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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對 BBS討論板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訊息進行觀察與描述，由於資料量

龐大，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選擇以「內容分析法」為主，並輔以部分質性的

觀察描述方法。以下便說明研究方法的內容及操作程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內容分析法概述內容分析法概述內容分析法概述內容分析法概述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發源於傳播研究的一種研究法，後來在社會

科學領域中被廣泛的運用，它是以系統、客觀、與量化的方式來測量變數，進而

分析傳播訊息的內容。國內學者王石番（1991）認為，內容分析法具有非親身訪

查與便於處理非結構性資料的兩個主要特點，同時這種分析法具有下列五大功能： 

1. 檢視傳播內容本質； 

2. 探究內容表達的形式； 

3. 分析傳播來源的特質； 

4. 探測閱聽人的特性； 

5. 驗證傳播內容的效果。 

 

雖然內容分析是一種量化的分析過程，但並不只是一種純粹的「定量分析」，

它可以藉由觀察傳播內容「量」的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例如當研究者企圖

衡量某一文本內容是否「太過暴力」時，可以先利用內容分析法建立關於「暴力

內容」的類目指標，然後對於文本內容進行編碼與統計，以客觀量化的方式呈現

文本內容包含的「暴力內容」比例，而後便可據此「量」的結果對於文本進行「質」

的評估。因此，可以說內容分析法是一種「質」與「量」並重的研究方法。 

 

網路上為數龐大且多樣的文本資料，即屬於非結構性的樣本，要對其內容進

行客觀描述並非易事，從內容分析法的特點與功能來看，此方法確實相當適用於

分析網路訊息資料。因此本研究便採用內容分析法，對於 BBS政治討論板中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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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意見進行分析，在將文本資料以量化數據呈現後，據此推論 BBS論域中使用者

的參與及互動情形，並進一步據此評估 BBS是否符合公共領域的理想。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對 BBS討論區進行觀察，在站台的選擇上，已如前所述，是以目前

國內最大的學術 BBS 站台—台灣大學批踢踢實業坊（PTT）—作為研究對象。此

站台不但在規模、使用人數上具有代表性，而從此站台衍生出的許多獨特網路語

言與文化亦相當值得關注（相關資料請見第一章）。 

 

PTT中政治類看板共有 13個，本研究選擇其中 5個作為分析對象，分別是： 

1. 陳水扁板 [a-bian] 

2. 馬英九板 [ma19] 

3. 民進黨板 [DDP] 

4. 國民黨板 [KMT] 

5. 政治板 [politics] 

 

選擇這五個看板的原因，首先是著眼於「人氣」，也就是瀏覽以及發表意見的

數量；雖然各看板的「人氣」會隨著時事議題的發展而有所波動，不過這五個看

板相較於其他政治類看板，通常屬於人氣較高者，在抽樣的時段內，每天平均新

增的文章量最少者有 17篇左右，最多的甚至可以達到百篇以上（見表 3-1）。23
 

 

其次則是「性質」上的考量，看板主題對其討論內容的影響甚鉅，在 13個看

板中先剔除掉提供情緒宣洩空間、不強調理性討論的「政治恨版」（[HatePolitics]）

後，看板性質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政黨討論、政治人物討論、政治議題討論，

研究者便由這三類中分別抽取部分看板作為研究對象。以「政黨」討論板來說，

                                                 

23      其中，馬英九板 [ma19] 由於兩位看板管理者違反群組內部規範，相繼於 96年 3月 29日、

31 日遭到免職，而看板也由於管理者出缺，而從 3 月 31 日起暫時設定成唯讀（意即只能閱讀

過去文章，而無法張貼或回應），待選出新任看板管理者之後將恢復正常，惟合法的新任管理者

始終無法選出，因此依群組內規定，該板於 7月 1日起廢板。相關討論參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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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與國民黨分別為執政黨與最大在野黨，抽取這兩黨的討論板為代表，既較

有代表性，亦可交互對照；同理，在「政治人物」方面，亦選擇前述兩黨的代表

性政治明星——陳水扁與馬英九。而在綜合政治議題討論板方面，根據研究者的

觀察，新中華民國板人氣較低、定位亦不明確；而國際事務及兩岸事務這兩個討

論板雖然在人氣、討論品質上表現不俗，然而在議題性質上卻較為侷限，因此最

終選擇綜合性較高的「政治板」。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分析單元與樣本選取分析單元與樣本選取分析單元與樣本選取分析單元與樣本選取 

BBS 板面上的資料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所組成的。這些「單篇文章」可以分

為兩種形式，亦即「新增文章」與「回應文章」。「新增文章」指的是使用者選用

一個新的標題來發表文章，其標題之前會有「䉂」的符號；「回應文章」是指針對

過去的文章進行回覆，其標題就會同於其所回覆的文章，但標題前會有「R：」的

符號。本研究便以「單篇文章」作為分析單元，並同時含括「新增文章」與「回

應文章」兩種形式。 

 

至於附加在單篇文章之末的簡短回應，稱為「推文」。推文雖然也屬於言論意

見的表達，然而由於其母體數量統計不易，在抽樣上相當困難，且其形式與文章

差異甚大，也難適用同一分析架構，因此不列為分析的單元之一。不過由於一篇

文章末的推文多寡，可以反映該篇文章激發出的意見互動程度，因此雖不列為分

析單元進行抽樣，但仍會對選為樣本的文章進行推文數量的計算。 

 

在確定分析單元後，以 2007 年 4 月 17 日做為基準，計算研究範圍的五個看

板截至 2007年 3月 31日 24:00為止的文章總數，共計 70626篇文章。在可容忍誤

差 3%、信心水準 95%的情況下，樣本數應超過 1067（羅文輝，1991），大略為總

樣本數的 1/66 左右，因此本研究採取「系統抽樣法」，在所有樣本的第 1-60 篇文

章中，隨機擇一作為首篇樣本，之後便以 60為距，依序選擇板面上的文章作為樣

本，總計樣本數為 1099篇文章，各看板的樣本數量分布，如表 3-1所示。24
 

                                                 

24      PTT 的看板有文章數量上限，超過時系統會自動清理過去的舊文章，因此各看板樣本的

起始時間有所不同；其次，雖然抽樣時間是截至 3月 31日，但由於是採取「系統抽樣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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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樣本數量與時間分布（基準時間：2007年 4月 17日） 

看板看板看板看板 起迄時間起迄時間起迄時間起迄時間 母體數母體數母體數母體數 平均每日文章數平均每日文章數平均每日文章數平均每日文章數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陳水扁板 [a-bian] 2006.09.12-2007.03.30 17624 88 276 

馬英九板 [ma19] 2006.01.29-2007.03.14 7130 17 119 

民進黨板 [DPP] 2005.12.11-2007.03.31 13948 29 222 

國民黨板 [KMT] 2006.10.10-2007.03.31 18486 106 279 

政治板 [politics] 2006.02.19-2007.03.26 13438 34 20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70626 274 1099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 

根據研究問題，本研究建立以下各分析項目。各類目的測量方式以及界定標

準，詳述如下（另可參閱附錄二「編碼須知」）： 

一一一一、、、、討論區開放程度問題討論區開放程度問題討論區開放程度問題討論區開放程度問題 

此一問題檢視的是使用者是否能夠平等的進入論述場域並且參與討論，以及

論述場域中是否有任何強制力的介入而影響討論的進行。PTT 作為一國內學術網

路的 BBS站，其中的言論除了須遵守我國相關法律之外，尚須遵守學術網路使用

規定，自不待言，此一類目所欲探討者，乃附加於該討論板的特殊規範而言。牽

涉到的標準包括使用者有無資格限制或發言門檻？發表意見時是否須遵守某些規

範？看板有無管理者？其角色如何？ 

 

上述各問題，由於各看板的規範內容以及管理者（板主）角色各不相同，而

且細微差異處用量化方法難以清楚陳述，因此本研究將針對研究對象的五個看

板，採取質化的分析方式，直接觀察後進行描述。 

 

                                                                                                                                               

此最後一篇文章的日期未必會落於該日；另外，被板主標記的文章不會被清除，所以這種板主

標記的舊文章會累積在板面的最前面，此部份文章由於性質特殊，故不列入母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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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互動程度問題互動程度問題互動程度問題互動程度問題 

此一問題牽涉的是此論域中的討論情形是否踴躍，以及在討論的過程中使用

者是否能夠充分的互動、彼此觀念是否有明確交集等。將分成三個方向來測量： 

 

（一）發表文章人次與發表資訊量：這部分是針對所抽取的樣本進行整體的描

述，包括樣本中總共包含幾篇文章、由多少人次的使用者所發表、這些

文章包含多少單位的推文。25此一題項將採直接觀察法，呈現計算後的數

量。 

 

（二）分析單元的互動情形：這部分則以各分析單元為檢測對象，觀察分析單

元的互動情形為何。 

1. 單向訊息：指開啟一新討論串，且未針對之前訊息進行回應的訊息。 

2. 互動明確的回應文章：指的是對於之前訊息的回應，並且跟原訊息有

直接的交集互動。 

3. 互動不明確的回應文章：指的是雖然形式上屬於對於之前訊息的回應

（包括回覆之前的文章或推文），但在內容上卻與之前訊息並無直接

交集互動的訊息。 

 

（三）與標題是否相關：此類目以整體文章進行分析，包括文章發表者個人意

見及轉載資料部分。 

1. 文不對題：從字面上無法看出言論內容與文章標題的相關性。 

2. 文題相符：從字面上可以看出言論內容與文章標題的相關性。 

 

三三三三、、、、意見訊息性質問題意見訊息性質問題意見訊息性質問題意見訊息性質問題 

此一問題牽涉的是使用者所討論的議題屬性是否屬於公共事務屬於何種公共

事務、討論的過程又是否能夠保持理性開放的態度。因此，必須對於論域中各意

見的議題性質、使用者表述意見時的態度、立場、以及理性程度等，進行客觀量

                                                 

25      此處有疑義者為推文的統計，蓋因單一則推文有字數的限制，然而經常有使用者在一則推

文內無法敘述完畢，因而連續數則推文的情形，故本研究將以「完整意思表達」作為一單位推

文的認定，包括時間的接近、語氣與內容的完整程度及相關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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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描述，故在此問題上，將採取內容分析法，建立數個類目來對樣本中的各單

一分析單元內容進行檢證。各類目敘述如下： 

（一） 篇幅長短（含標點與表情符號）：字數統計僅以文章發表者個人意見來計

算，轉載資料部分則不計入；附加於本文之後的簽名檔則視情形而定，

若其內容與本文明顯相關，則併入計算，若與本文無關則略去不計。 

1. 50字以下。 

2. 51-200字。 

3. 201-350字。 

4. 351字以上。 

5. 全文轉載：指全部為轉載資訊，無個人發表。 

（二） 言論議題種類：此類目關切的是言論所涉議題是否屬公共事務，以及屬

於哪一面向的公共事務。依照黃學碩（1997）彙整的定義，公共事務為

「與公共利益有關係，為民眾所關心，能影響該地區人民日常生活的事

務」，本研究依此定義及前測結果，將可能牽涉到的公共事務議題種類分

列如後。另外，部分言論屬於看板管理事務、討論規範等問題，例如檢

舉不當言論、管理者對檢舉的處置等，以此類內容為主的分析單元不列

入公共事務而獨立成一類。 

1. 未涉及公共事務議題，僅涉及看板管理事務。 

2. 未涉及看板管理事務或公共事務議題。 

3. 涉及公共事務議題：由於在一則分析單元中有時會涉及數個不同面向

的公共事務，因此本題項在公共事務種類部分採複選方式統計，並以

以下共 16種（含其他）議題為基準，計算每一單元牽涉的議題數量，

以釐清牽涉議題的複雜程度。 

a. 國家認同、定位、體制、與路線：包括民主憲政體制、統獨、省

籍族群議題、本土化、正名、去蔣等議題。（以下簡稱「認同與

體制」） 

b. 國內政治利益團體、政黨組織：包含這些團體組織的路線訴求、

事務運作、綱紀規範、人事規劃等議題。（以下簡稱「政治組織」） 

c. 國內公眾人物的表現與操守：僅包含個別公眾人物的專業表現、

績效、危機處理、清廉程度等與公共福祉相關的議題，至於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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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醜、興趣嗜好、感情緋聞等與公眾無關的私人問題，則不屬其

中。（以下簡稱「公眾人物」） 

d. 國內選舉議題：泛指地方選舉、全國性選舉、公投等一般公民得

以參加之選舉，而不包含政黨內部選舉、議會內部選舉在內。（以

下簡稱「選舉」） 

e. 國內法令治安議題：包括法令規範的制訂與修正、大法官、法院、

檢調系統、社會秩序、特定司法案件、治安犯罪率等議題。（以

下簡稱「法令治安」） 

f. 國內經濟民生議題：包括財政、金融、產業、景氣、物價、建設

計畫、各項經濟指標等總體經濟問題，以及食衣住行、休閒活動

等一般民眾的民生問題。（以下簡稱「經濟民生」） 

g. 國內社會福利議題：包括醫療公衛制度、社會保險、津貼以及勞

工、婦女、老人、兒童、貧窮、傷殘等各弱勢族群的相關議題。

（以下簡稱「社會福利」） 

h. 國內教育學術議題：包括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等整體

制度面議題，以及學術研究相關討論。（以下簡稱「教育學術」） 

i. 國內文化議題：包括特定文化的歷史與現象、藝文活動、文化交

流、文化產業、文化資產保存等相關議題。（以下簡稱「文化」） 

j. 國內媒介議題：包括媒介政策、媒介組織、媒介產權、媒介工作

者專業性、媒介社會責任、媒介影響力等相關議題。（以下簡稱

「媒介」） 

k. 國內生態環保議題：包括污染防制、資源回收、水土保持、廢棄

物處理、水資源維護、瀕臨絕種動物保育等議題。（以下簡稱「生

態環保」） 

l. 國內體育議題：包括體育人才培訓、國內體育賽事、我國有參加

的國際體育賽事、職業運動管理、傑出運動員表揚等相關議題。

（以下簡稱「體育」） 

m. 國內國防軍事議題：包括軍備武器採購研發、台海戰爭問題、國

防體系組織、軍事人才培訓與表現、國安情治等相關議題。（以

下簡稱「國防軍事」） 

n. 兩岸事務：牽涉中國、港澳地區的公共事務，如台海政治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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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三通、產業西進、台商等問題屬之。 

o. 國際事務：牽涉兩岸以外的其他國家之公共事務，如外交事宜、

國際軍事、經貿情勢等議題屬之。 

p. 其他公共事務：不屬於以上者。 

（三） 言論形式：此類目關切的是言論的主觀或客觀情形。 

1. 事實陳述：指轉載或轉述客觀、可查證的事實，包括事件、資料、新

聞報導等，未摻雜個人意見的發表。 

2. 意見抒發：指發表個人主觀的想法、判斷、推論、評價、質疑、決策

等。轉載社論等評論性文章、其他人發表的意見等，亦屬於此部分。 

3. 夾敘夾議：指同時包含前兩者的內容者。 

4. 其他：不屬於前三者的發表，例如未存立場的詢問等。 

（四） 言論政治光譜：此類目僅以言論所呈現部分進行判斷，至於言說者本身

實際上的政治傾向則不討論。另外，若文章中包含發表者的個人言論，

則以此部分為主要分析對象，若僅轉貼資料而未加入個人意見，則以其

轉貼的資料進行分析。26
 

1. 泛藍：不論是否對泛綠陣營提出批判，只要言論中包含對於泛藍陣營

的支持而未支持泛綠陣營者屬之。 

2. 非泛藍而反綠：言論對於泛綠陣營提出批判，但未顯露本身支持的陣

營。（以下簡稱「反綠」） 

3. 中立：言論中同時批判或同時支持泛綠與泛藍陣營。 

4. 泛綠：不論是否對泛藍陣營提出批判，只要言論中包含對於泛綠陣營

的支持而未支持泛藍陣營者屬之。 

5. 非泛綠而反藍：言論對於泛藍陣營提出批判，但未顯露本身支持的陣

營。（以下簡稱「反藍」） 

6. 不明確：無法看出對於泛藍或泛綠陣營明確支持與批判者。 

 

                                                 

26      文章發表者轉載他人所發表的文章，不必然代表同意其觀點，但若不認同該篇文章，必然

會加上自己的觀點甚至對其加以批判，而不可能僅轉載卻未加註個人意見；所以若僅轉載，本

身卻完全無意見發表，可視為發表者認同該篇轉載文章內容。以下「言論語氣」、「情緒涉入」、

「論證提出」三題項亦採取此認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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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言論語氣：此類目主要針對文章發表者個人意見來進行分析，若僅轉貼

資料而未加入個人意見，則以其轉貼的資料進行分析。 

1. 質疑批判：指以指責、攻訐、反諷、質疑等方式，對於特定人事物賦

予負面的價值評斷。 

2. 肯定讚許：指以稱讚、頌揚、褒獎、迴護等方式，對於特定人事物賦

予正面的價值評斷。 

3. 兼有或不明：前兩者皆有或皆否的言論，如詢問、請求、建議等。 

（六） 情緒涉入程度：此類目主要針對文章發表者個人意見來進行分析，若僅

轉貼資料而未加入個人意見，則以其轉貼的資料進行分析。 

1. 發言態度平和冷靜、就事論事，未使用情緒性詞彙。（以下簡稱「平

和冷靜」） 

2. 發言時摻雜輕微個人情緒，例如誇飾、反諷、消遣、詰問等語氣，或

使用較溫和的情緒性詞彙。（以下簡稱「輕微情緒」） 

3. 發言時摻雜強烈個人情緒，例如無禮、激動、謾罵等語氣，或使用人

身攻擊、髒話等詞彙。（以下簡稱「強烈情緒」） 

（七） 是否提出論證：哈伯瑪斯認為，當言說行動的「真實聲稱」或「正當聲

稱」受到質疑時，須以「理性討論」解決，也就是溝通雙方提出論證

（argument）和反論證（counter-argument）來辯論，以決定接受或拒絕某

一聲稱。此類目主要針對文章發表者個人意見來進行分析，若僅轉貼資

料而未加入個人意見，則以其轉貼的資料進行分析。 

1. 言說行動並未包含關於「真實聲稱」或「正當聲稱」的主張或質疑，

不需提出資料或推論做為證據。（以下簡稱「不需論證」） 

2. 言說行動包含關於「真實聲稱」或「正當聲稱」的主張或質疑，而未

提出資料或推論做為證據。（以下簡稱「欠缺論證」） 

3. 言說行動包含關於「真實聲稱」或「正當聲稱」的主張或質疑，有提

出論證，但僅依據個人經驗、出處及內容不明確的資料、或邏輯不嚴

密的推論為之。（以下簡稱「簡單論證」） 

4. 言說行動包含關於「真實聲稱」或「正當聲稱」的主張或質疑，有提

出論證，且論證過程中能夠清楚引述出處明確的事實數據資料、新聞

或專家意見，或以縝密的邏輯關係進行推論。（以下簡稱「嚴謹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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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信度檢定與資料登錄信度檢定與資料登錄信度檢定與資料登錄信度檢定與資料登錄 

就以內容分析法檢驗的部分，由兩位編碼員負責進行資料的登錄。一位即為

研究者本身，另一位則為新聞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的學生，兩位皆修習過研究方

法的課程與實際操作的訓練。編碼員根據編碼規則、類目定義、編碼程序，逐篇

登錄分析單元的資料，完成後，將原始資料輸入電腦，以 SPSS 13.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式包括下列二種： 

（一）次數分析（frequency）：此項分析呈現的是資料依類別出現的次數分配

與百分比，本研究中利用統計表或分配圖的方式表示。 

（二）交叉分析（crosstabulation）：這是用來觀察分析兩個變項間的數值呈現

何種關係，本研究以表格列出兩個變項之間交叉分類的次數、總和以

及百分比。並以皮爾森卡方分析（Pearson Chi-square）的係數（簡稱 p

值）來檢視是否達到顯著相關的程度。其顯著程度的數值，採取統計

學中普遍被接受的的原則為： 

1. 0.01＜p≦0.05 時，表示兩個變項間的交叉分析有顯著差異。 

2. p≦0.01 時，則表示兩個變項間的交叉分析有極度顯著差異。 

3. p＞0.05 時，表示兩個變項間的交叉分析無顯著差異。 

 

在開始編碼前，本研究先行實施兩位編碼員的信度檢測。測試的樣本數量以

全部樣本 10%的比例為基準，亦即全部樣本數共 1099篇，抽取其中的 110篇進行

測試。在測試之前，先由研究者說明研究目的、解釋編碼類目與選項之意義，之

後便開始進行信度測驗。依據 Holsti（1969；轉引自王石番，1991）提出的內容分

析法相互同意度以及信度公式，計算二位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及信度，公式如下： 

 

 

 

 

 

 

平均相互同意度 ＝ 
2M 

N1 + N2 

信度 ＝ 
n × ( 平均相互同意度 ) 

1 + [ (n-1) × ( 平均相互同意度 ) ] 

M為完全同意的數目 

N1為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為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 為參與編碼人員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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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類目的相互同意度未達 0.85 者，兩位編碼員則針對有問題或難以判斷的

部分進行討論，待獲得共識、熟悉判斷準則後，針對該類目重新進行檢測，至所

有類目均達 0.85 以上為止。信度檢測結果，相互同意度最低的類目達 0.86，所有

類目的平均相互同意度達到 0.95，信度則為 0.97，詳見附錄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