角色性別、職業、外貌形象的塑造，期望研究結果能供線上遊戲業

者日後開發線上遊戲角色之參考，在設計角色元素時能避免過多的性別

刻板印象，以營造對女性玩家更友善的遊戲環境。在學術研究上，期望

能對以女性玩家為主的研究帶來拋磚引玉之作用。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遊戲女性玩家性別認同與其遊戲角色塑造的關

聯。文獻探討分為四部分，分別為：性別認同的意涵與影響因素、線上

遊戲與性別認同的關聯、線上遊戲的角色塑造與相關研究以及文獻探討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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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認同的意涵與影響因素 

近年來，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協調之現象，受到臨床醫學及媒體

的關注（Steensma, Kreukels, Vries, & Cohen-Kettenis, 2013），而 LGBT

（Lesbians, Gays, Bisexuals, Transgender）文化的興起與提倡不僅使性別

認同的觀念備受重視（Fausto-Sterling, 2000），亦帶動了線上遊戲中性

別認同相關議題的討論，例如：線上遊戲中同性能否結婚（Narcisse, 

2013 ） 、 線 上 遊 戲 中 的 男 性 角 色 能 否 穿 上 女 性 角 色 的 裙 子 等

（MrLawbreaker, 2017, August），顯示了性別認同議題的重要性。 

（一）性別認同的意涵 

認同是一種心像，代表著人們和他人比較後，對於自身印象的描述

與肯定（Kroger, 2007）。而性別認同是指知覺自己的性別為何，並認

同此一性別（Steensma et al., 2013）。 

Perry 與 Pauletti（2011）認為性別認同是一個眾多面向下的核心概

念，意指在既定的社會中感覺自身是男性或女性的程度。Wood 與

Eagly（2002）也指出人們會基於對自我的態度、行為、特徵、外表、

興趣等評估自身的性別認同。性別認同會受到生理、心理及社會的影

響，並反映在生理行為與性別特質上（Steensma et al., 2013），進而決

定了其行為表現、與人互動的基礎（Stets & Burke, 2000）。 

Stoller（1985）指出性別認同是從接納生理性別、扮演社會性別角

色，到心理和生理性別一致的過程（Egan & Perry, 2001）。當個人對性

別順從感到有壓力，或在生理上的性別與心理上的性別認同不一致時，

可能會有痛苦、憂傷的感覺（Cohen-Kettenis & Pfäfflin, 2010）。T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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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on、Spatta、Hodges 與 Perry（2010）將性別認同分為五個階段：對

性別的認識與規範、瞭解性別的核心與行為認同的重要、對性別的滿足

感、對性別一致性的知覺、對性別典型特徵的知覺。 

經歷了性別認同的五個階段後，個體會知覺其認同之性別應該喜好

的事物，並引導其行為表現（Elmore & Oyserman, 2012）。例如：認同

自己性別為男性者認為其玩具應為卡車；認同自己性別為女性者認為其

玩具應為洋娃娃（Zosuls et al., 2009）。再如，認同自己為男性的人認

為在遊玩時可以較為莽撞混亂；認同自己為女性的人認為在遊玩時應具

有合作性（Ruble & Martin, 1998）。 

（二）影響性別認同的因素 

探討性別認同的面向有很多種（Perry & Pauletti, 2011），其中性別

角色與性別傾向是影響性別認同的兩大主因。Steensma 等人（2013）指

出性別認同是個人對性別角色的體現，Beaulieu-Prévost 與 Fortin（2015）

則強調性別傾向是影響性別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下分別就性別角色

與性別傾向進行探討。 

1. 性別角色認知 

性別角色認知是指透過性別所反應出來的行為期待，也是社會文化

規範性別的行為腳本（Wood & Eagly, 2002）。個體在發展過程中，透

過社會化來學習社會文化對兩性的角色、行為信念、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Bem, 1981）。García-Cueto 等人（2015）認為人們會因社會賦予的角

色與責任影響其行為。 

性別角色認知的面向包含行為、態度及人格特質（Steensma et al., 

2013），在文化上形塑了男性與女性該有的行為與表現（Matu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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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也無形中形成了性別刻板印象，並強化了兩性的差異（Lopez-

Cepero, Rodriguez-Franco, Rodriguez, & Bringas, 2013）。 

受社會文化與媒體報導的影響，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教導，男

性應該陽剛、女性應該溫柔的觀念（Matud et al., 2014）。Wright

（2009）也指出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常常將男性塑造為剛毅、擁

有男子氣概的，並暗示男性在兩性關係中能夠征服女性（García-Cueto 

et al., 2015）。 

性別角色認知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在人格特質上，將男性定

義為獨立的、自信的、注重自身力量（Reid, 2004）、具有領導力與決

策力（Spence, Deaux, & Helmreich, 1985; Twengue, 1999）；將女性定義

為需要歸屬感、善良的、敏感的、注重與他人的關係（Thompson & 

Pleck, 1986）。在專長上，男性被認為擅長理科；女性則被認為擅長文

科（McGeown, Goodwin, Henderson, & Wright, 2011）。 

2. 性別傾向 

性別傾向是指長期穩定的感受到來自於他人的吸引，吸引的面向可

分為情感、性或愛情方面（Beaulieu-Prévost, & Fortin, 2015）。美國國

家科學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1）提出衡量性別傾

向的三個構面：吸引力、行為表現及自我認同。性的吸引力是指被某一

種性別吸引、產生性關係的慾望，抑或是純純的戀愛，而與單性或雙性

別產生的性關係（Savin-Williams, 2006）。性的行為表現則是個體自發

性 與 他 人 產 生 性 行 為 或 性 接 觸 ， 包 含 性 器 官 的 觸 碰 、 性 興 奮 等

（Laumann, Gagnon, Michael, & Michaels, 1994）。性的自我認同則是指

個體的社會身份，意即自認為異性戀、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或

其他（Cass, 1990）。Klein、Sepekoff 與 Wolf（1985）也提出性別傾向

的七個測量指標：性吸引力、性行為、性幻想、情感偏好、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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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以及自我認同。 

性別傾向與社會排斥密切相關（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11），

社會排斥是指在日常生活與社會制度上，弱勢社群因年齡、性別、種

族、身體缺陷、社會身份和價值取向不同遭受排斥，並未獲得一般公民

的資源和機會，以滿足生活的需要（Popay et al., 2008）。 

二、線上遊戲與性別認同的關聯 

線上遊戲提供了虛擬舞台，讓玩家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喜好，自由地

選擇和塑造身份，進行自我表演和呈現（黃少華、陳文江，2002），並

重建對自己的性別認同，表達自我未曾被探索的部分。其中，線上遊戲

的文本、特性以及角色塑造與性別認同似有關聯。 

（一）線上遊戲的文本與性別認同 

線上遊戲雖然提供玩家休閒娛樂的管道，但常在無形中加深了性別

刻板印象與性別認同（Starks, Jones, & Katsikitis, 2014）。早期男性主導

了電腦與相關科技產品的使用權，女性被視為不擅長使用此類科技產品

（ Schott & Horrell, 2000 ） ， 造 成 女 性 不 玩 電 腦 遊 戲 的 刻 板 印 象

（Greenfield & Cocking, 1996）。而社會賦予男女的性別角色，也影響

了大眾對性別與休閒活動的定義（Bryce & Rutter, 2002），儘管電腦遊

戲及數位產品的多元化與蓬勃發展，線上遊戲仍被視為屬於男性的休閒

活動（Kerr, 2003），因此女性玩家常被視為「隱形的玩家」（Bryce & 

Rutter, 2002），喜好與權益不被重視，導致線上遊戲常被設計成男性視

角（Yates & Littleton, 1999），目前大多數的線上遊戲仍缺少以女性為

主角或領導者的元素（Starks et al., 2014）。而以男性的角度展開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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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女性形象被強調須具有豐滿的體態，或是穿著清涼（Jansz & 

Martis, 2007）。線上遊戲中的女性角色屢被設定為公主、有智慧的老婦

人或是等待被男性營救的形象（Bryce & Rutter, 2002）。種種情況，無

形中強化了物化女性與性別暴力的概念（Bryce & Rutter, 2002）；而物

化女性與性別暴力的遊戲文本亦會影響女性對自身的性別認同（蔡佩

芳，2004）。 

（二）線上遊戲的特性與性別認同 

線上遊戲有兩大特性與性別認同有關，分別為匿名性以及去社會規

範特性。其中，匿名性的特性，讓玩家不需透露其真實身份，重新塑造

一個全新的角色（Gersch, 1998）。因此，玩家不受到現實生活的種種

限制，能夠在遊戲中展現自我，達成自我認同（林雅容，2009）。

Osborne（2012）亦認為線上遊戲的匿名特性，讓玩家能夠自在地塑造

其角色的性別及性別傾向，這樣的特性提供了對 LGBT 玩家友善的環

境，讓他們在體驗遊戲的過程中找到歸屬並形成對自我的認同。 

此外，線上遊戲讓玩家不必受現實社會的影響，在溝通模式、性別

角色的認知、性別傾向及自我認同上帶來很大的轉變（Walther, 1996）。

此種「去社會規範」之特性，能夠讓玩家擺脫傳統的性別角色認知，打

造出另一個新的自我（陳淑惠，2000；Tynes, 2010）。 

（三）線上遊戲角色塑造與性別認同的關係 

線上遊戲除了具有匿名性及去社會規範的特性，還能夠讓玩家對遊

戲的角色進行性別、職業、外貌形象之塑造（Zhong & Yao, 2013），

Ramirez（2003）認為角色塑造是線上遊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遊戲角

色的塑造反映了玩家的情感、人格與其自身的認同（Bowman, Schultheiss,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四期 2018 年 1 月 

‧98‧ 

& Schumann, 2012; Dunn & Guadagno, 2012）。而許多玩家也透過選擇

與自己生理性別相反的角色性別，來滿足現實生活中無法改變的性徵

（Huh & Williams, 2010）。 

此外，玩家對自身性別認同的探索與追尋，可能會成為遊玩線上遊

戲時塑造角色的動機，在角色性別的選擇上，許多玩家會根據性別認同

中的性別傾向來決定（Trepte, Reinecke & Behr, 2009），例如：男同性

戀將角色性別塑造為女性。而玩家在角色職業的選擇上，亦會受到性別

認同的影響，Hayes（2007）的研究指出，性別角色認知受到傳統性別

刻板印象影響的女性玩家，認為選擇遊戲角色時應該避免近身打鬥或具

侵略性的形象，因此多半選擇具有魔法的角色或職業。亦有女性玩家認

為社會賦予女性的形象應為溫柔善良的（Matud et al., 2014），選擇補

血型職業除了可以輔助隊友外更可以避免暴力與打鬥，較符合傳統的性

別角色認知（Hayes, 2007）。 

Doyle-Scott（2016）認為 LGBT 玩家可以透過塑造遊戲角色的性

別、職業、外貌等元素來滿足自身的性別認同。而黃裕峯（2016）的研

究也指出，部分女性為了打破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並尋求自身的性別認

同，而在線上遊戲中塑造不受社會角色規範的角色性別、角色形象等。

由上述文獻可以發現，玩家對性別認同的追尋可能會成為在線上遊戲中

塑造角色時的動機之一。 

三、線上遊戲的角色塑造與相關研究 

（一）線上遊戲的角色塑造 

線上遊戲提供一個虛擬的舞台，讓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喜好

自由地塑造身份並重建自我認同（Huh & Williams, 2010），而不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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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上遊戲開放玩家進行角色塑造的程度有所差異，在解謎遊戲與射擊

遊戲中，玩家與虛擬角色的聯繫只有角色達到的分數與成就；而在角色

扮演遊戲中，玩家可以自行塑造角色之性別、職業與外貌，陪著角色一

同成長，與虛擬角色有較高程度的聯繫，因此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是

能展現線上遊戲角色塑造特性的遊戲類型（Zhong & Yao, 2013）。 

在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中，玩家可以操控虛擬角色來進行各項挑

戰、達成成就並維持虛擬的社交生活（Zhong & Yao, 2013）。Kleinsmith

與 Gillies（2013）指出角色塑造會直接反映玩家對自身的認同，虛擬角

色成為玩家的化身，代替玩家在虛擬世界中活動，因此角色塑造是線上

遊戲 重要的環節。 

角色塑造是玩家在遊戲中創建一個代表自身的虛擬角色（Hildebrandt, 

Bergsträßer, Rensing, & Steinmetz, 2009），Looy、Courtois、Vocht 與

Marez（2012）認為角色塑造可以分為兩種：玩家塑造與自己相似的角

色、玩家塑造自己希望成為的角色。而 Yee（2006）也將虛擬角色分為

兩類，一類是玩家自身的反映，另一類則是玩家想在虛擬世界創造新的

身份與認同。在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中，角色塑造可以分為性別、職業

與外貌形象三個面向（Klang, 2004; Lim & Reeves, 2006; Lou et al., 2013; 

Zhong & Yao, 2013）。以下分別針對性別、職業、外貌形象進行探討。 

1. 性別 

在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中，玩家可以自行選擇角色的性別，通常只

有男性與女性兩種選擇（Lou et al., 2013）。而角色的性別會影響虛擬

環境中其他玩家對於該角色玩家的性別認知（Lee & Lee, 2006），因此

角色性別的塑造也是玩家非常重視的面向。由於虛擬角色的塑造反映了

玩家的獨特性以及其對自己的認同（Lim & Reeves, 2006），玩家會根

據其對自身性別的認同來選擇角色的性別，許多玩家將虛擬角色塑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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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己生理性別相反的性別。Freeman、Bardzell、Bardzell 與 Herring

（2015）也指出部分女性玩家將其角色塑造為男性，藉由扮演男性角色

來滿足對男性形象與主權的渴望，並從遊戲角色中尋求平等與力量，因

此性別轉換（gender swapping）成為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中常見的現象

（Lou et al., 2013）。 

2. 職業 

在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中，根據國內外較知名的遊戲網站之分類，

通常有四種基礎職業：坦職（Tank Class）、近戰攻擊職業（Melee 

Class）、遠戰攻擊職業（Spell-caster）、補血輔助職業1（Healer；Class 

role, 2017; Overview of Tanking and All Tank Specs, 2017）。坦職擁有極

高的血量與防禦，職業特色為控場、挑釁及減緩敵人攻擊，通常負責引

開敵人成為攻擊目標；近戰攻擊職業負責近距離給予敵人強大的傷害；

遠戰攻擊職業在遠距離攻擊並給予敵人大範圍傷害；補血輔助職業負責

支援隊友、回復血量、提升隊友能力（Loder, 2012; Class role, 2017; 

Overview of Tanking and All Tank Specs, 2017）。亦有許多遊戲將坦職納

入近戰攻擊職業中，代表職業為騎士、鬥士、盜賊等；遠戰攻擊職業的

代表為魔法師、弓箭手、煉金術士等；補血輔助職業的代表為牧師、工

匠、舞者等（許朝欽，2004；Class role, 2017）。此外，Loder（2012）

認為玩家實際的性別會影響其對角色職業的塑造，例如：女性玩家偏好

補血輔助型職業；男性玩家較喜愛擁有極高攻擊力的職業。 

因每款遊戲提供玩家選擇的角色職業會有所不同，本研究觀察較知

名且職業分類較清楚的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發現大部分的角色扮演型

                                                        
1 資料來源：【夢幻龍族 online】職業介紹頁面 https://ml.gnjoy.com.tw/Guide/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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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遊戲，會提供戰士、魔法師、盜賊、弓箭手、牧師等職業，2 有些

職業名稱會根據不同的遊戲而有所不同，例如：戰士∕劍士、魔法師∕

術士、弓箭手∕獵人、盜賊∕刺客等。而騎士、鬥士、舞者、煉金術

士、召喚師、工匠等職業也是常見的角色職業。3 

即使大多數線上遊戲的職業提供雙性的選擇，但仍有許多遊戲只能

選擇職業而無法設定性別，例如：【新龍之谷】中，職業被設定為特定

性別，無法讓玩家做選擇。此現象可能與線上遊戲以性別來強化其故事

性有關。 

3. 外貌形象 

角 色 塑 造 的 三 個 面 向 中 為 玩 家 重 視 的 是 外 貌 形 象 的 塑 造

（Kleinsmith & Gillies, 2013）。Konijn 與 Hoorn（2005）指出玩家傾向

將角色塑造成與自己相似的樣貌，並把虛擬角色當作自己的化身，融入

其塑造的角色中（Hoffner & Buchanan, 2005）。玩家對角色的外貌塑造

可以分為外在樣貌與形象兩個部分，外在樣貌為髮型、眼睛、嘴巴、體

型大小、膚色的塑造（Freeman et al., 2015; Loder, 2012）；而在形象的

塑造方面，研究者觀察國內外較知名的線上遊戲發現，1, 2 許多遊戲會

                                                        
2 資料來源： 

【仙境傳說】職業介紹頁面 https://ro.gnjoy.com.tw/guide/classes.aspx#subContainer 

【奇蹟 MU】職業介紹頁面 http://mu.kimi.com.tw 

【拉普拉斯的神子】職業介紹頁面 

 https://la.x-legend.com.tw/static/content/index/0_15_6300_1.html#menu_start 
【星界神話】職業介紹頁面 http://ar.x-legend.com.tw/02intro/intro_03.php 

【英雄聯盟】英雄分類頁面 https://lol.garena.tw/game/champion 

【新龍之谷】職業介紹頁面 http://dn.gameflier.com/profession/job8.html 

【魔獸世界】職業介紹頁面 https://worldofwarcraft.com/zh-tw/game/classes 
3 【艾洛亞】職業介紹頁面 http://eloa.wasabii.com.tw/guide/class_Blood_Knight.shtml 

【劍靈】職業介紹頁面 http://tw.ncsoft.com/bns/gameguide/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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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角色的臉部形象取名字，例如：英勇的、柔弱的、自信的、膽小的、

凶狠的、善良的、機靈的、笨拙的、陽光外向的、害羞內向的（Loder, 

2012）。 

（二）角色塑造與玩家的關聯 

Banks（2015, February 2）的研究強調玩家在遊戲中的身份重建，

並觀察玩家在線上遊戲中的行為表現，提出玩家與遊戲角色間的四種關

係：把遊戲角色當作工具、把遊戲角色當作自己、與遊戲角色為共生關

係，以及遊戲角色僅存在於遊戲中。其他學者也針對角色與玩家的關聯

進行研究，Mcmenomy（2011）觀察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中，女性玩家

和其遊戲角色的關聯，分為自我融入型玩家（Self Players）、扮演型玩

家（Role Players）、成就型玩家（Neutral Players）；其中，自我融入

型玩家佔大多數。和 Banks（2015, February 2）的研究相比，自我融入

型玩家的概念類似「把遊戲角色當作自己」；扮演型玩家的概念相似於

「與遊戲角色為共生關係」；而成就型玩家的概念則是和「把遊戲角色

當作工具」雷同。 

（三）角色塑造的相關研究 

有關影響玩家角色塑造的研究，可分為玩家的性別、遊玩的目的以

及遊戲的類型等（Trepte, Reinecke, & Behr, 2009; Trepte & Reinecke, 

2010）。 

在性別方面，Rymaszewski 等人（2007）針對《第二人生》遊戲的

研究指出，玩家喜歡選擇與自己相同性別的角色（82%），選擇女性角

色的男性（14%），多於選擇男性角色的女性（4%）。而 Ogletree 與

Drake（2007）的研究也發現女性玩家大部分會選擇女性的角色，且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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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玩家也傾向選擇男性的角色。 

在遊玩的目的方面，許多玩家表示選擇女性角色是為了方便賺取更

多的金錢及遊戲道具（Song & Jung, 2015）。Trepte 等人（2009）的研

究則指出，玩家選擇遊戲角色的職業及性別與遊玩所需的能力有關；玩

家會考量角色的攻擊力、策略等，進而選擇比較好過關，或是能勝任的

職業。此外，Trepte 與 Reinecke（2010）認為遊戲的類型也會影響玩家

對角色的塑造，在非競爭類型的遊戲中，玩家通常會將角色塑造成與自

己相似的樣子；但在競爭類型的遊戲中，玩家傾向塑造一個與自己不相

同的角色。 

在實證研究中，線上遊戲的性別轉換現象也是研究的重點。

Bergstrom、Jenson 與 de Castell（2012）針對【魔獸世界】玩家的研究

指出，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玩家在角色塑造上選擇與自身相反的性別。

至於性別轉換的原因，可能為滿足現實生活中無法改變的生理特徵

（Huh & Williams, 2010）或為了欣賞漂亮的女性角色外貌（Boler, 2007; 

Fahs & Gohr, 2012）。但也有研究指出性別轉換不一定和性別認同有

關，而是源自於玩家的審美觀、娛樂性、或是遊戲類型的需求（Martey, 

Stoner-Galley, Banks, Wu, & Consalvo, 2014）。 

由上述研究可發現，玩家選擇角色性別、職業的原因和玩家本身的

性別、遊玩的目的及遊戲類型有關，而玩家的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之間

的關係較不明確。此外，在角色外貌形象的塑造部分，也鮮少有研究深

入探究外貌形象的細節與玩家的關聯，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不同的女性玩家心理性別對其遊戲角色的塑造有顯著差異。 

 H1-1：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1-2：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1-3：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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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性別的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相關。 

H3：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職業的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相關。 

H4： 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外貌形象的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a： 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b： 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c： 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d： 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相關。 

四、文獻探討小結 

線上遊戲是現代人們娛樂與社交的場所，而其匿名性的特點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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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虛擬的舞台，讓玩家可以自由地在遊戲中塑造其虛擬角色並重建自我

認同（Huh & Williams, 2010）。雖然早期在家庭場域中，男性主導了電

腦與相關科技產品的使用權（Schott & Horrell, 2000），使得女性玩家

的權益在社會與媒體的影響下被剝奪（Bryce & Rutter, 2002），但線上

遊戲女性玩家的比例日漸增多（Harwell, 2014），女性玩家的權益也成

為近年來備受重視的議題。 

線上遊戲的文本常以男性的觀點出發（Dickey, 2006），無形中加

深了固有的性別認同（Starks et al., 2014），因此性別認同成為分析線上

遊戲女性玩家的重要環節。探討性別認同的面向有很多種（Perry & 

Pauletti, 2011），其中性別角色與性別傾向是影響性別認同的兩大主

因，兩者都對女性生活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線上遊戲讓玩家自行塑造角色的特性，滿足了女性玩家在遊戲中追

尋自我認同的慾望（Kerr, 2003），因此角色塑造的探討能幫助了解女

性玩家的性別認同以及認同其性別後的行為表現，但在這方面國內外相

關的實證研究並不多，實有必要針對線上遊戲女性玩家性別認同與角色

塑造的關聯性作進一步的探討。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研究者觀察並比對各類線上遊戲開放玩家進行角色塑造的程度，發

現相較之下，解謎遊戲、射擊遊戲等類型的線上遊戲讓玩家進行角色塑

造的程度較低，而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讓玩家塑造角色的程度較高。因

此，本研究針對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的女性玩家進行網路問卷調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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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女性玩家的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之關聯性。本研究女性玩家的定

義為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線上遊戲玩家，在問卷上，以性別問題篩除男性

填答者。 

二、研究變項測量 

本研究依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工具之設計，建立研究工具為問卷調查

表。問卷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心理性別、性別傾向與性別角色認

知，本研究針對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玩家做研究，但生理女性可能有不同

的心理性別，故增加心理性別之問項，填答選項為「男性、女性、中

性」。性別傾向之題項參考自 Beaulieu-Prévost 與 Fortin（2015）的性別

傾向衡量構面以及 Klein、Sepekoff 與 Wolf（1985）的性別傾向測量指

標；性別角色認知之題項參考自 García-Cueto 等人（2015）的性別角色

認知衡量指標。性別傾向共有「愛情上吸引力、友情上吸引力、性吸引

力、與人共事傾向」4 題，答案選項為「只有異性、通常為異性、異性

與同性都有、通常為同性、只有同性」5 個選項；性別角色認知為「男

生一定要勇敢、男生的理工能力比較好、男生可以玩靜態的玩具、男生

可以擔任細心的工作、女生一定要溫柔、女生的語文能力比較好、女生

可以玩動態的玩具、女生可以做較粗重的工作、家務分工應該根據性別

來決定、領導者的角色應由男性擔任、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是正確的」

共 11 題，以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由 低（1 分）至 高（5 分）分別

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及「非常同

意」。第二部分為角色性別塑造、角色職業塑造、角色外貌形象塑造，

與國內外線上遊戲中的遊戲角色塑造對應，1, 2 角色性別塑造為「傾向將

角色塑造為男性、傾向將角色塑造為女性」共 2 題；角色職業塑造為

「傾向將角色塑造為騎士、鬥士、盜賊、舞者、工匠、牧師、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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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手、智者、煉金術士」共 10 題；角色外貌形象塑造為「傾向將角

色塑造為長頭髮、短頭髮、大眼睛、小眼睛、嬌小體型、高大體型、淺

膚色、深膚色、英勇的、柔弱的、有自信的、膽小的、凶狠的、善良

的、機靈的、笨拙的、外向的、內向的」共 18 題。第二部分均以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由 低（1 分）至 高（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及「非常同意」。本研究變項

之操作性定義整理如表一。 

表一：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 

變項 操作性定義 文獻來源 

性別傾向 

 

性別角色認知 

 

角色性別塑造 

 

角色職業塑造 

 

角色外貌形象

塑造 

長期穩定的感受到來自於他人情

感、愛情或性方面的吸引 

個體於社會化後對兩性角色、行為

信念、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認知 

在線上遊戲中對自身遊戲角色進行

性別塑造 

在線上遊戲中對自身遊戲角色進行

職業塑造 

在線上遊戲中對自身遊戲角色進行

外貌形象塑造 

Beaulieu-Prévost & 

Fortin（2015） 

Bem（1981） 

 

Lou, Park, Cha, Park, 

Lei & Chen（2013） 

Zhong & Yao（2013） 

 

Loder（2012） 

 

三、研究實施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線上遊戲及女性玩家為研究主題，因此將問卷網址放置於

以電腦遊戲與線上遊戲為討論主軸的網站：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的學術

研究區、遊戲基地 GameBase 的學術問卷專區，以及以女性為主要族群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三四期 2018 年 1 月 

‧108‧ 

的批踢踢實業坊 WomenTalk（女板）、Q_ary（問卷板）以供連結填

寫。問卷發放期間為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9 日。問卷於巴哈姆特電

玩資訊站的學術研究區回收 69 份、於遊戲基地 GameBase 的學術問卷

專區回收 47 份，於批踢踢實業坊 WomenTalk（女板）回收 401 份，於

批踢踢實業坊 Q_ary（問卷板）回收 83 份，共回收 600 份，其中一份

因答案皆選填第一個選項，判定為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599 份。本研

究資料分析以次數與百分比等描述統計方法，分析樣本之性別認同與角

色塑造情況的次數及分配情形，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驗不同心理

性別、性別傾向對角色塑造的程度有無顯著差異， 後以皮爾森相關分

析來檢驗受試者性別角色認知與角色塑造的相關程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一）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玩家為研究對象，基本人口資料問題為

生理性別及心理性別，599 位受試者的心理性別仍以女性居多，佔

82.8%，心理性別為男性者 少，僅佔 1%。在性別傾向的部分，「友

情」及「與人共事」的題目上，大多數受訪者傾向與兩種實際性別的人

來往，而在「愛情」及「性」的題目上，「異性」的吸引力佔大多數。

本研究以 Likert 五點尺度為之，非常不同意為 1 分，非常同意為 5 分，

表二顯示：受試者對性別角色的認知，在「玩具」、「職業工作」、

「家務分工」及「領導者」的面向上，受訪者的思想較不受傳統性別刻

板印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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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在遊戲中塑造角色有三個面向，在角色性別上，受試者較傾

向將遊戲角色塑造為女性。在角色職業方面，本研究根據文獻將職業題

項分為近戰職業（騎士、鬥士、盜賊）、遠戰職業（魔法師、弓箭手、

智者、煉金術士）、輔助職業（舞者、工匠、牧師），結果顯示受試者

傾向選擇「魔法師」與「弓箭手」。針對角色外貌與形象的塑造，將角

色外貌塑造為「淺膚色」的平均數，為所有題目中 高；而角色形象中

「自信的」平均分數 高，為 4.1 分（見表二）。 

表二：受試者之性別角色認知與角色塑造之描述性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一、性別角色認知 

 1. 男生一定要勇敢 

 2. 男生的理工能力比較好 

 3. 男生可以玩靜態的玩具，如洋娃娃、扮家家酒

等 

 4. 男生可以擔任細心的工作，如護士、裁縫師等

 5. 女生一定要溫柔 

 6. 女生的語文能力比較好 

 7. 女生可以玩動態的玩具，如遙控車、玩具槍等

 8. 女生可以做較粗重的工作，如消防隊員、貨車

司機 

 9. 家務分工應該根據性別來決定 

 10.領導者的角色應由男性擔任 

 11.「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是正確的 

二、遊戲角色性別塑造 

 1. 塑造為女性 

 2. 塑造為男性 

三、遊戲角色職業塑造 

 1. 騎士 

 

2.91 

2.98 

4.04 

 

4.41 

2.11 

2.55 

4.48 

3.84 

 

1.56 

1.54 

1.56 

 

3.99 

2.72 

 

3.18 

 

1.05 

1.06 

0.86 

 

0.66 

0.91 

1.02 

0.63 

0.89 

 

0.84 

0.79 

0.77 

 

0.95 

1.0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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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數 標準差 

 2. 鬥士 

 3. 盜賊 

 4. 舞者 

 5. 工匠 

 6. 牧師 

 7. 魔法師 

 8. 弓箭手 

 9. 智者 

 10.煉金術士 

四、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 

 角色外貌 

 1. 長頭髮 

 2. 短頭髮 

 3. 大眼睛 

 4. 小眼睛 

 5. 嬌小體型 

 6. 高大體型 

 7. 淺膚色 

 8. 深膚色 

 角色形象 

 1. 英勇的 

 2. 柔弱的 

 3. 有自信的 

 4. 膽小的 

 5. 凶狠的 

 6. 善良的 

 7. 機靈的 

 8. 笨拙的 

 9. 外向的 

 10.內向的 

2.87 

3.19 

3.15 

2.74 

3.56 

4.19 

3.84 

3.79 

3.48 

 

 

3.81 

3.21 

3.92 

2.59 

3.52 

2.85 

4.19 

2.43 

 

3.57 

2.84 

4.1 

2.08 

2.63 

3.8 

4.08 

2.31 

3.7 

2.8 

1.06 

1.11 

1.11 

0.98 

1.2 

0.85 

0.99 

0.97 

1.02 

 

 

0.96 

0.85 

0.81 

0.8 

0.97 

0.9 

0.77 

0.92 

 

0.89 

0.99 

0.74 

0.83 

1.04 

0.84 

0.74 

0.93 

0.87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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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的女性玩家心理性別與遊戲角色塑造之差異 

本研究假設 H1：不同的女性玩家心理性別對其遊戲角色的塑造有

顯著差異。其中，分為角色性別、角色職業、角色外貌形象三個子假

說，依序說明如下。 

1. 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差異分析 

H1-1：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表三顯示，不同心理性別在「角色塑造為女性」及「角色塑造為男

性」均有顯著差異（p<.001），進一步以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發現：

心理性別為女性者將角色塑造為女性的程度較心理性別為男性與中性者

高，且心理性別為中性者將角色塑造為男性的程度高於心理性別為女性

者。故 H1-1：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支

持。 

表三：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差異 

心理性別 遊戲角色性別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1.男性 

2.女性 

3.中性 

角色塑造為女性 

3.33 

4.13 

3.3 

36.447*** 2>1,3 

1.男性 

2.女性 

3.中性 

角色塑造為男性 

3.33 

2.57 

3.43 

30.733*** 3>2 

N=599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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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之差異分析 

H1-2：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表四顯示，不同心理性別與「遠戰職業」有顯著差異（p<.05），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心理性別為女性者將角色塑造為「遠戰職業」

的程度，較心理性別為中性者高，故 H1-2：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

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表四：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之差異 

心理性別 遊戲角色職業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1.男性 

2.女性 

3.中性 

近戰職業 

3.17 

3.05 

3.22 

1.877 

 

 

 

1.男性 

2.女性 

3.中性 

遠戰職業 

3.54 

3.86 

3.66 

4.249* 2>3 

1.男性 

2.女性 

3.中性 

輔助職業 

2.78 

3.17 

3.06 

1.478  

N=599 *p<.05 **p<.01 ***p<.001 
 

3. 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之差異分析 

H1-3：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不同心理性別在遊戲角色外貌形象上無顯著差異，故 H1-3：不同

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不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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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研究假設 H1：不同的女性玩家心理性別對其遊戲角色

的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三）不同的女性玩家性別認同與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差異 

本研究假設 H2：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性別的塑

造有顯著差異。其中，分為性別傾向、性別角色認知兩個子假說，依序

說明如下。 

1. 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之差異 

H2-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之性別傾向由愛情上的吸引力、友情上的吸引力、性的吸引

力、與人共事的傾向四個層面組成，分別有以下假設考驗： 

H2-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H2-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由表五可知，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在「角色塑造為女性」及

「角色塑造為男性」均有顯著差異，從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可知，愛

情上的吸引力「只有異性」者選擇將「角色塑造為女性」顯著高於其他

組；愛情上的吸引力「只有異性」者選擇將「角色塑造為男性」顯著低

於其他組。故假設 H2-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

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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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差異 

愛情上的吸引力 遊戲角色性別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角色塑造為女性

4.21 

3.89 

3.86 

2.93 

2.92 

14.186***
1>2,3,4,5 

2,3>4,5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角色塑造為男性

2.42 

2.95 

2.93 

3.29 

3.69 

13.695***
2,3,4,5>1 

5>1,2,3 

N=599 *p<.05 **p<.01 ***p<.001 

 

表六顯示，不同性的吸引力在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上均有顯著差異，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可知，性的吸引力「只有異性」者在「角色塑造

為女性」的題項中，分數顯著高於「異性與同性都有」、「通常為同

性」、「只有同性」；性的吸引力「通常為異性」與「異性與同性都

有」的分數顯著高於「只有同性」。「通常為異性」與「只有同性」在

「角色塑造為男性」的題項中，分數顯著高於「只有異性」。故假設

H2-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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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差異 

性的吸引力 遊戲角色性別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角色塑造為女性

4.16 

3.92 

3.74 

3.17 

2.8 

13.259***
1>3,4,5 

2,3>5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角色塑造為男性

2.53 

2.94 

2.89 

3.08 

3.67 

8.707*** 2,5>1 

N=599 *p<.05 **p<.01 ***p<.001 

 
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以及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上，對遊戲角色性別

塑造上均無顯著差異。故假設 H2-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

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假設 H2-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性

別塑造有顯著差異，均不獲得支持。 

2. 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相關性 

H2-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相關。 

由於進行相關分析時，樣本數越大會導致相關係數較低，因此應由

顯著性高低來判斷是否相關（毛正倫，2008）。本研究將受試者認知的

性別角色與塑造角色的性別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定，數據顯示

「男生一定要勇敢、男生的理工能力比較好」與遊戲角色塑造為女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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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與遊戲角色塑造為男性為負相關；「男生可以玩靜態的玩具、

女生可以做較粗重的工作」與遊戲角色塑造為女性為負相關，與遊戲角

色塑造為男性為正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越不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

響的女性，越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男性。故假設 H2-2：性別角色認知與

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 

總體來說，研究假設 H2：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

性別的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四）不同的女性玩家性別認同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之差異 

本研究假設 H3：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職業的塑

造有顯著差異。其中，分為性別傾向、性別角色認知兩個子假說，依序

說明如下。 

1. 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之差異 

H3-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將 H3-1 細分為以下四個假設考驗： 

H3-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H3-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表七顯示，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在各遊戲角色職業均有顯著差異，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愛情上的吸引力「只有同性」者，選擇「近戰

職業」的情況顯著高於「只有異性」、「異性與同性都有」；愛情上的

吸引力「通常為異性」者，選擇「遠戰職業」的情況顯著高於「異性與

同性都有」；愛情上的吸引力「只有異性」者，選擇「輔助職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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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顯著高於「通常為同性」。故假設 H3-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

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表七：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之差異分析 

愛情上的吸引力 遊戲角色職業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近戰職業 

3.01 

3.14 

3.01 

3.33 

3.74 

3.587** 5>1,3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遠戰職業 

3.86 

3.92 

3.61 

3.39 

3.62 

5.28*** 2>3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輔助職業 

3.22 

3.18 

2.97 

2.52 

3 

4.152** 1>4 

N=599 *p<.05 **p<.01 ***p<.001 

 
由表八可看出，不同性的吸引力在各遊戲角色職業均有顯著差異，

不同性的吸引力為「只有同性者」較傾向選擇「近戰職業」。故假設

H3-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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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之差異分析 

性的吸引力 遊戲角色職業 平均數 F 值 事後比較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近戰職業 

3.05 

3.05 

3.11 

3.33 

3.71 

2.851* 5>1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遠戰職業 

3.89 

3.91 

3.49 

3.44 

3.5 

7.947*** 1,2>3 

1.只有異性 

2.通常為異性 

3.異性與同性都有 

4.通常為同性 

5.只有同性 

輔助職業 

3.22 

3.1 

3.05 

2.69 

2.89 

2.541* 1>4 

N=599 *p<.05 **p<.01 ***p<.001 

 

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以及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上，對遊戲角色職業

塑造上均無顯著差異。故假設 H3-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

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假設 H3-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職

業塑造有顯著差異，均不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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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之相關性 

H3-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相關。 

將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職業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檢定，數

據顯示「男生一定要勇敢、男生的理工能力比較好、女生一定要溫柔、

女生的語文能力比較好、領導者的角色應由男性擔任、男主外女主內的

觀念是正確的」與遊戲角色塑造為輔助職業為正相關，結果顯示：越受

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女性，越傾向選擇輔助職業。故假設 H3-

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 

總體來說，研究假設 H3：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

職業的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五）不同的女性玩家性別認同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之

差異 

本研究假設 H4：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外貌形象

的塑造有顯著差異。其中，分為性別傾向、性別角色認知兩個子假說，

依序說明如下。 

1. 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之差異 

H4-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將 H4-1 細分為以下四個假設考驗： 

H4-1a：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b：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c：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H4-1d：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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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結果可知，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不同性

的吸引力、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均無顯著差

異，故假設 H4-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

異，未獲支持。 

2. 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之相關性 

H4-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相關。 

將受試者的性別角色認知與角色外貌、形象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

析檢定，結果顯示「角色外貌」與「男生一定要勇敢」、「女生一定要

溫柔」、「女生可以玩動態的玩具」、「領導者的角色應由男性擔

任」、「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是正確的」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角色形

象」與「男生一定要勇敢」為顯著正相關，故假設 H4-2：性別角色認

知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相關。獲得部分支持。 

總體來說，研究假設 H4：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

外貌形象的塑造有顯著差異。獲得部分支持。 

本研究假設之結果整理如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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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本研究假設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結果 

H1： 不同的女性玩家心理性別對其遊戲角色的塑造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H1-1： 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H1-2： 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H1-3： 不同心理性別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H2： 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性別的塑造有顯著

差異 

部分支持 

H2-1： 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H2-1a： 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

差異 

獲得支持 

H2-1b： 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

差異 

未獲支持 

H2-1c： 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H2-1d： 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

差異 

未獲支持 

H2-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性別塑造有顯著相關 獲得支持 

H3： 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職業的塑造有顯著

差異 

部分支持 

H3-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H3-1a： 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

差異 

獲得支持 

H3-1b： 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

差異 

未獲支持 

H3-1c： 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差異 獲得支持 

H3-1d： 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

差異 

未獲支持 

H3-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有顯著相關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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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假設結果 

H4： 不同的女性玩家性別認同對其遊戲角色外貌形象的塑造有

顯著差異 

部分支持 

H4-1：不同性別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H4-1a： 不同愛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

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H4-1b： 不同友情上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

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H4-1c： 不同性的吸引力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

差異 

未獲支持 

H4-1d： 不同與人共事的傾向對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

顯著差異 

未獲支持 

H4-2：性別角色認知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有顯著相關 部分支持 

 

二、研究討論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依序討論受試者的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性

別認同與角色性別之關聯性、性別認同與角色職業之關聯性以及性別認

同與角色外貌形象之關聯性。 

（一）受試者的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 

1. 受試者的性別認同 

本研究問卷將受試者的「性別認同」，分為心理性別、性別傾向與

性別角色認知。在心理性別的選擇上，599 位受試者的心理性別以女性

居多，心理性別為男性者 少，僅有 6 位。少數填答心理性別為男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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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別的認同，仍有待探究。 

在性別傾向的部分，本研究證明了大多數女性在友情以及與人共事

上傾向與同性及異性都來往，而提到愛情與性方面，女性還是傾向以男

性為主。Argyle 與 Henderson（1996）的研究發現，同性與異性朋友較

多，經常能夠與之聚會談心的人，通常較為健康、有幸福感。而在與人

共事方面，鄭一群（2007）則認為女性在工作上同時與同性及異性相

處，能提高工作效率，並成為人際關係的潤滑劑，因此推測此為女性在

友情、與人共事上傾向與同性及異性都來往的原因。而在愛情與性方

面，楊文山與李怡芳（2016）的研究顯示有 85.7% 的女性認為自己在

愛情上的取向以男性為主，而有 68.9% 的女性表示曾與男性交往或發

生性行為，和本研究結果相似。 

關於性別角色的認知，本研究發現女性玩家在玩具與遊戲、職業與

工作、家務分工及領導者面向的思想較不受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

張醒宇（2013）針對女性玩家的研究中也發現女性玩家已逐漸跳脫了傳

統性別刻板印象，與本研究結果相呼應，而本研究更點出了女性在遊

戲、職業、男女分工等觀念上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程度。 

2. 受試者的角色塑造 

在角色性別的塑造上，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玩家傾向將角色塑造為

女性，Ogletree 與 Drake（2007）、Trepte 等人（2009）的研究也指出

大部分的玩家傾向選擇與自己性別相同的角色。另外，Rymaszewski 等

人（2007）的研究也發現絕大部分的（82%）玩家選擇與自己相同性別

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受試者在選擇女性角色的平均分數上

高達 4 分，而選擇男性角色的平均數為 2.72 分，這可能與遊戲的「主

要角色」及「分身角色」有關，許多玩家在一款遊戲中擁有多個角色，

他們通常會在主要角色上選擇與自己相同的性別，在分身角色上則會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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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選擇與自身相反的性別（Eastin, 2006; Hsu, Lee, & Wu, 2005）。 

在角色職業方面，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女性玩家較傾向選擇魔法師及

弓箭手，而 Joho（2017）在針對女性玩家喜愛的遊玩職業調查中發現，

多數女性玩家喜歡使用擁有魔法的角色職業，與本研究結果類似。此

外，亦有研究指出許多媒體、電影、遊戲中弓箭手的形象皆為女性

（Boorman, 2014），因此推測本研究的結果可能與遊戲原本的設定有

關。 

在角色外貌形象上，多數女性玩家傾向選擇淺膚色的外貌與自信的

形象，而在高大體型的題目上僅有 2.85 分，但 Yee 與 Bailenson（2007）

研究發現選擇高大體型角色的玩家在與人互動或協商時會表現得更有自

信。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全為女性，而 Yee 與 Bailenson（2007）的研究

對象則是男女各半，結果不同可能是研究對象性別差異所導致。 

此外，由於部分遊戲會特別利用角色的性別與職業等特徵來強化遊

戲的故事背景（例如：新龍之谷），因此受試者在填答角色塑造之題項

時，亦有可能會受到此類遊戲的影響。 

（二）心理性別對遊戲角色塑造之差異 

本研究發現心理性別為女性者將角色塑造為女性的程度較心理性別

為男性與中性者高，且心理性別為中性者將角色塑造為男性的程度高於

心理性別為女性者，文獻也顯示，玩家在塑造遊戲角色之性別時，會選

擇與自身相似的特徵（Hsu, Lee, & Wu, 2005; Rymaszewski et al., 

2007），本研究結果進一步凸顯了女性的心理性別會影響遊戲角色性別

的選擇。而在角色職業的塑造上，心理性別為女性者將角色塑造為遠戰

職業的程度，較心理性別為中性者高。另外，不同心理性別在角色外貌

形象塑造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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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認同與遊戲角色性別塑造之差異 

在性別傾向中，愛情與性的影響較顯著。研究發現：異性戀者傾向

選擇女性角色，同性戀者傾向選擇男性角色。Trepte 等人（2009）指出

玩家通常會依照自身的性別傾向來塑造角色的性別，而多數異性戀玩家

會根據其對自身的性別認同將角色塑造成和自己相同的性別（Freeman 

et al., 2015），與本研究結果相呼應。此外，性別轉換的情況較常發生

於同性戀者中，為了滿足現實生活中無法改變的性別特徵，同性戀者常

會選擇與自己生理性別相反的角色性別（Huh & Williams, 2010）。 

在性別角色方面，本研究發現越不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女

性玩家，越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男性。Freeman 等人（2015）指出，部分

女性玩家將遊戲角色塑造成與其自身相反的性別，藉由扮演男性角色來

滿足主權與跳脫傳統的渴望，並從遊戲角色尋求平等與力量；Freeman

等人（2015）的觀察，或可解釋不受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女性，傾

向將角色塑造為男性的原因。 

整體而言，不同的性別傾向、性別角色認知都會影響女性玩家在角

色性別上的選擇。然而性別轉換的行為有時可能會跟玩家的審美觀、娛

樂性、遊戲類型的需求有關（Boler, 2007; Martey et al., 2014），或是為

了圖利遊戲中的金錢與道具而選擇女性角色（Song & Jung, 2015），因

此影響角色性別的選擇除了心理性別、性別傾向及性別角色認知外，也

可能是基於以上因素的考量。 

（四）性別認同與遊戲角色職業塑造之差異 

在性別傾向的愛情方面，同性戀者選擇近戰職業的程度高於其他

人，異性戀者選擇輔助職業的程度高於其他人，性別傾向同性者較傾向

選擇近戰職業。針對性別傾向方面，黃淑玲、游美惠（2007）指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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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同性戀傾向的女性會認同並表現出男性陽剛的特質，而黃欣慧

（2009）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受同性吸引的女性較傾向展現力量與陽剛氣

質。由於「近戰職業」擁有力量強大與攻擊高的特質（Loder, 2012），

因此推測此為喜好同性者傾向選擇近戰職業的原因。但亦有研究指出，

玩家選擇遊戲角色的職業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生理性別、心理性別或性

別傾向，而是與遊玩遊戲所需的能力有關（Trepte & Reinecke, 2010）。

Trepte 等人（2009）指出，很多玩家在選擇職業時，通常會選擇一個讓

遊戲比較好過關，或是能勝任的職業。因此影響角色職業選擇除了性別

傾向，也可能基於實際的考量。 

此外，在性別角色的部分，越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女性，

越傾向選擇輔助職業。根據陳姿樺（2013）的研究，具傳統性別刻板印

象的遊戲，女性被塑造為擅長輔助的形象。而李紫茵、王嵩音（2011）

與葉庭安、王孝勇（2013）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多數受到傳統性別刻板

印象的女性玩家在遊戲中會選擇輔助職業，與本研究結果雷同。 

（五）性別認同與遊戲角色外貌形象塑造之差異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傾向在角色外貌形象塑造上無顯著差異。

Trepte 等人（2009）指出角色的外貌形象會影響玩家與他人的社交行

為，一般而言，若角色的外貌具有吸引力，則玩家更容易與不同性別的

玩家展現親密的社交互動。Waddell 與 Ivory（2015）的研究也發現，具

吸引力的角色較不具吸引力的角色能獲取更多玩家的幫助，因此推測角

色的外貌形象塑造可能與玩家的社交行為、獲取幫助的目的有較大的關

聯，不論是何種心理性別或性別傾向的受試者，可能都會傾向將角色塑

造成具有吸引力的外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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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遊戲女性玩家的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經由文

獻探討將性別認同分為性別傾向與性別角色認知兩個面向，並將角色塑

造分為角色性別、角色職業與角色外貌形象三個面向。根據研究目的，

針對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之女性玩家進行問卷調查，共回收 599 份有效

問卷，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研究結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歸納出三項結論：現代女性玩家已逐漸跳脫傳統

性別刻板印象、女性玩家透過對角色性別與職業的塑造來展現自我、女

性玩家對角色外貌形象的塑造較不受到性別認同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現代臺灣的女性玩家在玩具與遊戲、職業與工作、家務

分工及領導者面向上跳脫了傳統的性別角色思維，例如女性可以玩玩具

槍等較為動態的玩具，可以從事消防隊員、貨車司機等較粗重的職業，

而家務分工及擔任領導者的角色也不再取決於性別，此研究結果顯示女

性逐漸擺脫傳統的性別角色認知。而張醒宇（2013）的研究對象亦為臺

灣的女性線上遊戲玩家，其研究結果也顯示出女性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

象影響的程度已降低許多。但陳燕葶與葉乃嘉（2007）的研究指出，臺

灣女性在人格特質、職業選擇與家務分工的觀念上仍受到傳統性別刻板

印象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或可佐證張醒宇（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

臺灣玩線上遊戲的女性受到傳統性別角色思維的影響較其他女性族群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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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許多女性玩家會藉由線上遊戲匿名性、去社會規範等特性來

追求與男性公平競爭的機會（Bryce & Rutter, 2002）。其中，線上遊戲

的角色塑造功能是女性玩家能夠擺脫現實生活層面的影響，建立信心並

追尋自我認同的管道（Kerr, 2003）。本研究結果顯示，喜歡異性的女

性玩家會根據性別認同將角色塑造成和自己相同的性別，喜歡同性的女

性玩家則多半選擇男性的角色。Huh 與 Williams（2010）認為玩家會透

過與自己生理性別相反的角色，來滿足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改變的性別特

徵。而同性戀傾向的女性玩家在職業的選擇上，亦顯示出他們對展現自

我的渴望，例如透過擁有強大力量與高攻擊力特徵的近戰職業，來表現

自身的力量與陽剛的特質，而 LGBT 玩家亦可以透過對遊戲角色性別、

外貌等元素的塑造來滿足對自身的性別認同（Doyle-Scott, 2016）。許

多線上遊戲的女性常被設定為溫柔嬌弱、等待被救援的形象（Bryce & 

Rutter, 2002），但本研究也發現越不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影響的女性

玩家，越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男性，藉由遊戲角色尋求對主權的追尋與跳

脫傳統思維的渴望。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認同和角色外貌形象的關聯性較低。國外研

究指出，角色的外貌形象和玩家與他人的社交行為有很大的關聯

（Trepte et al., 2009），若玩家的角色外貌形象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則

更容易與其他不同性別的玩家展開親密的互動，亦能幫助玩家獲取更多

利益、輕鬆達到遊戲內的成就或目標（Waddell & Ivory, 2015）。因此

本研究推測不論是何種心理性別、性別傾向或性別角色認知的女性玩

家，可能都會基於社交或利益等因素將角色塑造成具有吸引力的外貌形

象。 



線上遊戲女性玩家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關聯性之研究 

‧129‧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線上遊戲玩家為研究對象，因資料蒐集

上的限制，採用非隨機抽樣法，結果顯示絕大部分的受試者填答心理性

別時仍選擇女性，僅有 6 位選填男性，可能會影響結果之客觀性

（Wimmer & Dominick, 2016）。少數填答心理性別為男性者，或許才

是真正反映了其心理與性別的認知，此點仍有待進一步探究。此外，本

研究針對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作探討，但問卷題項未鎖定特定的遊戲，

可能會造成受試者在填答時對遊戲類型有不同的想像。本研究依據所得

之結果與研究之限制提供以下建議： 

1. 建議遊戲開發者提供更多元的角色塑造功能與選項：線上遊戲讓玩家

自行塑造角色的特性，可以滿足女性玩家在遊戲中追尋性別認同的慾

望，而遊戲文本與角色的塑造選項往往帶有性別刻板印象，會阻礙女

性玩家在遊戲中對性別認同的追尋，建議角色扮演型線上遊戲的開發

者應提供更多元的塑造功能與選項，方能使女性玩家在遊戲中有更好

的體驗。 

2. 建議遊戲開發者提供自行搭配職業與性別的功能：在許多角色扮演型

線上遊戲中，遊戲文本將某些職業設定為特定性別，無法讓玩家做選

擇，若非以性別特性強化遊戲故事性之考量，建議能讓遊戲玩家自行

搭配不同的角色性別與職業。 

3. 建議女性遊戲玩家積極表達對遊戲文本的喜好：現代社會還是存在著

某些性別刻板印象，導致遊戲製造商常常依循這些刻板印象來發展遊

戲文本。建議女性玩家積極表達對遊戲文本的喜好，才能使女性玩家

的喜好受到重視，營造對女性玩家更友善的遊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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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探討不同心理性別的遊戲玩家之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關聯：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主要為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玩家，並以此篩除生理性別為

男性者。但本研究結果顯示，心理性別會影響玩家對遊戲角色的塑

造。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跨越生理性別的藩籬，進一步探討不同心理性

別的遊戲玩家之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關聯。 

5. 建議探討遊戲玩家其他變項：本研究著重探討性別認同對角色塑造的

影響，並未將年齡、教育程度等背景面向納入討論，然而年齡與教育

背景亦可能成為影響女性性別認同與角色塑造的重要層面，後續研究

者可將其他背景變項納入研究。 

6. 建議探究線上遊戲次類型範疇內的差異：本研究以角色扮演型線上遊

戲之玩家為主，但因類似遊戲或其次類型間在設計機制上有差異，因

此在職業等角色塑造上也會提供迥異的選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探

究特定類型的遊戲，或探究其次類型範疇內的差異，以增進對玩家角

色塑造的瞭解。 

三、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重要貢獻在於，整合線上遊戲角色塑造的三大重要元素，

並探討臺灣線上遊戲女性玩家的性別傾向、性別角色思維等關聯。目前

國內學術領域的相關研究，雖有少數針對臺灣女性玩家的性別認同作探

討，但多為線上遊戲的行為研究、及兩性互動等主題，並無角色塑造之

相關議題，而國外的研究在角色塑造的相關研究上多半以角色性別、性

別轉換為主，雖有少數提到角色職業的研究，但僅針對性別或職業的單

一主題，缺乏一整合性的角色塑造框架。本研究整合了角色塑造中的三

大重要元素：性別、職業、外貌形象，有助於角色塑造的統整瞭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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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的延伸性研究。從實務而言，也提供線上遊戲業者作為日後開發

線上遊戲角色元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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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調查表 

基本資料 

1. 您的生理 性別為： 

□男性 □女性 

（此題項為篩選題，系統設定為「若填答男性則無法繼續填答」。若

受訪者填男性，系統會出現「本問卷針對女性作探討，男性非本問卷

調查之對象，感謝您的填答。」） 

2. 您的心理 性別為： 

□男性 □女性 □中性 

第一部分：性別認同 

一、性別傾向： 

1. 什麼性別的人對你有愛情上的吸引力？ 

□只有異性 □通常為異性 □異性與同性都有 □通常為同性  

□只有同性 

2. 什麼性別的人對你有友情上的吸引力？ 

□只有異性 □通常為異性 □異性與同性都有 □通常為同性  

□只有同性 

3. 什麼性別的人對你有性的吸引力？  

□只有異性 □通常為異性 □異性與同性都有 □通常為同性  

□只有同性 

4. 你傾向與什麼性別的人共事？如工作上、學業上的合作。 

□只有異性 □通常為異性 □異性與同性都有 □通常為同性  

□只有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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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角色：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我認為男生一定要勇敢 □ □ □ □ □ 

2. 我認為男生的理工能力比較好 □ □ □ □ □ 

3. 我認為男生可以玩靜態的玩具，如洋娃娃、扮家

家酒等 
□ □ □ □ □ 

4. 我認為男生可以擔任細心的工作，如護士、裁縫

師等 
□ □ □ □ □ 

5. 我認為女生一定要溫柔 □ □ □ □ □ 

6. 我認為女生的語文能力比較好 □ □ □ □ □ 

7. 我認為女生可以玩動態的玩具，如遙控車、玩具

槍等 
□ □ □ □ □ 

8. 我認為女生可以做較粗重的工作，如消防隊員、

貨車司機 
□ □ □ □ □ 

9. 我認為家務分工應該根據性別來決定 □ □ □ □ □ 

10. 我認為領導者的角色應由男性擔任 □ □ □ □ □ 

11. 我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是正確的 □ □ □ □ □ 

第二部分：角色塑造 

一、性別：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女性 □ □ □ □ □ 

2.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男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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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騎士 □ □ □ □ □ 

2.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鬥士 □ □ □ □ □ 

3.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盜賊 □ □ □ □ □ 

4.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舞者 □ □ □ □ □ 

5.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工匠 □ □ □ □ □ 

6.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牧師 □ □ □ □ □ 

7.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魔法師 □ □ □ □ □ 

8.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弓箭手 □ □ □ □ □ 

9.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智者 □ □ □ □ □ 

10.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煉金術士 □ □ □ □ □ 

11. 我傾向將角色塑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外貌形象：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1.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長頭髮 □ □ □ □ □ 

2.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短頭髮 □ □ □ □ □ 

3.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大眼睛 □ □ □ □ □ 

4.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小眼睛 □ □ □ □ □ 

5.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嬌小體型 □ □ □ □ □ 

6.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高大體型 □ □ □ □ □ 

7.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淺膚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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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2 3 4 5 

8. 我傾向將角色外貌塑造為深膚色 □ □ □ □ □ 

9.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英勇的 □ □ □ □ □ 

10.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柔弱的 □ □ □ □ □ 

11.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有自信的 □ □ □ □ □ 

12.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膽小的 □ □ □ □ □ 

13.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凶狠的 □ □ □ □ □ 

14.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善良的 □ □ □ □ □ 

15.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機靈的 □ □ □ □ □ 

16.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笨拙的 □ □ □ □ □ 

17.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外向的 □ □ □ □ □ 

18. 我傾向將角色形象塑造為內向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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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evance of Gender Identit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emale Gamers in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Mei-Hsueh Yang, I-Ning Chao *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of female gamers of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provide a 

virtual stage for players to freely shape their virtual roles and rebuild their 

self-identification based on preferences. Thus, character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when discussing female gamers of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gender identit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female gamers in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this paper divides 

gender identity into two part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role; and 

separates characterization into three parts: gender, class, and appearanc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In gender identity, most female gamers are 

attracted to men. In gender role, female gamers must gradually shed gender 

stereotypes.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female gamers turn gender stereotypes 

upside down concerning toys, jobs, housework, and leadership. In 

characterization, female gamers tend to create female roles, tend to choose 

* Mei-Hsueh Y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Graphic Arts and Communications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I-Ning Chao is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Graphic Arts and Communications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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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zard and archer as an occupation; and create roles that have light skin and 

exude confidence. For gender identity and characterization, females’ 

psychological sex,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role a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a character’s gender and class. 

Keywords: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gender identity, 

characterization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1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1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24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