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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 

    在本章之中，研究者首先說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其次，研究者將介紹本研

究的研究方法，由於本研究尚屬於探索性研究，因此將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

度訪談法與參與觀察法作為研究方法。最後，研究者將討論深度訪談與參與觀察

執行時，研究者將面臨的研究倫理問題。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繪製 

圖 1-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希望透過上述這個架構圖，來研究角色扮演者（COSER）與他人的

互動關係。由於角色扮演者本身是進行角色扮演活動的靈魂人物，可說必須要有

角色扮演者的存在，才能使得角色扮演活動成為可能，因此，本研究架構圖將角

色扮演者的位置擺放在最核心的地方，並且以橢圓形的圖示來表現。此外，角色

扮演者必然在活動過程前後，與其他的角色扮演者產生互動，因此研究者以雙箭

號來表示角色扮演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COSER 

觀眾 
店家 

個人工作室 
攝影者 

其他 COSER COSPLAY
正式表演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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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研究者希望在研究架構中討論到角色扮演者與其他行動者的互動，在

此架構圖中研究者以長方形來表現其他行動者。這些行動者包括了店家、與攝影

師、與觀眾。研究者分別以雙箭號將攝影師、店家（或個人工作室）、觀眾與角

色扮演者連接起來，以表示她們與角色扮演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除此之外，由於

攝影師、觀眾與角色扮演三者之間在角色扮演實際活動進行時，是屬於最重要的

行動者，因此研究者以虛線將這三者圈起來。除此之外，攝影師由於在事前準備

的時候，也就是在實際活動之外，也會與角色扮演者進行互動，因此也以一個雙

箭號來連接攝影師與角色扮演者，代表他們之間在實際活動之外的互動關係。店

家和個人工作室，由於也是在事前準備階段與角色扮演者互動，因此也不屬於虛

線（實際扮演活動場域）的範圍內。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於之前缺乏足夠的理論和實証研究，因此基本上是屬於探索性的研

究，擬採用質性的研究方法。為何要採用質性的方法呢？當研究者對於所想研究

的對象沒有深入的了解時，質性研究方法可說是最有用的研究途徑。雖然量化資

料的蒐集能夠幫助研究者迅速獲得該研究對象的整體相關資料，然而因為對於研

究對象欠缺清楚而且整體的認識，可能在蒐集量化資料時產生問題，例如設計問

卷上因為不了解研究對象而設計出有問題的問卷，或者因為對研究對象不了解，

而產生抽樣的問題。質性研究方法可以適當地避免此一問題；它的目標是對陌生

的研究對象進行探索式的深入了解，而這一點與本研究的研究目的不謀而合。本

研究的研究目的也在於深入而且清楚地認識台灣的角色扮演活動。在對於角色扮

演活動並未建立起足夠的了解之前，貿然使用量化研究方法是困難且危險的。 

其次，作為一個探索性研究，需要從多個方面來蒐集資料，以充分了解此一

陌生研究對象的全貌。然而目前的量化研究方法以發放問卷為主，蒐集資料的方

式難以全面而深入。相反地，質性研究方法之中就擁有多種的資料蒐集方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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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深度訪談法、焦點團體法、參與觀察法、口述歷史法等等。研究者認為，唯有

透過質性研究中多樣化的蒐集資料方式，才能夠拼湊出目前台灣角色扮演界的全

貌，也才能夠建立起穩固的基礎以供後人持續地研究。本研究使用深度訪談法以

及參與觀察法兩種方法，並且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設定了多樣化的受訪者種

類以及不同的田野場域，來研究角色扮演活動中，角色扮演者們是如何與其他群

體進行互動。透過深入訪談，來研究角色扮演者是如何去準備與執行她們的角色

扮演活動、試圖了解角色扮演者對其他群體的看法，對於角色扮演社群的認同、

以及如何去回應社會上其他群體對她們的看法等等。其次，透過參與觀察角色扮

演的活動，希望能觀察到角色扮演活動進行的詳細資訊，希望觀察到角色扮演者

與攝影者的互動、與一般動漫迷的互動、與其他角色扮演者之間的互動等等。以

下就本研究實際執行的方式進行說明。 

一、網路問卷 

由於本研究屬於一個探索性研究，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可說是了解並不深

入，因此研究者在擬定深度訪談的訪談大綱時，深怕對於訪談問題無法掌握而產

生訪談上的疏漏。為了盡量避免訪談問題產生疏漏，研究者便將訪談大綱整理為

一份文件，並以問卷的形式寄給一位認識的角色扮演者朋友，請該角色扮演者，

替研究者以 E-MAIL 的方式轉發給其他也是角色扮演者的朋友填寫。除了請這些

E-MAIL 填答者回覆訪談問題之外，並且請這些網路填答者回覆該訪談大綱的疏

漏與錯誤之處。實際執行之後，研究者發現網路填答者並未表示該訪談大綱具有

很嚴重的問題，因此研究者便實際地將該訪談大綱用作深度訪談的訪談大綱。研

究者認為，這些網路問卷雖然不像深度訪談那樣具有非常深入的談話內容，但是

在問題的回答上，同樣都是屬於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對於角色扮演活動的理解也

是非常具有幫助。甚至，研究者猜測由於網路上的匿名特性，不用怕被暴露身分，

因此這些網路問卷填答者有可能更能說出最真實的狀況來。因此，本研究依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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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路問卷的訪談內容，作為引用以及分析的資料來源。整體而言，研究者將

網路問卷的填答者的相關資料整理之後，以下表呈現出來： 

表 1-1 網路問卷受訪者一覽表 

受訪者編號 身分 扮演經歷 扮演主題 每年參加活動數量 

No.1 角色扮演者 9 年 ACG 不一定 

No.2 角色扮演者 12 年 霹靂布袋戲 2~3 場 

No.3 角色扮演者 五專開始 ACG 2 場左右（有時 4 場）

No.4 角色扮演者 5 年 霹靂布袋戲 不超過三場 

No.5 角色扮演者 4 年 ACG 台中有辦場~就幾乎

都有去參加。 

No.6 角色扮演者 8 年 ACG 4 場 

No.7 角色扮演者 高中開始 ACG 2~3 場 

No.8 角色扮演者 7 年 ACG 平均 3 場 

No.9 角色扮演者 5 年 ACG 與霹靂

布袋戲皆有 

平均 4 場 

本研究製表 

在所有九份問卷中，受訪者的身分全部都屬於角色扮演者。至於角色扮演的

資歷，有四位是超過五年以上的資深角色扮演者，其中資歷最深的角色扮演者，

已經接觸角色扮演有十二年之久。另外有三位是資歷在五年以下的資淺角色扮演

玩家，另外兩位因為並沒有直接回答接觸的年數所以無法得知。在扮演的主題方

面，有兩位受訪者是以扮演霹靂布袋戲為主，分別是 No.2 與 No.4。其餘的六位

角色扮演者，扮演主題則是以 ACG 角色為主。受訪者之中有一位比較特別，他

不但提到了扮演 ACG 角色，也提到了扮演霹靂布袋戲的角色。最後是每年會參

加的場次，從回答來看參加二到三場的人是最多的，有四位受訪者。每年參加四

場的人則有兩位。其中有一位受訪者，則表示只要台中有辦活動他就會去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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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以地理環境作為最優先的考量。 

二、深度訪談法： 

由於本研究希望並不只是將焦點放在角色扮演者本身，因此，深度訪談的樣

本會廣泛到訪問其他的行動者。不過，受到研究者時間、經費、精力等等的限制，

因此研究者也無法一視同仁地全部抽取所有的行動者，訪問的重心仍將停留在角

色扮演者上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角色扮演者乃是串起角色扮演活動所有相

關行動者的中心所在，其重要性是最高的。因此在抽樣方面，本研究也以角色扮

演玩家為第一優先。在抽樣方式上，首先是立意抽樣，由於本研究已經事先區分

了台灣角色扮演中的兩大主題：動漫畫與電玩的角色（ACG）與霹靂布袋戲。

之所以會挑選這兩大主題，是因為比起遊戲、電影、視覺系樂團等等不同的角色

扮演主題，ACG 與布袋戲的主題在角色扮演的人數上最多，也最具有代表性。

因此實際抽樣也將分成兩部分。在訪談最後完成之後，研究者將本研究所訪談到

的受訪者整理過後以下表來表示： 

表 1-2 深度訪談受訪者一覽表 

受訪者代號 性別 身分 扮演資歷 扮演主題 所在地區

禔 女 角色扮演者 國三開始 霹靂布袋戲 高雄 

風 女 角色扮演者 高一開始 ACG 台北 

青 女 角色扮演者 高中開始 ACG 台北 

雁 女 角色扮演者 8 年 霹靂布袋戲 台北 

綠 女 攝影師&角色扮演

者 

4 年 霹靂布袋戲 台北 

苓 女 角色扮演者 國中開始 霹靂布袋戲 新竹 

樂 女 角色扮演者 2 年 霹靂布袋戲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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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女 角色扮演者 高中開始 ACG 台北 

君 女 動漫迷&同人作家 國一開始 ACG 台北 

某 男 攝影師 4、5 年 皆有 台中 

奕 女 假髮製作師 10 年 皆有 台北 

本研究製表 

首先就數量而言，本研究總共訪問了十一位受訪者。就性別而言，則只有一

位是男性的受訪者，而且身分為資深的專業攝影師。其次，就身分而言，有七位

受訪者是以角色扮演者的身分為主。另外，則有一位受訪者「綠」，是以資淺（資

歷不超過五年）的攝影師身分為主，但是她也同時具備有角色扮演者的身分，只

是目前已經退出角色扮演這個活動。因此，就身分為攝影師的行動者而言，研究

者共訪問到兩位。在動漫迷部分，研究者訪問到一位，最後，在店家部分研究者

也訪問到一位假髮製作師。接著，就資歷超過五年者（依身分不同而有角色扮演

資歷、攝影資歷與製作假髮資歷的不同）而言，則有資深的角色扮演者五位，資

淺的角色扮演者兩位。就攝影師資歷而言，則訪問到了資深和資淺各一位。就店

家與動漫迷而言，則各訪問到一位，店家為資深的製作師。第三，就從事的主題

而言，以 ACG 為主的角色扮演者有四位，以霹靂布袋戲為主的角色扮演者也是

同樣有四位。以攝影師而言，拍攝霹靂布袋戲為主的有一位（綠），另一位受訪

攝影師則是拍攝霹靂布袋戲與 ACG 兩者皆有。對於動漫迷來說，她參與的主題

以 ACG 為主，對於製作師來說，她製作的假髮主題則是布袋戲與 ACG 的角色

皆有。最後則是所在地區的部分，為了打破地域的限制，因此研究者積極地尋找

除了台北縣市以外的受訪者。因此針對角色扮演者的部分，大台北地區的有四位

受訪者。其他地區的角色扮演者包括了高雄一位，桃園一位，以及新竹一位。最

遠的是南台灣的高雄。在攝影師部分，一位來自台北而另一位來自中台灣的台中

市。至於動漫迷與店家部分，則是都來自台北地區。 

  三、參與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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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場域將設定為角色扮演活動籌備、進行與討論的場域，並且考量到研究

者本身的時間與經費限制，田野場域的地點選擇在北部，並限定以台北縣市為

主。台北市這個地區對於台灣的角色扮演現象來說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於主要

的角色扮演活動大部分都在台北市舉辦。根據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中角色扮演討

論版的資料而言，在全台 2008 年度預計舉辦的 15 場角色扮演大型場次活動中，

其中有高達 8 場，超過一半的場次是在台北市舉行，並且角色扮演界的兩大場次

CWT 以及開拓動漫祭，都在台大巨蛋體育館舉行。也因此，台北的角色扮演者

在人數上最多，對於角色扮演的相關資訊與資源等等在台北搜尋也比在其他地區

容易得多。至於中部的活動預計只有一場，南部場次雖然也很多，仔細觀察之下

可以發現地點相當的分散，可見各由不同單位主辦。研究者在考量到研究者本身

的經費以及時間精力等限制，決定以參加北部的角色扮演活動作為參與觀察的田

野場域。 

就田野場域的類別來說，研究者參與的田野場域包括有實際活動與網路兩大

方面。以下就分別敘述研究者在實際活動以及網路的田野場域中的參與觀察執行

狀況。 

一、角色扮演活動真正進行的場域，例如台北國際書展中包括的漫畫展、開

拓動漫祭等等。由於這是角色扮演主要進行的地點，因此觀察這類的活動就特別

重要，透過觀察開拓動漫祭等等展場活動，才能實地了解到角色扮演者是如何進

行角色扮演的，以及實地了解到角色扮演者與攝影師、觀眾這三者之間的互動狀

況。研究者已經於 2007 年的八月和 2007 年的十二月份，參加過兩次的角色扮演

活動，並且實際地進行參與觀察。除了前往會場活動進行田野觀察之外，研究者

並且於研究進行期間，前往其他不同類型的角色扮演活動場地，進行參與觀察。

這些活動包括角色扮演戲劇活動，以及角色扮演者作為主持人的 CD 簽名會活動

等等。角色扮演戲劇活動是在一個當代藝術館所舉辦的角色扮演活動，邀請到角

色扮演劇團前往表演，活動內容為角色扮演者作為演員，演出一齣戲劇。CD 簽

名會活動，則是主辦單位邀請一位角色扮演者前往擔任主持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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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路上關於 COPLAY 的討論區、角色扮演專門網站、角色扮演者的個

人網誌等等。透過參與觀察網路上角色扮演者與其他人的互動，了解到角色扮演

活動的其他層面，包括角色扮演者是如何在網路討論區中事先約團的，如何透過

個人網誌與網路討論區分享角色扮演者的照片，以及如何與網路上的其他同好分

享心得與互相討論。研究者認為這些都是可以深入觀察角色扮演的相關網路討論

區以及網站所能觀察到的重點。研究者實際前往的是巴哈姆特資訊站的角色扮演

討論區、PTT 的角色扮演討論區、天空部落格、角色扮演聯合聲明網站、角色扮

演者的部落格，以及國內最大的拍賣網站中，關於角色扮演服裝販賣的專區。在

此同時，研究者搜尋了日本以及大陸的主要拍賣網站，以充分了解角色扮演服裝

的國際生產與銷售管道為何。 

研究者在進入田野場域進行參與觀察時，研究者本身在田野之中所扮演的定

位，則為「完全的觀察者」。研究者為了對角色扮演活動，進行徹底且完整的觀

察，因此將研究者自身定位為完全的觀察者。作為完全觀察者的好處，是能夠以

旁觀者的身分，徹底觀察田野場域中所發生的事件，角色扮演者與他人的互動等

等，而不需要花費心力去參與該活動。研究者認為，在目前學術界對於角色扮演

活動缺乏全盤理解的狀況下，以完全的觀察者身分進入田野，可以從觀察中得到

最多的資訊。然而完全的觀察者也有其缺點，就是無法以參與者的身分進入田野

場域，可能會錯失一些只有活動參與者才會知道的資訊。儘管如此，研究者為了

增加更多對於角色扮演活動的觀察與認識，因此還是選擇了能夠得到更多客觀資

訊的完全觀察者，作為研究者進入田野場域的定位。 

  參、研究倫理 

    由於本研究採用了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度訪談法，必然會考量到研究倫理的

問題。由於深度訪談的過程中會牽涉到個人的隱私，例如家庭、學校、人際關係、

價值觀等等，因此研究者有必要遵守一定程度的倫理規範。陳向明（2002）在他

關於質性研究的書中，便提到研究者應該遵守的規範主要有三個：對受訪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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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研究過程中應該徵得受訪者的全權同意，以及對受訪者不可有所隱瞞（陳

向明，2002）。根據這三點，研究者也努力在本研究中遵守陳向明所提出的倫理

性規範，在訪談過程中盡力不違背此三點規範。 

    在第一點對受訪者權益的保障上，研究者在訪談開始之前，就會先詳細敘述

受訪者的權益給受訪者知曉，包括確保他的個人資料匿名與保密、不會再閱讀論

文時被外人認出身分、訪談過程中有不願回答或者希望停止錄音時，就可以馬上

喊停、事後也不會將研究資料外洩等等。研究者確定受訪者完全了解他的權益之

後，會請受訪者簽下訪談同意書，之後才開始進行訪問。至於第二點，研究過程

中應該徵得受訪者的全權同意的部分，研究者會事先給予受訪者「訪談同意書」，

讓她們確實同意之後才開始訪問。在訪談過程中，對於拒絕回答問題，或者想要

中途退出的受訪者，也給予絕對的尊重。最後，關於對受訪者不可有所隱瞞的部

分，研究者也在訪談過程前後努力遵守，清楚地告知每位受訪者本研究的研究問

題、研究目的與動機，並且針對受訪者所提出的疑問，研究者都會仔細而且毫不

隱瞞地回答。 

    至於進入田野場域進行參與觀察時的研究倫理問題，研究者也要在此說明。

研究者在田野場域之中，採取了隱藏自己研究者身分的舉動。由於研究者前往的

田野場域，包括了角色扮演活動的大型會場、角色扮演者擔任主持人的簽唱會以

及角色扮演戲劇活動，這些都屬於公開性質的活動，因此基本上是開放給大眾參

觀的。由於這些活動公開的特性，導致有許多旁觀者前來參加活動，讓研究者在

進行參與觀察的時候，不需要表明自己的研究者身分，就可以從旁觀者的觀點來

觀察活動進行的狀況。此外，也由於這些活動都是公開而且在開放的場地舉行，

因此會有許多人前來參加，包括角色扮演者、攝影者、觀眾等等。正因為每個活

動都有這麼多的參與者，研究者不可能一一向每一位參與者都表明自己的研究身

分，所以隱藏自己的研究者身分是最節省時間與精力，同時合情合理的做法。最

後，由於角色扮演活動對於角色扮演者來說就是一種「展現自我」的方式，因此

角色扮演就是要公開地展現在他人面前。對於角色扮演者來說，在他人面前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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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扮演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因此不需要事前徵求她們的同意，就可以在

旁邊觀察她們的扮演活動。總而言之，由於以上的幾點原因：活動公開、參與者

眾多以及角色扮演活動本身的開放性質，研究者選擇了隱藏自己的身分，採取一

個隱密的觀察者角度，以求能客觀並且徹底地觀察活動的進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