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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 研究緣起 

 

作者  A（隱其名）1                                  看板  GFonGuard2 

標題  [心情] 停止這一切了 

時間  Thu Mar 30 14:34:09 2006 

⋯⋯ 

站崗版 我很愛 

一樣都是為心愛的男人在站崗 

每一個姊妹的付出 我都同感深受 

每一次的版上爭執 我都左右為難 

大家說我護新姊妹 但是我熟悉的都是所謂的舊姊妹 

大家不是應該團結嗎 

版上的紛爭少一點 大家情感團結多一點 不是讓版上氣氛更好嗎 

⋯⋯ 

我希望以後的站崗版 大家心意一致 不要在[sic]有吵架爭執了 

這一些不是版旨 

站崗版 是每一個姊妹抒發 問問題的管道 而不是吵吵鬧鬧的  對 

吧  

 

                                                
1 基於保護發言者的隱私，使用者的ID均隱其名，引用文章前均已徵得版主同意。而此
處引言只引了文章內談到版上合作團結氣氛的部分，關於發言者的感情隱私部分與此

處無關，故不引用，均予略過。此外，本文為求盡量忠實呈現原文精神，故引用的標

點符號標注均不刪增原文的標點符號。 
2 此處的GFonGuard是「站崗的女人」一詞的翻譯，也就是girlfriend on guard，女友為
當兵的男友守候的意思。此處的站崗版位於台大批踢踢實業坊（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emple，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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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概述：衝突在面對面溝通與電腦中介傳播的普遍性 

 

衝突這個辭彙，在許多社會科學學門裡常常被使用，比方說，在政治學

上，衝突指的可能是與戰爭或革命相關的事見，但是在與溝通相關的領域裡，

它可能會因為人我實際上或認知上的「需求、價值與利益」不同而發生， 「衝

突作為一個概念，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上的許多層面，比方說像是意見相左、利

益衝突、或是個人或群體之間的爭吵」3，在本篇論文中，研究者所關注到的人

我溝通現象恰好屬於這一類。 

 

語言學家Kasher（1976）曾說過，人與人之間極少有溝通是合作的；而不 

可否認地，在許多情境中，衝突言詞也的確佔了中心位置，例如軍事訓練中，

長官對下屬的辱罵、法庭中被告原告雙方律師互相挑戰的辯論、黑人青少年在

街頭準備彈弓對抗時討論如何分組、進攻的論述、親子談話中常見的衝突論述

等（Culpeper & Bousfield & Wichmann，2003；Goodwin & Goodwin，1990）。

從日常生活的人我相處也可發現，即使人努力地用溝通化解彼此即將產生的誤

會，我們還是會看到許多個人我衝突的例子，比方說惡意毀謗、流言中傷、拒

絕溝通等，不勝枚舉。 

 

隨著傳播科技發展，人我溝通的場域隨之擴充，溝通變得不再是像之前面

對面式的無中介物橫亙（non-mediated），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在人我之間扮演

串起溝通的管道（channel），比方說，電話或即時通訊軟體連結了兩個或多個

異地而處的人，讓他們能幾乎能零拖延地互通有無；BBS（Bulletin Board 

                                                
3 Wikipedia，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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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電子布告欄）或Usenet（一種類似BBS的線上訊息討論系統）的興

起，讓互不相識的人有了成立社群、抒發心情或交換資訊的場所，「資訊科技

作為一種科技，提供了使用資訊及資訊設備的管道，而資訊科技作為一種社交

科技，則允許有共通興趣的人長期尋求認同及歸屬感」（Sproull & Faraj，

1997，轉引自谷玲玲 & 張惠蓉，2002:56）。 

 

原本在面對面溝通已存在的衝突現象到了電腦科技高度發展的世代，衝突

的情況更因為語音與非口語溝通行為的元素，如肢體動作與臉部表情，漸漸被

簡化而更頻繁出現。以電腦為中介的溝通過程只剩下純文本被使用，雖然近來

還有試圖仿擬聲音與動作的傳統靜態情緒符號或即時通訊軟體的動態表情符號

與動畫快遞4，但是這樣的溝通方式畢竟還是少了重要的表意與非口語元素，使

用者判別彼此的情緒不易，而容易有誤會產生，進而相互衝突。 

 

      Herring（1999）雖然在她的文章中提到電腦中介傳播互動的不連貫性

（incoherence）與其受歡迎的程度是沒有關係的，但她仍同意傳統上對電腦中

介傳播的兩大批評——溝通缺乏立即的回饋與打亂了談話順序（disrupted turn-

taking），前者造成談話順序的不連續或重疊，後者造成使用者對訊息連貫度的

掌握出現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更使互動變得零碎。相較於傳統面對面溝通有清

楚的訊號讓溝通雙方知道何時可以接話或必須接話，如此缺少連貫性的電腦中

介傳播更可能促成不合作（non-cooperative）的人我溝通或衝突情形發生。 

 

Yano & Seo（2003）認為，在電腦中介傳播中，心理與社會的規範能力直

接降低，加上缺乏臉部表情與聲調，容易促使互動者間產生衝突。Herring et al. 

(2002)曾說，網路提供了新的場域讓權力不平等的現象在其上能夠發生，它的匿

                                                
4自MSN6.0版開始增加使用動態表情符號模擬人的表情與動作的功能，到後期更多了
flash版的動畫快遞，讓電腦人物將情緒「演」給使用者看，但選擇還是有限。 



 14 

名性使得線下的社會規範在此容易鬆綁，進一步導致論戰（flaming）、騷擾

（harassment）與仇恨語言（hate speech）等衝突性的溝通行為產生。 

 

雖然Weger Jr. & Aakhus（2003）稱網路上的意見不一致（disagreement）是

一種更加活化的公民參與，但他們不否認網路上的論述也有可能會變得很個

人，並具有毀壞（disruptive）社群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過度活絡的意見

相左（disagreement）對社群來說，具有負面影響。 

 

貳、BBS上的衝突情況 

 

以在台灣國內網路人口使用習慣上佔多數的BBS5來看，其有強烈的分眾特

色，使用者可以因不同的生活經驗或興趣活動於不同的版面。使用者在其上做

經驗交流時，因為個人情感涉入較高，情緒性字眼出現頻率也較高（林欣若，

2002），在許多不同性質的版面，如代買版（Helpbuy）、美容版

（BeautySalon）或政治版（Politics），在日常觀察中，衝突不時出現，從質疑

網友誠信到惡意進行人身攻擊6都有。這與在一般的BBS討論區中，使用者用以

發表文章的是匿名的ID有關，許多人在分享資訊或個人經驗時，因為無法直接

與使用者真正的身份及生活環境做連結，文字容易流於高度情緒性，也就是

說，一不小心，負面情緒文字容易氾濫成河，甚至引來其他網友回文，而造成

衝突氣氛日益升高。當然，在日常生活人我線下互動，人際衝突的發生也不可

避免，但BBS跨時空的特性的確讓使用者有更多情緒宣洩的管道，而這情緒往

往是負面居多，BBS社群中的衝突也幾乎是隨時可見。 

                                                
5 陳德懷「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提案」對國內網路使用人口分析發現，使用者多使用
BBS與e-mail（http://www.nsc.gov.tw/pla/tc/6th/6thNSC/forum/Title2/T2S3-1.htm）。 
6 比方說，先以巧妙掩飾但又隱約透露出惡意的文章出現在網路社群（通常是弱勢族群
版面，如女性、同志等），漸漸地，其在討論過程顯示出並非前來溝通的意圖，與社

群成員一來一往爭辯，造成社群氣氛紊亂，此類行為被稱為網路釣魚（t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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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站崗的女人」版對比BBS上衝突情況的普遍性 

 

在許多BBS版面都容易被衝突氣氛所淹沒的同時，卻有少數版面獨樹一格

地呈現出完全相反的面貌，也就是說，它們反而是不可思議地瀰漫著高度相互

合作的氣氛，「站崗的女人」版（GFonGuard）就是個十分明顯的例子7。林欣

若（2002）以台大椰林BBS的「站崗的女人」版面為例，研究網路上的女性情

誼8，從訪談中，她發現「正面情緒文章才是『站崗的女人』這個版面的主

流」，也就是說，版面文章以呈現快樂、幸福的情緒為主（林欣若，

2002:5）。林欣若的解釋是，因為有「同理心」、「共同目標」（等待男友當

完兵）、「共同經驗」及「女性情誼」，這個社群呈現出一種集體的快樂氣氛

（林欣若，2002:96）。 

 

如果從版規上來看：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站崗的女人」版在台大椰林

風情BBS成立，運作約五年後，因台大PTT的文章搜尋功能較台大椰林風情BBS

便利，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站崗的女人」版遷移至PTT9，自那時開始，

版規的變化如下10： 

 

表1：「站崗的女人」版規演變比較 

版面（以時間為分野） 版規特色 

                                                
7 相較於其他性質相仿的版面，如美容美體版、女性性版等，站崗的女人版呈現出更高
度正向情感連結的傾向。 
8 目前直接以該社群為研究場域的論文僅林欣若（2002）一篇，但林欣若是從女性情誼
（sisterhood）的角度去描繪這個社群的，與本研究欲採取的符擔性路徑十分不同。 
9 版面遷移後，雖然台大椰林風情的版面並未廢版，但從每日的文章發表量來看，足見
這個網路社群的集結地重心已經移到PTT去了。有些版友會兩面都發表文章，但畢竟
是少數，台大椰林的版面文章成長目前呈現停滯狀態，自二○○六年一月一日至今，

文章只增加三篇。 
10 詳細的版規演變對照詳見附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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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台大椰林時的「站

崗的女人」版 

1. 僅以勸說口吻要求發文者注意口氣及態度，以

及對文章長度做了提示，但都非硬性規定。 

2. 較嚴格聲明文章必須符合版面內容，並禁止商

業內容。 

甫搬遷到PTT的「站崗的

女人」版 

1. 明文規定禁止「任何形式(包括po文、暱稱、推

文、簽名檔)出現的謾罵、挑釁、猥褻、人身攻

擊、髒話、政治等相關內容」，並詳細列出罰

則。 

2. 明文列出版旨以「抒發心情」跟「軍旅資訊的

提供及交流」為主。 

3. 對於不合版旨的議題，鼓勵版友私下交流。 

4. 鼓勵使用清楚的文章標題，但除了版主專用的

「公告」外，尚未提供其他分類。 

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PTT「站崗的女人」版

公布的新版規 

1. 明文禁止與版旨不相關的內容與商業廣告。 

2. 明文「禁止任何形式的謾罵、挑釁、猥褻、人身

攻擊、髒話、政治等相關內容」 

3. 提醒版友發言注意禮貌。 

4. 再度明文聲明板旨以「抒發心情」跟「軍旅資訊

的提供及交流」為主。 

二○○五年十一月八日

PTT「站崗的女人」版新

增並適用至今的版規 

1. 除前一版本的版規外，新增詳細的文章分類並詳

細解說：問題、分享、閒聊、甜蜜、心情、電信、

懇親與其他。 

資料來源：台大椰林與PTT「站崗的女人」版精華區 

 

不論是在椰林時期的「站崗的女人」版還是後來搬遷到PTT的「站崗的女

人」版，除了提醒使用者必須要「注意口氣和態度 courteous」或禁止「謾罵、

挑釁、猥褻、人身攻擊、髒話、政治相關內容」外，版規並沒有明確限制版友

必須朝向集體合作的氣氛去發言，但是，如果長時間在這個版面閱讀文章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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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版面上的正面情緒文章自然地成為主流」（林欣若，2002:6）。 

 

從研究者自身的參與觀察也發現，「站崗的女人」版上的確瀰漫著高度的

和諧、合作氛圍。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女性版面，如美容、美妝版，「站崗的女

人」版上下和樂更勝一籌，從使用者本身使用經驗也可得知： 

 

「我覺得美容版的特色就是，因為它精華區裡面有很多東西，你再寫 

就會挨罵，你如果問我說香奈兒的粉餅好不好用，就有人跟你講說妳 

不會自己去看精華區啊！然後站崗版不是，你每次po，會有一模一 

樣的問題，都會有人再繼續po，不會有人罵你說，你是豬啊？不會 

去看精華區啊？大家都願意回答就對了。」（林欣若，2002:67） 

 

要更詳細些展現這個「集體快樂氣氛」的意義，可以本章一開始的引文為

例，在二○○六年三月三十日，PTT「站崗的女人」版主之一的A網友發佈了一

篇文章，內容除了回顧自己的感情問題，在文中兩次提到「大家不是應該團結

嗎？版上的紛爭少一點，大家情感團結多一點，不是讓版上氣氛更好嗎」，並

得到其他網友回應「互相扶持體諒，這就是站崗版溫暖的地方」並給予文字上

的情緒支持（如「抱一個」與「拍拍11」）。A網友的文章一發佈，一天之內立

即得到二十三位版友推文12與三篇回應文章，均為正面性文章，全無負面文字或

噓文13。從A版主文章內的「呼籲」與版友的推文可看出，「站崗的女人」版至

少是個成員間情感上緊密連結的社群，它像是慈母般，提供了虛擬的支持與溫

暖，成員間有著互相扶持體諒的共識。 

                                                
11 仿擬輕拍他人背部以安慰對方的網路詞語。 
12 PTT首創的機制，動機不明，可能是為了減少頻寬的浪費，而讓只想發表簡短話語的
網友可單純在一篇文章下面「推文」以表支持就好。 
13 與「推文」剛好相反，「噓文」代表的是不贊同文內說法，通常帶著與作者衝突的
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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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不是說，這是個不會有人際衝突的版面，至少二○○五年十一月初

在PTT的「站崗的女人」版上關於版面文章的分類就曾經有過衝突性的討論，

但是，就像前述所言，這些衝突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或很急著被壓制下來，並不

像其他版面一樣，會形成歷時久、情緒化的論戰，也幾乎不會有讓衝突文章洗

版14的情況，反而是整個社群很積極地朝向回復到十分合作的狀態前進： 

 

作者  C                                             看板  GFonGuard 

標題  [其他] 親愛的 都別吵了 

時間  Fri Nov  4 20:45:57 2005 

親愛的姐妹們，別吵了好嗎????????電話文沒錯，感想文也沒錯， 

因為這個版叫做站岡[sic]的女人所以關於站崗心情的文章，我想寫出 

來跟大家分享，因[sic]該不會罪孽，舊姐妹們，妳們回想剛上崗的心 

情，用這種心情多多替新來的姐妹著想，不要讓新姐妹覺得站崗版很 

可怕，也讓其他姐妹受傷，結果大家大吵，沒有建設性，只會破壞感 

情。"其實，真的不想看，就別點進去看"→這句話是我去年剛上崗當 

新姐妹的時候所說的話，一直到我現在老早不是站崗妹，我還是在說 

這句話。看文章，是大家的選擇不是嗎?????這個版是寶貝林扶起來 

的，看著一波接著一波的版聚就可以知道大家都很愛這個版。 

 

        這個社群因文章標題而起的衝突很快地就引起了像C的文章或類似「推~推

~推~"最不想看到的是爭吵文~"~恢復原狀吧~~~~~~」的推文，版友集體地要求

要回到集體合作氣氛的狀態，維持一種建構的合作狀態。甚至來自於社群外的

衝突，如本文註釋七所提到、容易出現在女性或同性戀等弱勢族群版面而大幅

                                                
14 當版面的討論文章都是為同一件事論戰、呈現同一標題的文章串，此時就稱這個版
面被洗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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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燒、破壞社群運作的網路釣魚（trolling）現象在「站崗的女人」版面也呈現

一出現旋即被平息得徹底的狀態。 

 

      「站崗的女人」版在台大椰林草創時期，版內也曾發生過重要的衝突事

件，例如，一九九九年五月，許多疑似來自大兵版（Militarylife）的網友用

「教訓式」的口吻來回應「站崗的女人」版上的文章，這個事件引起「站崗的

女人」版友大幅反彈，但「站崗的女人」版本身存在的「站崗顧問團15」很快地

出面處理，並迅速在線下開會，集合其他版友的要求，將版面的氣氛（強制）

回復到原先的溫馨、正面: 

 

發信人: D                                             看板: GFonGuard 

標  題: 站崗顧問團臨時提案--弟兄們,把空間還給GF 

發信站: 台大計中椰林風情站 (Sun May 30 19:04:31 1999) 

版主,各位女士,各位弟兄︰ 

本團在此提出本版顧問團第0530號提案，敬請公決。 

 

案由︰有鑑於近日出現數篇文章，激辯軍中事務，廣涉人身攻擊，致 

悖離本版宗旨，扭曲應有功能，造成站崗姊妹既有權益嚴重影響，特 

提出權宜問題，並建請現役及備役版友弟兄另闢新版，以將此討論空 

間還諸女性話題，敬請公決。 

 

提案人︰站崗顧問團 

 

從前文可知，即使這個看起來大家都十分合作的氣氛下，版上的人我互動

                                                
15 指的是開版元老級的成員，人數約在六、七人左右，因為有類似「顧問」的身份，
因此被其他版友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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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其實還是不時會有衝突發生，而版面這個迅速處理衝突以維持集體合作氣

氛的過程正是研究者認為最有趣的地方。 

 

雖然林欣若（2002:96）從訪談中整理出四個影響正面氣氛呈現的因素：

「同理心」、「共同目標」（等待男友當完兵）、「共同經驗」及「女性情

誼」，但她並沒有深入解釋這個社群成員如何選擇做出維持合作氣氛的默識，

她只說：「多數受訪者會被版面氣氛影響，所以在『站崗的女人』版面表現得

較為積極、熱心，與其他使用者的互動較高。」（林欣若，2002:68）但是，這

裡所說的「影響」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把這裡所提的「影響」放在顯微鏡底下來看，它代表的應該是使用者

面對數個行為選項，因為某個原因，選擇了其中一個的這樣的過程。但是，

「站崗的女人」版面的使用者為什麼會選擇要發表正面情緒的文章？為什麼會

有一種大家要合作維持衝突不浮現的默識？ 

 

      套句Mey對於「合作」概念的看法，「集體合作」的氣氛其實是謎一般虛

無的，它並不是社會中性的概念： 

 

「大部分的傳播理論家與語言學家都認為溝通是一種合作的行為，我 

們信服這個基本的哲學，因為它聽起來很正確：我們都有些個人經驗 

（或認為我們有）像捐助別人、拔河的拉鋸戰或團隊合作等等…合作 

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一直在不同謎一般的民俗故事中被傳頌，並可被用 

在至少任一情境下（但這麼一來不得不讓我們開始謹慎）⋯⋯所以， 

站在一起與一起合作本身變成了一種價值，一種跟個人、經濟、社會 

或政治關係無關的價值⋯⋯如果社會是分層的（divided against  

itself），任何關於順利的、毫無阻礙的語言使用只不過是跟不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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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階層間都會合作的假設一樣地虛無（vacuous）」 (Mey，1987:  

287-288) 

 

用Sarangi & Slembrouck（1992）的話來說，所謂合作與否應該被描述成不

同權力位階彼此協商出來的結果16。如果是如此，那麼，「站崗的女人」版上

集體合作、集體快樂的氣氛是如何被有意識或默識地被感知而協商出來的呢？ 

 

Kollock & Smith（1996:109）在他們的一篇文章中，焦點放在跟BBS極度相

像的Usenet上面出現的「社會難題（social delimma）」，他們認為在Usenet上

面的互動存在著個人與集體間的利益衝突，任意使用既有資源、離題、發表過

量過長的文章或違反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等情形是不會隨著溝通場域移到網路

上、成員變多了而減少的。 

 

兩人也同時認為，雖然當溝通移到了網路上，參與者眾，這對建立合作性

的網路社群（cooperative communities）帶來挑戰，但同時也提供了新的契機

（new possibilities），也就是說，當每個使用者在社群中的行為在網路上是透

明可見的（visible and identifiable），例如，其他使用者都知道某個ID發表了人

身攻擊性的文章，那麼這時，這種可見性反而會讓意欲想要任意妄為的使用者

怯步（Kollock & Smith，1996）。但是，光是這個能見性是不足以保證並維持

一個合作性社群運作的，社會難題依舊存在，因此，社群能否能成功存續端視

其中的使用者如何參與、如何尊重社群主題、規範與文化（Kollock & Smith，

1996）。衝突本身也是網路社群必須處理的社會難題之一，它代表的不僅可能

是人我利益衝突，也可能是一種社群規定的破壞。 

 

                                                
16 關於「合作」概念，第二章文獻回顧會有更詳細的探討。在此僅先將本研究立論的
重要概念先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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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腦中介傳播的一些特質可能讓使用者同時容易合作或流於自私的情況

下，網路社群的確提供了一個研究社會秩序最基本問題的豐富場域（Kollock & 

Smith，1996），如同谷玲玲 & 張惠蓉（2002:56）所言：「人們經由參與和互

動，發展出新的互動模式及人際關係……我們需要觀察網路社群形成的過程，

以進一步瞭解網路社群中的人際互動的意義，及其對傳統社群的啟示。」因

此，BBS社群如何處理社會難題，有其值得研究之處。她們考量了些什麼？在

社群中因為感知而學習到了些什麼？ 

 

仔細描述這個感知某物，到選擇性做出行為的過程卻是十分重要的。前述

曾提到，能否處理社會難題（social delimma）關乎著一個網路社群的存活，社

群的存續端視社群成員如何參與、如何尊重社群主題、規範與文化，而研究者

相信，分析前述這些問題恰巧回應了這個版面如何處理社會難題並存活。 

 

此外，在許多網路社群忙於處理應接不暇的衝突時，「站崗的女人」版卻

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這也代表了這個網路社群有著有效降低社會難題對

其影響的辦法。 

 

雖然Healy（1997）曾說，網路社群是一群同質性高的人所組成的，而因為

人可以自由來去任何一個網路社群，所以沒有必要去處理異質性的問題（轉引

自谷玲玲 & 張惠蓉，2002），但是他忽略了，這個看似同質的表面之下，微妙

的異質成分彼此不斷磨合，產生出人際衝突，而一個社群如何試圖去建立或維

持合作性的關係（如何處理社會難題）是有其社會科學上的趣味及重要性的

（Kollock & Smith，1996）。 

 

相較於寫作，Usenet或BBS上的溝通行為反而比較貼近對話

（conversation）的形式，不同之處僅在於面對面溝通的順序（turn）因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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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傳播的特質，而在對話者間出現了時間上的分離感（temporally 

separated），但溝通還是以對話的方式進行（Baym，1996）。而傳統對話分析

學者一脈相承的的預設是，對話（或溝通）是種協力完成的過程，也就是說，

這裡有個一來一往的概念。 Baym（1996）更透過研究Usenet中的意見一致與

否（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的論述，展現出電腦中介傳播的語言活動

（language activities）會受到媒介、使用者、情境、主題與當下的情境目標影

響，比方說，互動雙方的地理位置不同，因而在對話時產生了時間上的分離感

（temporally separated），使用者必須重新熟悉新的對話順序感，並適應在

Usenet上的溝通訊息傳遞速度。 

 

使用者要如何或他們會如何因應（或無法因應）電腦中介傳播上的這些機

會與限制並成功與他人溝通呢？17研究者認為一窺其堂奧事實上是有其理論上與

個人求知上的興味的，進行這樣的研究能夠提供研究者一個機會更了解電腦中

介傳播的溝通過程，並彰顯使用者、社群、以及使用者跟社群的關係在這個過

程中的角色。 

 

      承本文截至目前關於人際衝突、電腦中介傳播衝突的普遍，對比「站崗的

女人」版面集體合作的氣氛的相關討論，已可看出這個版面呈現出來的人際溝

通現象的特殊性，此外，雖然林欣若（2002）的研究已稍微關注到這個集體建

構出來的合作氣氛現象，卻沒有很細緻地描述版友怎麼衍生這些共同的處理版

上衝突以維持氣氛的機制，但是研究人際關係與行為規範可以讓我們觀察電腦

中介傳播中社會意義是如何形成的，且「不同類型網路社群的運作及維繫方式

有別，只有持續的研究才能幫助我們更瞭解網路社群的意義與重要性」（谷玲

                                                
17 雖然Baym沒有使用「符擔性」這個字，而用的是「機會（opportunities）」與「限制
（constraints）」，她的概念卻與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會提及的符擔性理論不謀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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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 張惠蓉，2002:77）。因此，本文研究者認為，檢視站崗的女人版面上如

何在人際溝通過程維持「集體合作」氣氛，或許可以解答研究者心中的疑惑，

為電腦中介傳播上的人際溝通拼湊出另一塊藍圖。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在前一節研究者已用面對面溝通與電腦中介傳播中衝突發生的頻繁對比

「站崗的女人」版衝突不易存在或擴大的情形，彰顯「站崗的女人」版的特殊

性，並以文獻提出處理「社會難題」或衝突對網路社群存續的重要性，建立本

研究的必須性。 

 

針對「站崗的女人」版面上的集體合作氣氛，本研究意欲提出幾個研究問

題：  

 

面對衝突時，「站崗的女人」版面成員  

1. 如何看衝突？  亦即，當所謂的衝突事件發生時，她們感受到了什

麼？  

2. 如何處理衝突？或者說她們如何處理社會難題（social 

dilemma）？  

3. 為什麼這麼處理？是因為版面氣氛嗎？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嗎？   

4. 那麼做成這個解決或處理的思考過程是怎麼樣的？  

 

在進入分析前，研究者必須要先討論過這個研究中所提的衝突概念，研究

者所採取的方式是從溝通哲學去討論「溝通」或「對話」或「合作」的概念，

藉此去推敲人際溝通裡的「衝突」概念。因學術資源中討論「不合作」溝通的

文獻遠較討論「合作」的文獻稀少，因此，本研究採取的概念化方式是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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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溝通是什麼」來看與之相反的「不合作溝通」。 

 

再來研究者會引入Gibson的符擔性理論18，主要是為研究帶入「人與人」以

及「人與環境」互動的觀點，相較於傳統對話分析的「雙人舞」或「多人舞」

觀念，本研究則關注「人與我」、「我與人」、「人與環境」的相互為用，想

藉由「站崗的女人」版面個案描繪社群成員從感知環境與自身，一直到選擇性

做出維持集體的合作氣氛行為的過程。 

 

由於Gibson的理論建立在描述物理性的環境上，並沒有觸及以文本建構成

的網路環境，過去的研究也多停留在將Gibson理論應用在純物理性的環境，但

是長期浸淫在田野的研究者卻能夠很直觀地、很直覺地感受到了「站崗的女

人」版作為一個立體的社群空間，以及它之中人際互動的動態，研究者認為這

樣的直覺扮演著橋梁的角色，加上Gibson對於「文本」也可作為感知起點與訊

息取得輔助的看法，以及其他電腦中介傳播理論家對於使用者感知文字符碼的

看法作為補充，足可確認符擔性的概念仍可延伸運用於純文字的BBS環境社群

互動。 

 

第三章則會討論本研究如何進行深度訪談法以及如何選取受訪者，並更深

入描繪「站崗的女人」版面。第四章則會以研究問題為主，呈現在版上精華區

蒐集而來的主要衝突事件文本與訪談資料，並討論訪談資料呈現的結果所代表

的意義，而第五章則致力於描述研究結論，並進行研究結論與文獻的對話，並

提出研究者自己的一些看法，也會討論MSN訪談的限制以及招募受訪者的一些

心得。 

                                                
18 Gibson的符擔性（affordance）理論所談的是動物和環境之間以及動物及動物之間如
何互動。Gibson認為「感知」是個很重要的過程，藉由感知環境所有的可能性與限
制，或其他動物所提供的可能性與限制，動物因而能夠在環境裡生存。關於符擔性理

論的細節，本研究會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時細述，目前僅就理論簡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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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期研究價值 

 

        從第二節的研究問題，本研究預期能達到以下四個研究價值： 

1. 看出女性社群如何處理社群中的社會難題。 

2. 清楚地指出可能會影響網路使用者參與模式（處理衝突）的因素。 

3. 指出社會難題儘管是網路社群經常會面對且普遍存在於網路社群中，但有些

獨特因素可能會凌駕或間接影響網路社群的互動，進而使得社會難題不易出

現。 

4. 嘗試把Gibson的符擔性概念從物理性的實質環境互動延伸到電腦中介傳播純

文本介面的人際互動。 

 

  研究者撰寫這篇論文除了想要解答在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另一個出發點 

是想要試著把Gibson的符擔性理論往前帶一步，從具體的物理環境帶進到虛擬

的、純文字組成的BBS社群。這是一個看似微不足道卻又富冒險精神的嘗試。

過去的電腦中介傳播研究使用符擔性概念的時候，重點放在介面不同的功能如

何限制、影響了使用者和他人溝通，但是尚為有人用這個概念去詮釋、思考網

路社群的人我溝通。 

 

這篇論文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實驗性的嘗試，研究者無法保證能夠提供一個

百分之百完美的描繪，因為人與環境的互動往往出現在微妙的瞬間，人對於互

動發生時的一些「感覺」，用過去的社會學及心理學路徑能抓住的可能都無法

較符擔性理論能描繪得傳神。另外，研究者必須坦承社會科學現有的研究方

法，比方說本研究呈現資料時所使用的文本分析或深度訪談，在研究者或使用

者自己描繪這微妙的關係上，都有其限制，無法捉住一些言語之外的東西。但

是提供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的描繪本就不是研究者的出發點，這篇論文可能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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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完美的部份也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思考如何處理的。 

 

        行文至此，研究者也了解選擇「站崗的女人」版面作為觀察研究場域可能

會被質疑代表性的問題，關於這點，研究者必須要引述林宇玲（2002）在其書

《網路與性別》所提到的一個看法。在書中，在書中林宇玲引述了D. Haraway

的處境式知識概念，她是這麼說的：「所有的知識產製於特定的社會情境，

因此不論任何的知識都只能提供一種局部且特定的看法（2002: 8）。」 

 

        本研究不一定採取跟林宇玲書中同樣的後結構女性主義立場，但研究者同

意她對知識的看法，任何研究都僅能針對同樣一個議題提供局部的觀點。本研

究的出發點自是從研究者身邊觀察到的現象去發掘問題，接受新聞真實性訓練

的研究者也相信任何研究都提供了知識架構的一個面向，而不是全部，這也是

質性研究最基本的預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