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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能展現前一章節所討論到、符擔性理論精神所呈現的人與環

境及人與人之間相互感知並選擇性地呈現動作的過程，以便解答本研究的問

題： 

 

面對衝突時，「站崗的女人」版面成員  

1.   如何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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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是怎麼樣的？  

 

  由於感知的過程代表的是一種個人的感覺經驗31，因此本研究在設計上希 

望透過和「站崗的女人」版成員間的訪談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參與觀察，以及討

論「站崗的女人」版上歷史性的衝突事件作為輔佐，盡可能地接近描繪這個感

知與處理衝突的過程，但就如同研究者在前兩章所提的，研究者並不認為能夠

百分之百地描繪，訪談資料及衝突事件文本均只能間接反映出這個社群的成員

的想法，但是研究者不認為這會是個很大的困擾，因為任何的研究都僅能提供

知識的某一個角度，而非全貌。 

 

以下將分數節，分別介紹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並解釋個案選取考量

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參與觀察（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31 Gibson在其書中所提到的感知是一種用視覺觀看並取得訊息（pick up message）的過
程，相關討論請見第二章第三節最後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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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與觀察法的特色：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間

的關係 

 

      「參與觀察是田野調查的一種特殊形式，也就是研究者參與被研究者的事

件，成為行動者」（Babbie，1998，李美華等譯，1998:442）。研究者與被研

究者間的關係可用公開與隱密的兩個概念分為四個象限： 

 

                                                  公開的 

                                   公開觀察           公開參與 

                   研究者                                                       被研究者 

          被研究者不知道自己正被觀察      研究者參與研究過程，但身份保密 

                                                  隱密的 

圖4： 參與觀察的類別 

 

田野調查中，研究者的角色可大略分為完全參與者與完全觀察者

（complete observer），前者在社會行動中完全參與，有可能對被觀察者揭露或

隱瞞身份，但因為參與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研究者決定做或不做某些動作而影響

到欲研究的社會過程，也可能太認同被研究者的信念與價值，而失去了科學超

然的位置。扮演完全觀察者的研究者則因為沒有參與社會過程，而不會像完全

參與者一般影響研究結果，但是也因為缺乏參與，較難對被研究者發展出全

面、細微的理解，觀察出來的結果可能會「簡略而空泛」（Babbie，1998，李

美華等譯，1998:450）。 

 

      Marshall & Rossman認為，研究者能端視研究的性質而決定該花多少時間在

研究情境中，可以完全參與也可以偶爾出現，也可把注意力放在單一面向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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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最重要的是，要選擇適合自己扮演的角色（轉引自Babbie，1998，李

美華等譯， 1998）。 

 

      參與觀察的好處是，它適用於很難使用量化方式研究的問題，研究者能透

過「完全且直接地觀察並學習一個社會現象」，對其了解得更周全而深入

（Babbie，1998，李美華等譯，1998:445），而因為參與觀察的研究是在自然

情境中進行的，研究者能蒐集到的資料最為豐富及動態（Wimmer & 

Dominick，2003，黃振家等譯，2003）。 

 

貳、本研究如何進行參與觀察：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 

 

      研究者進入田野時，必須避免先入為主推翻某團體的信仰，雖然接受跟自

己相異的想法並不好受也不容易，研究者卻必須用「自己人的理解（insider's 

undertanding）」，才能較了解成員的想法和行動（Babbie，1998，李美華等

譯，1998:451）。當然這麼做的時候，不免會有分析上的盲點，無法用團體不

相信的架構來看事情，但Babbie（1998）認為，研究者要達到熟練在這兩個觀

點間互換是可能的，這兩種策略並不必然是對立的。 

 

      在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研究者有約一年的時間也在站崗32，但是為了不去

影響版上事務的自然走向，研究者並沒有涉入版上處理衝突的過程。在研究過

程，研究者希望能同時在Babbie所提的「自己人的理解（insider’s 

understanding）」（Babbie，1998，李美華等譯，1998:451）以及完全觀察者間

保持平衡。 

 

                                                
32 意思就是研究者當時的男友也在當兵，站崗的這個情況也是讓研究者注意到這個特
別的女性社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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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深度訪談法的特色 

 

      「深入訪談是參與觀察的主軸」（Babbie，1998，李美華等譯，

1998:442），是一種用「較少但具代表性的樣本」（林欣若，2003:38），在研

究者與受訪者間進行訪問互動的研究方法。與參與觀察相同的是，深度訪談法

能提供豐富且詳細的資料，若是訪談過程還有錄影，還可蒐集到受訪者的非口

語溝通資料。 

 

      深度訪談的時間不定，但通常很長，有可能進行數小時以上，次數也可能

是一次以上。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雖已事先準備了一組問題，卻能依照受

訪者自身的經驗或當天的情況而更換訪談問題次序，「因此深度訪談所獲得的

資料較其他的研究方法更為詳細」（林欣若，2003:39）。 

 

      依照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法，本研究一方面由研究者長期33觀察每日「站崗

的女人」版面文章內容，另一方面經由版主同意，在版上發表徵求受訪者的文

章，個別進行深度訪談。 

 

第三節 個案選取的考量：「站崗的女人」版面的特殊性 

 

「站崗」這兩個字對早先聚集在台大計中椰林風情BBS、後來擴展到批踢

踢實業坊BBS「站崗的女人版」的成員來說，具有某種召喚共同記憶與生活經

驗的魔力。 

 

                                                
33 從剛接觸這個版面，一直到研究完成（2008年五月），研究者共花了約兩年半到三
年的時間觀察這個版面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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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崗」因台灣特有的徵兵制而存在，代表的是一個女性34與男友共同渡過

一年十個月到一年兩個月35當兵生涯的心情，是一種揉合不確定感、陌生與相思

苦悶的經驗，不是在這個時空36、這個制度下的女性，很難體會「站崗」是怎麼

一回事、以及「站崗的女人」版為什麼需要成立、跨兩個BBS站成立的版又有

什麼樣的特別文化。 

 

以版面演變歷史來看，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站崗的女人」版在台大椰

林成立，運作約五年後，因PTT的文章搜尋功能較台大椰林便利，二○○四年

十一月十七日「站崗的女人」版遷移至PTT，精華區中版員名單有男友為陸軍

者三○八人，海軍者七十七人，空軍三十四人，憲兵四十六人，海巡九人，替

代役四十八人，國防役三十九人，共五百六十一人，但這是還未包括潛水未填

版員名單者的數目，如果再加上這些人，數目會更可觀，因此「站崗的女人」

版可說是個成員龐大的版面。 

 

        在台大椰林BBS站的時期，「站崗的女人」版被放置於「資訊交流與經驗

交流」群組下；到了台大PTT站的時期，則是「生活娛樂館」之下的「幸福生

活趣」的軍旅相關版面，與預官預士討論板、海巡署版、國防役版、軍旅生活

版、海軍版與替代役版比鄰而居37： 

 

 

                                                
34 在台大椰林站崗版也曾有為同志戀人站崗的男性成員。 
35 隨著政府逐年縮短役期，站崗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在前總統陳水扁2007年三月宣佈
之後，目前役期已縮短為一年兩個月。 
36 台灣的徵兵制度從國民黨政府自中國遷移到台灣後，實施了數十年，但是在「站
崗」中的女性或同志戀人直到一九九九年才有討論區成立可供她們交換有關當兵的資

訊及站崗時期的心情點滴。 
37 不同役別版的出現，可視為「站崗的女人」版的枝節繁衍。成員多為之前的站崗版
友。這些版面的成立是因為男友役別不同，版友需要知道的規定或資訊均不同，所以

版面朝向更為分眾的方向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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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使用電腦軟體自PTT瞬間照下的「站崗的女人」版位置與人氣指數 38 

 

以文章數來看，版面在本研究進行的當下，約有一萬八千篇文章，研究者

曾隨意選取連續五天（2006年四月八日至十二日每晚同一時間）在版上的人數

與文章數統計來看，這個版面平均在版人數均有近三十人，每天增加的新文章

數在十篇到二十五篇左右，抒發心情類型的文章較多： 

 

 

 

                                                
38 從圖5可看到有些版面人氣部份顯示「HOT」，這是PTT特有的人氣標示方式，代表
該版面目前同時有超過一百人在版面瀏覽文章或發表文章。圖中「站崗的女人」版人

氣顯示為九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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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隨機五日「站崗的女人」版新增文章種類及數目  

時間 上版人數 新增文章數 

4/8 11pm 28 12: 心情5，閒聊2，甜蜜1，電信1 

4/9 11pm 36 20: 心情6，分享3，甜蜜1，問題2，懇親1，其他1 

4/10 11pm 37 20: 心情5，分享1，問題2，電信2，懇親1，公告1 

4/11 11pm 27 12: 問題3，分享3，電信2，開心1，心情1 

4/12 11pm 41 24: 心情4，電信3，問題3，閒聊1 

 

      當然，這只是某段時間所呈現出來的樣貌，在版人數會隨著普遍網路使用

者的使用作息而增減，但是一般來說，時間越晚，在版的人數越多。這個版面

的在版人數與每日新增文章雖無法超越PTT其他的熱門版面相比，如聯誼版39與

帥哥美女版40，因為這些版面訴求的群眾比「站崗的女人」更廣大，但是它在同

類型版面中的特殊性是無法否認的。 

 

   「站崗的女人」版在台大椰林成立之初，曾在申請版面文章上將自身與其

他可能重疊的版面做個區別，強調這個族群身份的特殊性，因此需要獨立存在

在BBS空間中： 

 

可能有人想到GFonGuard和其他版的重疊性， 

這也是我在此要說明的. 

GFonGuard不同於 NTUMG（台大軍訓室）， 

目的不在提供各種當兵、預官應考的資訊﹔ 

GFonGuard不同於MenWomen，目的也不在探討女性主義或者兩 

性平權﹔ 

GFonGuard不同於Love/heart， 

                                                
39 徵求出遊聯誼認識朋友的版面 
40 使用者討論並發表哪裡有長相賞心悅目男女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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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僅只於抒發失戀心情或者情海的酸甜苦辣。 

根據我的觀察，在Love/heart曾經出現零星的GFonGuard心聲， 

不過因為GFonGuard這個族群有其特殊性， 

在兩個版非主流，無法引起共鳴或滿足其需要。 

這也是GFonGuard需要獨自設立並存在的重要理由。 

資料來源：台大椰林BBS「站崗的女人」版精華區 

 

過去的學術研究上，林欣若（2003）以台大椰林「站崗的女人」版面為田

野，藉由深度訪談分析這個社群的特色，其中與本研究相關的在於，「站崗的

女人」版充滿著溫馨、正面的氣氛，簡而言之，這不是個鼓勵極化

（polarized）溝通的場所，版上成員傾向熱心互助、提供資訊，情緒化或不合

作的溝通行為被有共識或默識地阻隔於外。林欣若認為促成這樣的氣氛的原因

來自於女性具有敏感、同理心、照顧他人與表達性格等女性情誼，此外，不論

熟悉與否，共通的「站崗」特殊經驗也成為成員間共識與情感基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溫馨、正面氣氛是在默識下建構出來的。即

使使用者間有共同經驗凝聚彼此關係，站崗過程承受的煎熬產生的負面情緒，

或者使用者間的人際不滿，被刻意忽略，對應少許出現的負面情緒發文，成員

反而會以正面態度回文，消弭可能的衝突，建構出一個正面、愉快的版面（林

欣若，2003）。 

 

在這樣的氣氛下，成員有意識地維持合作溝通行為，對擾亂正面氣氛的言

論與衝突會自制，但惡意發言，如網路釣魚（trolling）現象或論戰

（flaming），仍會出現在「站崗的女人」版面， 使用者處理這些言論的方式、

都可能受到這個版面情境的影響而出現有別於其他版面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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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在第四節時所提及的符擔性理論認為，動物會感知環境

的特質與自身能力之間的關係，並選擇性地產生某些行為，這也是研究者試圖

在訪談過程切入的角度， 面對衝突時，「站崗的女人」版面成員如何看衝

突？如何處理衝突？或者說她們如何處理社會難題（social delimma）？為

什麼這麼處理？是因為版面氣氛嗎？可能還有別的原因嗎？那麼做成這

個解決或處理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第四節 研究設計 

 

壹、訪談問題設計 

 

      由於本研究希望能用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提到的符擔性（affordance）理論中

所重視的「動物感知環境與自身的關係」概念來描繪站崗的女人版面成員如何

感知自身與環境的關係，而選擇性做出某些處理版上衝突事件的策略的過程，

因此在訪談上若依循符擔性裡論作為一種分析架構，在訪談問題設計上必須處

理的重點為： 

 

  一、使用者在社群情境上與科技上兩個層面的情境感知41到了些什麼？ 

  二、社群情境跟科技讓使用者有做些什麼行為的可能性？ 

  三、在這個環境中，使用者本身有能力做些什麼？ 

  四、使用者選擇做出了什麼行為？為什麼？使用者的能力、環境的特質以及

行動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 

                                                
41 Gibson在其著作中所提到的感知是經由視覺達成的（Gibson，1986）， Stoffregen
（2003）與Chemero（2003）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們都強調視覺是符擔性作用發揮很
重要的關鍵，亦即觀視者與環境的互動配合均起於觀視者以眼睛觀察了身邊的環境。

這種純粹以視覺出發，強調看見環境先於互動發生的觀點，恰好可以作為本篇論文研

究的立足點，畢竟視覺是使用者在純文字組成的BBS環境賴以互動的唯一感官。細部
討論請見第二章第三節最後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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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針對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訪談大綱如下： 

  一、訪談對象BBS的使用能力 

1.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BBS？使用PTT的時間又是如何呢？ 

2. 在「站崗的女人」版上通常是發表文章頻繁/只推文/潛水 

 

  二、對社群情境的感知 

1. 使用站崗版多久？ 

2. 為什麼使用？ 

3. 請形容一下妳印象中的站崗版是個什麼樣的版面。 

4.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可否舉例？ 

5. 有去其他跟女性比較有關的版面嗎？ 

6. 妳覺得「站崗的女人」版跟這些版面除了主題差別之外，還有什麼地方

不同？能否舉例？ 

7. 妳覺得在「站崗的女人」版上，版友討論事情的氣氛如何？可否舉例？ 

8. 這個氣氛會對妳參加版上討論時說話的方式、用字、語調上有什麼影

響？ 

 

  三、對幾個站崗版歷史上重要的衝突事件的感知（提供蒐集而來的討論串文本

為輔佐）與選擇做出的行為 

1. 妳覺得在「站崗的女人」版上衝突多嗎？有沒有印象很深的事件？請描

述一下。 

2. 事件發生的時候妳做了什麼處理？ 

3. 什麼因素影響妳這麼做？ 

4. 「站崗的女人」版出現衝突的時候妳的感覺是什麼？ 

5. 希望衝突趕快落幕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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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描述在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的社群氣氛跟自己的感覺。 

7. 請描述一下妳和站崗版的關係如何。 

8. 這層關係有影響到衝突發生時妳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請舉例。 

9. 請描述一下妳和其他版友的關係如何。 

10. 這層關係有影響到衝突發生時妳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請舉例。 

 

貳、訪談對象 

      研究者徵求版主同意之後，分別於2007年四月及2008年四月在「站崗的女

人」版上兩度發表文章徵求受訪者，訪談方式提供MSN訪談及面對面訪談兩種

供受訪者選擇，每次訪談進行時間約一小時，並提供百貨禮券一百元為誘因。

回覆願意接受訪談者共十五人，扣除約定時間不出現，事後失去聯絡，以及表

達意願後又避不回信者三人，有效訪談人數為十二人，其中十一人為女性，一

人為男性42。 

 

以年齡來看，十二名受訪者年齡最小者為十八歲，年齡最大者為三十歲，

但多數受訪者落在二十一到二十九歲的區塊。以學歷而言，十二名受訪者均在

專科大學以上，並不乏碩士學歷者。使用BBS的資歷最少五個月，最長十一

年，平均為六年半，從使用BBS的年資來看，他們都非常熟悉BBS的功能及運

作，都知道如何發表文章、推文、刪除文章等；他們使用「站崗的女人」版時

間最短一個月，最長五年，大部份的受訪者稱自己發表文章的頻率為「偶

爾」。 

 

以職業來看，四名受訪者為學生，三人待業中，一位為工程師，一位為科

                                                
42 受訪者J為三十歲的軍人，雖然沒有為戀人或家屬站崗，卻長時間參與版上事務，J認
為他自己相較於一般站崗女性多了對軍中事務的熟稔及專業，他可以為這個版面匡正

不正確的訊息傳遞，這也是他長時間留在「站崗的女人」版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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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業，一位為軍人，一位為資訊業。 



表6： 受訪者資料表  

編號 年齡 職業 學歷 性別 使用BBS的年資 使用PTT的年資 使用「站崗的女人」版
的年資 

參與版上討論的情況 

A 23 無業 大學肄業 女 五年 五年 一個多月 大部分旁觀，但有推文

問過事情，也有發表文

章鼓勵過別人。 
B 26 工程師 碩士 女 十年 四年 六個月 潛水居多，發表文章約

一個月3到5篇，推文一
週5到10次不等。 

C 24 待業 碩士肄業 女 四年 四年 九個月 通常潛水，偶爾會發表

文章。 
D 27 科技業 碩士 女 快十年 五、六年 七、八個月 偶而會發表文章，其他

用推文的方式，發表文

章大約一個月一篇。 
E 22 學生 大學 女 四年 四年 六個月 每天都會去看文章，有

問題的時候會發問，版

友有問題的時候知道的

話也會回答，不過大部

分是潛水居多。 
F 21 學生 大學 女 五年 八個多月 五個多月 剛開始加入初期，是以

潛水為主，但最近才開

始在站崗版上發表文

章，有時候對於有興趣

話題也會發表文章或推

文，但發表文章與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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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多。 
G 25 金融業 大學 女 九年 七年 一年 推文或潛水。 
H 18 學生 大專 女 五個月 五個月 五個月 每天都會到「站崗的女

人」版許多次，不只會

瀏覽站崗版,還會瀏覽別

的版。認為自己在站崗

版上，是屬於不多話的

使用者，偶爾會自己發

表文章(平均3個禮拜一
篇)，比較少推文，常推

文的類型大概都是與男

友軍種有關或者試試發

表傷心的文章。會推文

幫其他人解答或是鼓勵

他們，對於自己有興趣

的文章才會回覆文章, 

目前共發表過四十四篇

文章。 
I 30 待業 碩士 女 十年 八年 三年 因擔任站崗版主一職，

所以會常看版上版友們

發文狀況，在站崗時期

會較常發表文章與版友

討論各議題，推文狀況

奕是。下崗後較常潛水

看板友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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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30 軍 大學 男 十一年 五年 五年 有上版就會發表文章，

會使用手機上網無時無

刻都在站崗版內。 
K 30 資訊業 碩士 女 五年 五年 六個月 僅會使用推文功能。 
L 24 學生 研究所 女 五年多 一年多 六個多月 比較常發表文章(約5

次)，推文約3次，參加
過版聚，有兩位姊妹的

MSN帳號，和其中一位
出來吃過飯，參加過一

次會談室。 
 

 

 

 

 

 

 

 

 

 



 

參、訪談進行時間 

 

      在2007年四月初與2008年四月，兩次徵求「站崗的女人」版主同意，在版

上發表文章徵求受訪者，提供一百元禮券為誘因。每位受訪者可選擇面訪或

MSN訪談，每次訪談約一小時，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選擇MSN訪談，因為她們

的所在地點並不在研究者所身處的北部地區。但MSN訪談會有跟面訪不一樣的

優缺點，這點研究者會在最後一章談研究限制時討論，研究者在此僅能先推崇

MSN訪談的好處與適宜之處，因為它能讓研究者進行訪談時突破空間與時間的

限制，接觸到各地的站崗族群。 

 

肆、訪談記錄方式 

 

      面對面訪談時使用可錄音的MP3 player與錄音機兩個機制全程錄音，並一

面做重點記錄，訪談結束後並將錄音檔聽打成逐字稿，以求精確記錄。如果是

MSN訪談，因其有儲存談話記錄的功能，則可略去聽打逐字稿的部分，但為避

免檔案損壞，研究者將訪談紀錄及錄音檔案燒錄成兩份以上的資料光碟予以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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