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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質性研究方法的資料分析比較

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林本炫

問題的緣起

質性研究方法並非始自今日，二十世紀初期，社會科學裡已經有

質性研究的傳統。（Vidich and Lyman 1994）1970 年代現象學、詮釋學

和俗民方法學對當時的量化研究提出批判以來，展開這一波的質性研

究方法的復甦。而自 1990 年代以來，資料分析的問題開始成為質性

研究方法的重要問題。（Gobo 2005）國內自十幾年前胡幼慧等人（1996

）開始有質性研究方法書籍正式介紹、探討質性研究方法，其後各種

介紹質性研究方法的書籍大量出現。雖然各學科之間有差異性存在，

但國內的學術論文以及研究生的碩士論文，以質性研究方法完成者大

幅度增加。量化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逐漸成為相互並行、相輔相

成的研究取向。

在學術界開始瞭解、接受並大量應用質性研究方法從事研究之後

，對於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方法的需求開始慢慢浮現。就書籍的出版

來說，除了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以及應用社會

學系出版的一系列質性研究方法專書（齊力、林本炫 2003，林本炫

、何明修 2004，林本炫、周平 2005，周平、齊偉先 2006）之外，張

芬芬（2005）翻譯的《質性研究資料分析》（Miles and Huberman 1994

）以及王國川、翁千惠（2005）翻譯的《質性資料分析——如何透視

質性資料》（Boyatzis 1998），是其中的代表。這兩本書雖然都是譯著

，但由此可以發現，國內有關質性研究方法的探討，已經從質性研究

方法的介紹和討論，進展到具體探討資料分析方法的階段。

因此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是以紮根理論研究法、現象學研究法

以及主題分析法為例，探討不同質性研究方法所採取的資料分析方式

是否有所差異？同樣是採用所謂的「深度訪談法」，不同研究方法和

訪談形式間之關係，以及由此衍生不同研究方法和資料分析的關係。

最後則討論，如果採用質性研究電腦軟體，資料分析方式和電腦軟體

之間的關係。



2

編碼在質性資料分析上的重要性

自從Glaser 和 Strauss（1967）在《紮根理論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一書中，提出「編碼」（coding）的概念，主張對

質性資料的分析，必須透過「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編碼

」等三個步驟，對參與觀察或者訪談資料進行分解，進而提煉概念、

範疇，並透過分析、探討這些概念、範疇彼此的關係，呈現研究發現

，此後「編碼」的主張即深深影響著質性資料的分析。目前一般探討

質性研究方法的專書，不論是否主張紮根理論研究法，幾乎都會提到

編碼這個資料分析步驟（Glesne 2005：180-194，Richards 2005：86-102

，Boyatzis 1998/2005：74-130），由此可見「編碼」這個步驟對於質性

資料分析的重要性。

Miles 和 Huberman 在《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一書中，也強調編碼

的重要性。在初步的資料分析中，他們這樣說：

編碼就是分析。分析要做的就是檢閱一組札記（已轉謄的

或是已綜合的），有意義的切割他們，但要保留部分與部

分之間的關係。這意味著你要區分與連結你已取用的資料

，以及你所做的相關省思。

代碼（codes）就是標籤，它們是意義的單位，你把這個

標籤指定給所蒐集到的描述性或推理性的資料。通常代碼

可以指定給長短不一的文字——字詞、片語、句子，或段

落（連結或不連結至某地點的均可）。代碼可以是平鋪直

敘的，也可以是較複雜的（例如一個譬喻）。

代碼是用來檢索與組織文塊的。組織的工作牽涉到某一系

統，你要用此系統來將類目貼在各文塊上，然後研究者才

能很快地把一段段文字找到、引出、彙集起來，進而和某

一研究問題、假設、構念或主題等關連起來。資料經此集

中後，再將濃縮的段落展示出來，然後就可以引出結論了

。（Miles & Huberman 1994/2005：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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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段話典型地指出了運用編碼的步驟進行質性資料分析的精

髓。由此可見，對質性資料進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對資料進行編碼

，由此產生許多的「代碼」。Miles 和 Huberman 認為，代碼按照其性

質，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描述性的代碼，第二種是詮釋性的代碼

，第三種則是主題／主旨代碼（pattern code）。描述性的代碼是低詮釋

性的，研究者只是把一類現象歸給一個詞彙。而詮釋性代碼則涉及到

較為深層的意義或動機的掌握。至於主題／主旨代碼推理性與解釋性

更高，通常也是一個詞彙，這個詞彙會指出這個被類推的主題或組型

。（Miles & Huberman 1994/2005：122-125）由於代碼的實質內容可能

有這些差異，因此在一個實際的研究中，可能在研究的不同階段而浮

現這三類不同的代碼，也可能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向的質性研究，在使

用代碼對資料進行分析時（如果有的話），所使用（浮現）的代碼有

著實質上的差別。

編碼和訪談的關係

「編碼」對於質性資料分析的重要性，尤其顯現在無結構的訪談

。訪談一般可以分為結構化的訪談、半結構的訪談以及無結構的訪談

三類。（陳向明：229-230，潘淑滿 2002：141-143，王仕圖、吳慧敏 2003

：95）所謂「結構化的訪談」，其實就是使用問卷的訪談。在英文的

用法裡，透過一對一直接交談而取得資料，就是訪談（interview）。如

果是使用問卷為工具，以當面的交談而取得受訪者資料，就是所謂的

「面訪」，至於透過電話交談而取得資料者，則為電話訪問。

所謂的「半結構訪談」就是事先設計訪談大綱，按照訪談大綱的

提示和受訪者進行訪談。這個訪談大綱可以是很正式的訪談綱要，研

究者對所有的受訪者都詢問相同的問題，但並非以問卷的嚴格形式進

行。或者這個訪談大綱也可以是非常具有彈性的提示，研究者可以按

照各個受訪者的不同情況，彈性調整訪問問題的順序乃至於發問方式

等。而所謂的「無結構訪談」則是沒有訪談大綱，研究者在進行訪談

時只有腹案和提示，並且這腹案可能隨著研究的進行而不斷調整。而

所謂的「半結構訪談」和「無結構訪談」，就是一般所稱的「深度訪

談」。（王仕圖、吳慧敏 20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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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國內學界的中文語意裡，「訪談」常常指的就是問卷調查

以外的訪談，但一般介紹質性研究方法的書籍裡，又往往將訪談分為

上述三種類型，初入門的讀者不明就裡，常常就弄不清楚，以為質性

研究方法裡還有一種「結構化的訪談」，如墜五里霧中，甚至還會困

惑著，以為質性研究方法裡的「結構化訪談」和「半結構訪談」的差

別到底在哪裡。

國內一般介紹質性研究方法的專書，通常除了介紹、探討各式各

樣的質性研究方法之外，在討論到訪談法的部分，通常也只將訪談分

為以上三種。但卻極少提到，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否資料分析的方法

也有所不同？甚至於，同樣是「訪談」（或者就說是「深度訪談」），

採取不同研究方法之下的「訪談」，其進行方式、訪談形式可能也有

不同，因此處理訪談資料的方式可能也有不同。

一般研究生在撰寫學位論文的研究計畫書時，在研究方法部分常

常會提到要使用「深度訪談法」，通常這時候把訪談看成是只有一種

形式，並且所謂的「深度訪談」常常指的就是「半結構訪談」。忘了

交代在不同研究方法下「訪談」的差異，以及在該研究方法下，所謂

的訪談究竟要如何進行。譬如說，如果研究方法（或者更應該說是「

資料蒐集方法」）是採用訪談法，並且宣稱要依循紮根理論研究法來

進行研究，那麼這時候的訪談，按照紮根理論研究法的主張，應該是

要採取「無結構的訪談」，並且在訪談過程中要適當的追問，而且追

問是很重要的動作和能力。如果是採敘事分析法，則通常不但不可以

有訪談大綱（指半結構訪談那樣的訪談大綱），而且不鼓勵追問。

何時要採用半結構訪談，何時要採用無結構訪談呢？除了要看研

究者採用何種研究方法之外，也要看研究的主題。半結構訪談因為有

訪談大綱作為指引，對於初學者來說較容易掌握。如果訪談大綱設計

得宜，可以得到有意義的發現。也就是說，問對了問題，就是成功的

一半。但是半結構訪談的訪談大綱，不但可能不切題（make sense）（

陳介玄 2004），而且可能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危險。也就是

說，受訪者是因為研究者問了這樣的問題，才開始去想這個問題，因

此給出一個說法。無結構的訪談對於初學者來說不但較不容易掌握訪

談的進行節奏，也不容易在適當時候追問，而更麻煩的是，無結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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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資料更不容易處理。

雖然在半結構訪談進行中，有訪談大綱作為指引，受訪者也未必

完全按照研究者的問題而談話，可能會逸出訪談大綱之外，或者受訪

者會主動提到他認為重要，但研究者卻沒有問到的話題。但大體說來

，受訪者的談話有一定的順序，而且因為研究者對每位受訪者都詢問

相同或類似的問題，因此在資料整理上相對較為容易。然而無結構訪

談是讓受訪者像說故事般接受訪談，而研究者在適當時機加以追問，

因此每位受訪者談話的內容、順序很可能有極大的差異，因而整個訪

談的內容未必每一部份都是有用的。我們可以把無結構訪談做這樣的

比喻：無結構訪談就像是挖金礦的工人，帶著工具下到一、二百公尺

甚至更深的礦坑裡，挖出一噸又一噸的礦沙，但這些礦沙運到地面上

之後，經過提煉，可能只有幾公斤甚至更少的有用黃金。

透過「編碼」的步驟，把無結構訪談的訪談資料提煉出概念、範

疇（category，也有譯成「類屬」、「類目」等），並且把不同受訪者之

間共同的概念、範疇加以比較，就好像是礦工的這種挖礦工作。如果

用這個比喻，那麼就可以瞭解，如果礦工下到礦坑裡，抱著每挖一剷

，都可以挖出金條或金塊，這樣的期待自然是不切實際的。對於有些

研究主題來說，如果想要透過事先設計好的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訪

談」，試圖想要由此得到「真相」，就是類似犯了這樣的錯誤。

譬如研究有關宗教皈依的主題，其中一個訪談大綱問受訪者（宗

教信徒）何以會皈依這個宗教團體，那麼研究者得到的很可能是該宗

教團體的「官方說法」，或者是該受訪者在皈依之後「目前」的心態

和想法，而非皈依當時的「動機」。雖然，任何一種的訪談所得到的

都是「事後回溯」的資料，未必都能夠當作「真相」來解讀，但類似

這樣的研究題目，使用有訪談大綱的「半結構訪談」可能就有相當的

危險性。而像是有關企管、組織方面的研究主題，詢問相關人士該公

司的成立緣起、資金來源、組織章程、人事與財務管理等等，採用半

結構訪談則是相對上比較適當，而且也較沒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的風險。

總的來說，「半結構訪談」因為有訪談大綱作為指引，受訪者的

談話有一定的順序和方向，所以在資料整理上相對較好掌握。而「無



6

結構訪談」因為沒有訪談大綱作為指引，並且每位受訪者談話的方向

和內容可能有極大差異，因此在資料整理上更難掌握。雖然「半結構

訪談」的訪談資料也需要透過「編碼」的步驟來處理，但無結構訪談

則更需要透過編碼步驟，提煉出訪談資料中的概念和範疇，並且推敲

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關係、範疇和範疇之間的關係，從而形成書寫研究

發現的主軸。

建立編碼的不同型態

如何建立編碼以及編碼系統呢？在實際的作法上，傳統的方法都

是拿一支筆在謄錄稿或田野札記上畫記，把有關同一主題的單位標示

出來，然後依其分析層級把這些單位再放在主題或次主題下。一般而

言，這些可辨認的主題（topics，或主旨（theme），或完形（gestalts）

），會以某種規律性重複出現。研究者會給這些主題命名，然後將此

主題的示例都標示上一個易記得的標籤。研究者運用剪刀、檔案卡或

電腦，將這些主題作更妥當的區分、彙集，乃至重新命名。Miles &

Huberman 1994/2005：123）

不管這裡所說的代碼（編碼）指的是什麼，眾多代碼建立之後，

就會形成代碼清單。而有些代碼彼此會相互有層級上的隸屬關係，把

層次比較低的代碼歸併到層次比較高的代碼之下，慢慢地一個研究底

下就會形成代碼的樹狀圖。因此這種代碼清單，通常就是以樹狀圖的

方式呈現，雖然有些時候是以表格的方式，而非真的畫出樹狀圖。（

參見Miles & Huberman 1994/2005：127）至於這個代碼清單或者代碼

的樹狀圖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就牽涉到代碼產生的方式。Miles 和

Huberman 認為建立代碼的方式至少有兩種。第一種較傾向於歸納的

方法：

研究者在蒐集資料前，並不需要預建代碼系統，等拿到

資料後，再來看資料在脈絡中的作用與位置，以及資料

的變異情形。基本上這就是「紮根理論」取向，這一方

法最早由 Glaser & Strauss（1967）所提出，其後又有

很多相關的發展。這種方法並不預定任何代碼，代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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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資料時漸漸出現的，乃是讓所蒐集到之資料去型

塑出代碼系統。（Miles & Huberman 1994/2005：126）

在閱讀資料過程中，研究者保持開放的態度，讓概念（代碼）自

己從資料中浮現出來，這就是開放編碼的作法。而當開放編碼產生眾

多層次較低的概念之後，進入到「主軸編碼」的階段，將相關的概念

加以聚攏。譬如在開放編碼階段浮現出「同事」、「同學」、「朋友」這

幾個概念，在主軸編碼階段，假定研究者心中尚未有「社會網絡」這

樣的概念，經過對這三個概念加以推敲之後，於是用層次較高的「社

會網絡」這一概念加以聚攏。由此可知，在這種代碼建立過程中所產

生的編碼架構（代碼清單、樹狀圖），基本上是「由下往上」產生的

。也就是先有層次較低的概念（代碼），然後逐漸往上聚攏、彙整出

層次較高的概念（代碼）。這樣產生的編碼架構可以稱為「歸納式的

編碼架構」。

第二種代碼建立的方式是預建式，也就是在分析資料之前，先建

立好若干代碼，並預先擬好各個代碼的下一層代碼。譬如在有關外籍

配偶的訪談中，研究者可能從文獻探討或者理論推演，預先知道有幾

個層面的概念是重要的，因此預先擬定編碼系統，然後根據這個預建

的編碼架構對資料進行分析。這時候研究者可能是要驗證假設，也可

能是要發現新的關係型態。譬如研究者知道外籍配偶會有生活適應、

文化衝擊、子女管教等層面的問題，並且生活適應又可以細分為夫妻

關係、婆媳關係、鄰里關係等，而文化衝擊又可分為語言、價值觀念

、行為習慣等方面。當然，在實際分析資料時，這個預先建立好的編

碼架構還是可以修正的。因為這樣的編碼架構是先產生上一層級的代

碼，再逐層往下產生較低層級的代碼（也就是上一層級代碼的分類）

，因此可以說是「由上往下產生的編碼架構」。內容分析法典型地就

是使用這種由上往下產生的編碼架構。

Boyatzit（1998/2005）則認為編碼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來發展編碼

，第一種方式是「理論驅動的編碼方式」（theory-driven approach），第

二種是「研究驅動的編碼方式」（research-driven approach），第三種則

是「資料驅動的編碼方式」（data-driven approach）。這裡所說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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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的編碼方式」和預建式編碼架構有相似之處，而「資料驅動的編

碼方式」則和歸納式編碼架構一樣，是從資料裡面產生編碼架構。

前面提到，一般所謂的深度訪談其實指的是半結構訪談和無結構

訪談兩類。無結構訪談因為沒有預先的訪談大綱或者概念為引導，因

此在資料分析階段適合採用「歸納式編碼架構」對資料進行分析，也

就是紮根理論研究法所主張者。而半結構訪談通常研究者可能想要驗

證某個理論或假設，或者研究者的訪談大綱其實就是根據某些概念或

者參考架構所設計出來，因此可以採用預建式編碼架構，事先擬定編

碼和編碼架構，然後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但是這樣的建議並非絕對

的，因為即便是採用半結構訪談，受訪者仍有可能在訪談過程中依照

自己的意思談到其他內容，此時預建式編碼架構是否合用，仍須慎重

考量。而且即便是採用半結構訪談，訪談過程中是否都能依循研究者

的訪談大綱而進行，也可能因為研究主題的不同而以極大的差異。

只要是「編碼」，都是一樣的嗎？

編碼在質性研究資料的分析如此重要，但是筆者在課堂上以及演

講時卻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很多質性研究方法，譬如紮根理論研

究法、現象學研究法，雖然對質性研究有不同主張，但是到最後都以

『編碼』的方式分析訪談資料」那麼不同質性研究方法下的『編碼』

究竟有沒有不同？」或者更具體地說，現象學研究法的「編碼」和紮

根理論研究法的「編碼」有什麼不同？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有兩個初步解答。第一個解答，紮根理論研

究法是質性研究方法當中最重視「know-how」的研究方法。從 1967

年 Glaser 和 Strauss 在《紮根理論的發現》一書中，提出「編碼」的

概念，並把編碼分成「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編碼」以來

，直到 1990 年 Strauss 和 Corbin（1990/1997）在《質性研究概論》一

書中，又把編碼進一步用具體例子和更清楚的步驟加以說明，深深影

響質性資料的分析，編碼甚至成為質性資料分析的標準步驟。而現象

學方法只在本體論、認識論層次提出主張，因此到了實際分析資料的

層面，就得借用紮根理論研究法所提出的「編碼」步驟。第二個解答

，則是紮根理論研究法和現象學研究法表面上都使用「編碼」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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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在編碼時的命名、選取訪談段落等方面，兩者其實有所不同

。如表一所顯示。

表一 五種研究傳統的質性研究方法的比較
資料分析
與呈現

傳記法 現象學 紮根理論
法

民族誌 個案研究

資料管理 創造與組
織資料檔
案

創造與組
織資料檔
案

創造與組
織資料檔
案

創造與組
織資料檔
案

創造與組
織資料檔
案

閱讀、做
筆記

閱讀文本
、在（檔
案每頁）
邊緣做註
記、形成
最初的編
碼

閱讀文本
、在（檔
案每頁）
邊緣做註
記、形成
最初的編
碼

閱讀文本
、在（檔
案每頁）
邊緣做註
記、形成
最初的編
碼

閱讀文本
、在（檔
案每頁）
邊緣做註
記、形成
最初的編
碼

閱讀文本
、在（檔
案每頁）
邊緣做註
記、形成
最初的編
碼

描述 描述客觀
的經驗組

描述該經
驗對研究
者具有的
意義

描述社會
環境、行
動者、事
件，描畫
出環境樣
貌

描述個案
及其脈絡

分類 辨明故事
指出主顯
節
辨明生命
的脈絡條
件

發現並列
出對個人
而言有意
義的陳述
將陳述聚
合成意義
單元

致力於開
放編碼—
—範疇、
屬性、屬
性的面向
化
致力於主
軸編碼—
—因果條
件、脈絡
、中介條
件、策略
、結果

以主題及
模式化的
規則分析
資料

使用範疇
式（類目
式）的組
合
建立各個
範疇（類
目）的模
式

詮釋 朝向發展 發展出一 致力於選 詮釋並使 使用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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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模式與
意義而加
以理論化

個脈絡性
的描述：「
發生了什
麼事？」
發展出一
個結構性
的描述：
該現象是
「如何」
被經驗到
的？
發展出有
關該經驗
的全面性
描述：其
「本質」

擇編碼和
故事的開
展
發展出條
件矩陣

研究發現
變得有意
義

的詮釋
發展自然
主義的概
推（通則
化）

呈現、視
覺化

聚焦在過
程、理論
、以及生
命的獨特
與一般的
特質而呈
現敘事。

呈現該經
驗「本質
」的敘事
使用有關
各個陳述
或意義單
元的表或
圖

呈現視覺
化的模型
或理論
呈現命題

透過圖、
表以及綱
要提出敘
說性的說
明。

透過圖、
表提出敘
說性的說
明。

（引自 Creswell 1998：149）

按照 Dey（1993：30-54）的說法，質性資料分析其實可以簡化為

三個步驟，就是「描述」、「分類」和「連結」。所以上述的比較表當

中，「描述」這個步驟應該放在「閱讀、做筆記」這個步驟的上方（

前面）。從表一可以看出，「閱讀、做筆記」這一欄，是五種方法都共

通的，並且都有「形成最初的編碼」這個步驟。而所謂的「在（檔案

每頁）邊緣做註記」，在有了質性電腦軟體輔助之後，事實上已經不

需要這樣做。從資料分析的具體程序來說，「閱讀、做筆記」這一步

驟就是仔細閱讀訪談逐字稿（或者參與觀察筆記等等），試圖從其中

提煉出某些東西。而這個步驟的具體差異，則在上表中的「分類」（



11

classifying）這個步驟。

從上表中看出，透過「閱讀、做筆記」這個技術性的步驟，紮根

理論研究法是要致力於發展出開放編碼和主軸編碼，而現象學方法則

是要「發現並列出對個人而言有意義的陳述（statement），將陳述聚合

（group）成意義單元」。紮根理論研究法的分析起點是提煉出概念，

進而在主軸編碼階段將概念聚攏成範疇，而現象學方法的分析起點則

是找出有意義的陳述，並進一步將這些陳述聚合成意義單元。從這兩

個基本的分析步驟來看，紮根理論研究法和現象學方法在分析訪談資

料上，都會使用到編碼的步驟，但是在閱讀、分析訪談逐字稿的段落

時，兩者認為有意義的段落，以及如何對該段落加以命名，其背後的

考量是不一樣的。

陳向明（2002：394-429）把質性資料的分析分為類屬分析和情境

分析兩大類型。類屬分析是指在資料中尋找反覆出現的現象，以及可

以解釋這些現象的重要概念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具有相同屬

性的資料被歸入同一類別，並且以一定的概念命名。類屬的屬性包括

組成類屬的要素、內部的形成結構、形成類屬的原則、類屬發揮的作

用等。類屬分析的基礎是比較，因為有比較才有鑑別，才能區別此事

物與他事物的異同。比較可以採取很多方式，如同類比較、異類比較

、橫向比較、縱向比較、理論與證據比較。（頁 395）從這一段敘述可

以看出，類屬分析的取向比較接近紮根理論研究法的資料分析取向。

也就是說，同樣是編碼，類屬分析是透過編碼產生類屬，並且藉由類

屬和類屬之間的關係來說明現象。

情境分析可以追溯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互動論、後現代主義

等研究傳統。情境分析的具體操作方式主要來自兩個傳統，（1）語言

學中的話語分析，（2）人類學和社會學中的俗民方法學。二十世紀七

○年代發展起來的俗民方法學特別強調在分析資料時使用情境分析

的方法。該流派認為，社會現實是由社會成員所具有的意義解釋形成

的，意義解釋是他們藉以產生和組織自己日常生活的基礎。（陳向明

2002：398-399）情境分析的第一個步驟是通讀資料。發現資料中的核

心敘事。故事的線索發展以及組成故事的主要內容。第二個步驟是按

照已設立的編碼系統為資料設碼（編碼）。但與類屬分析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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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分析中的設碼不是將資料按照差異原則進行分類，而是尋找資料

中的敘事結構，如引子、時間、地點、事件、衝突、高潮、問題的解

決、結尾等。設碼的工作完成後，下一步的任務是對資料進行歸類。

而情境分析是在歸類的基礎上將內容濃縮，然後以一個完整的敘事結

構呈現出來。因此在情境分析中，資料歸類以後，需要將有關內容整

合為一個具有情境的整體。（頁 401）（參見該書的例子。）這一段敘

述大體指出，情境分析的編碼比較像是現象學方法或者敘事分析法所

使用者，使用編碼的目的是對情境結構中的不同部分進行標示，而不

是按照一定的類屬系統對資料進行編碼。也可以說，編碼這個步驟只

是手段或者過程，而非最終產品。

本段引用以上對編碼的兩種分類，用以說明外表看似相同的編碼

動作，其中的意涵可能有極大的差異。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法、現象學

方法乃至於敘事分析法進行研究，都可能使用到編碼這個步驟。但同

樣是編碼，這個步驟在該研究方法中的位置，以及經由編碼而產生的

概念、名稱、詞語等等，未必具有相同的意涵。

現象學方法和主題分析法的編碼

Creswell（1998）認為在現象學研究中經常使用到的方法，可以

分為如下幾個步驟。（一）研究者對他自己有關該現象的經驗做充分

的描述。（二）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到個人（受訪者）如何經驗到該

議題（現象）的陳述，列出這些有意義（significant）的陳述（資料的

視域化（horizonalization）），並且視這些陳述具有相同價值，致力於發

展出一系列非重複性陳述的清單。（三）這些陳述被聚合成各種「意

義單元」，研究者列出這些意義單元，並據此寫下該經驗的脈絡的描

述。（四）研究者接著反思他自己的描述，並且使用想像的變異或者

結構的描述，尋找所有可能的意義與不同觀點，探索有關該現象的不

同參考架構，建構出有關該現象如何被經驗到的描述。（五）研究者

建構有關該經驗的意義與本質的全面性描述。此一過程始於研究者對

該經驗的說明，而後每一個參與該現象者對該經驗的說明。最後，完

成一個「融合性」的描述。和紮根理論研究法對照起來，紮根理論研

究法透過編碼，除了密實化各個從參與觀察筆記或者訪談逐字稿中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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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的概念和範疇之外，著重在發掘事件或現象的因果條件、脈絡

、中介條件、策略、結果等，也就是紮根研究法所說的「編碼典範」

。（Strauss and Corbin 1990/1997）從以上簡單的對照可以看出，現象學

透過陳述發掘出「意義單元」，而紮根理論研究法則是在段落裡尋找

概念或者範疇（類屬），其實是有著極大的不同。如同前面的表一所

顯示。

以下接著用主題分析法做討論。高淑清是國內主題分析法的主要

提倡者。高淑清（2001：242-243）認為「所謂主題分析法是對訪談資

料或文本進行系統性分析的方法，試圖從一大堆瑣瑣碎碎、雜亂無章

且看似南轅北轍的素材中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

，以主題的方式呈現，用來幫助解釋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就這

點來說，主題分析法和紮根理論法類似，適合於處理無結構訪談所得

到的資料。

而主題分析法也會用到編碼，高淑清進一步借用 Barritt 等人的說

法指出，「主題分析是要從這些書面敘述資料中去尋找共同主題，並

用最貼切的語言來捕捉這些共同主題的意義。」而主題分析法是詮釋

現象學常見的分析方法之一，其目的在發掘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以

及發掘主題命名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內涵之過程。（高淑清

2001：243）並且這些主題是「藉由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之間互為主

體性的同意與瞭解，以詮釋研究參與者生活經驗的意涵。」（高淑清

2001：243）這也是前面 Creswell 指出的第（四）和第（五）步驟。主

題分析法不同於內容分析法，因為內容分析法是以事先建構好的類目

架構對文本進行分析，並且是計算類目出現的頻率，因而無法讓文本

中的意義自己浮現出來。就這一點而論，主題分析法和紮根理論研究

法是相類似的，是在一邊閱讀、分析訪談資料的過程中產生編碼，而

不是用事先建構好的編碼架構（在內容分析法通常稱為類目架構）去

分析訪談資料。

但是如同高淑清所言，民族誌和紮根理論研究法常用的是「分析

性編碼」（analytic coding）以及分類（taxonomic）和資料組織。換句

話說，在高淑清看來，紮根理論研究法閱讀、分析訪談資料的產物是

編碼，而且是分析性的編碼，也就是概念或術語。而主題分析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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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訪談資料的產物是主題，是充滿意義與想像空間的。但是在實

際分析訪談資料時，主題分析法仍難免運用到「開放編碼」這個步驟

，而高淑清（2001：243）則說「本研究在分析上採取對資料本身的

主題歸納，其所運用的開放編碼也只作為初步析理出主題項的工具，

其目的在於縮減龐雜的原始素材，……，有別於民族誌與紮根理論方

法中所常用的分析編碼。」這段話道出了主題分析法和紮根理論研究

法在使用開放編碼上的主要差別。換句話說，開放編碼的技術可以為

多種質性研究方法使用，但是其「產物」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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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整體閱讀與反思

逐字稿的謄寫 訪談資料反覆聆聽與整體閱讀

寫下最初的評語與省思

第二階段
部分分析與歸納

發展主題代碼Ι：

標記、加註、編碼

第三階段
整體理解與詮釋

發展主題代碼Π：

比較、歸納

初步對訪談逐字稿中躍

然而上的重點、事件、感

受或意念加以劃記並給

予初步的開放性編碼，例

如：整個晚上就覺得很心

虛、很難過 (A-1-1)。

列印初步歸類的短句段落

，並再次閱讀反思。

以貼切的字詞，為初步歸

類的段落單元命名。例如

，罪惡感：不在孩子身邊

覺得很難過、心虛、沒盡

到媽媽的責任、既焦慮又

有罪惡感。

歸納各訪談文本之間共同的

次主題，此時主題漸成行。反
思並建立各主題間的連結。

比較相關的命

名，歸納成次主

題並分別建檔

經由檢證再次重新安

排段落引句，使能夠

更合乎邏輯地接近主
題，使之環環相扣。

為每一個主題建立個

別檔案，再次閱讀。

並於必要時解構次主
題，重新歸納命名。

以夾論夾敘的方式詮

釋所分析的主題並佐
以訪談內容

＋淺而表面的層次：
能直接從訪談文本

中明顯地看出重點

＊深藏意義的層次：
需從訪談文本脈絡

中漸漸意會出背後

的意義

—模稜兩可：
很難從訪談文本立

即確認重點

省思主題項

之間是否有

矛盾之處，是

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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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主題分析流程圖

引自高淑清（2001：245）

高淑清（2001：245）以上圖表示主題分析法的完整流程。從這

個流程來看，主題分析法和紮根理論研究法最大的差異，是主題分析

法先整體閱讀訪談資料，然後才進行對段落編碼的工作。編碼完成後

，最後再進行整體理解與詮釋。按照這個流程圖，「發展主題代碼 I」

（第一步）是把「訪談逐字稿中的重點、事件、感受或意念加以劃記

，並給予初步的開放編碼。」不過這時只是給予一個代號（例如 A-1-1

），還沒有用文字來歸納。到了「發展主題代碼 II」則是「以貼切的

字詞，為初步歸類的段落單元命名，例如罪惡感」。這個時候，就很

像紮根理論研究法的開放編碼了。

流程圖中的下一階段，則是「比較相關的命名，歸納成次主題並

分別建檔」，然後「歸納各訪談文本之間共同的次主題，此時主題漸

成形」，在外觀上就是紮根理論研究法的「主軸編碼」。這階段的產物

，在主題分析法稱為「主題」，而紮根理論研究法則稱為範疇。流程

圖中間下面的步驟最後還提到「反思並建立各主題間的連結」，其實

就像是紮根理論研究法的「選擇編碼」。也就是說，儘管方法上的預

設不同，使用主題分析法的是現象學，而紮根理論研究法則被批評多

少帶有經驗主義的味道，因而從閱讀段落中浮現出來的也有所不同，

但是對於質性資料的分析，也就是對於像是閱讀、推敲文本段落，開

放編碼到主軸編碼、選擇編碼，儘管名稱不同，其操作步驟是類似的

。

資料分析方法和電腦軟體的使用

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指出，許多質性研究軟體都從紮根理

論研究法的角度來促成資料分析，除了紮根理論研究法倡導和原始資

料應有緊密的聯繫，並且主張透過寫筆記浮現出分析性範疇，並以比

較為主要的分析工具之外，部分也是因為紮根理論研究法在分析質性

資料的原理和程序是比較明確的。（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1998

：479，MacMillan 2005）因為紮根理論研究法對資料分析的主張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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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為首要步驟，因此所有的質性研究軟體都必然有編碼的這項功能

。不過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又指出，儘管質性研究軟體可以

為研究者帶來種種好處，而且在過去二十年間已經有很大的發展，但

到該文寫作時間為止，並沒有出現「殺手級」的質性研究軟體，迫使

所有的質性研究者都必須使用質性研究軟體。

也就是說，質性研究軟體雖然幫助研究者節省了很多費時費力的

工作，但其資料分析程序和傳統上使用手工做卡片或者用文書軟體輔

助，基本上並沒有不同，反倒是學習質性研究軟體所花費的時間讓人

卻步。質性研究軟體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像當年的 Lotus 1-2-3 試算表

軟體那樣，一上市之後迫使所有老闆紛紛為其員工添購這項軟體。或

者像是統計軟體 SAS 和 SPSS 在量化研究中的地位，任何從事量化研

究者都必須學習這類統計軟體。他們認為，任何一個想要稱得上是殺

手級的質性研究軟體，必須具備兩項任務。第一，它必須提供不使用

這個電腦軟體即無法完成的分析方式。第二，由於質性資料分析的多

樣性，因此質性研究軟體必須能夠滿足不同分析取向者的不同分析方

式。（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1998：492-493）

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的這篇文章是在將近十年前撰寫，目

前質性研究軟體的發展已經進步許多，但他們指出的這兩點仍然相當

值得深思。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如同他們兩人所指出的，由於大部分

質性研究軟體根據紮根理論研究法的資料分析原理而設計，因而可能

讓人誤以為只有紮根理論研究法才適合使用質性軟體來輔助，阻礙了

質性研究軟體被接受的程度。然而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不論

是紮根理論研究法還是主題分析法，雖然在研究取向上的預設有所不

同，但是資料分析的步驟是類似的，也就是以編碼（開放編碼、主軸

編碼、選擇編碼）為主要的資料分析步驟，因此這些研究方法其實都

是可以使用質性研究軟體來輔助。而像現象學方法的資料分析，需要

在訪談逐字稿的整體—部分—整體反覆來回移動的推敲，所有的質性

研究軟體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出編碼段落在逐字稿中的位置，便於從整

體文本中推敲其意義。

但是反過來說，如同Dohan and Sanchez-Jankowski 所指出的，由

於目前質性研究軟體還是以編碼為其主要功能，而這項功能即使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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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軟體，也同樣可以達成，因而並沒有絕對的誘因促使質性研

究者必須改用質性研究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雖

然不論使用質性研究軟體與否，質性資料分析的基本步驟主要建立在

編碼這個步驟，但對於編碼之後的資料搜尋來說，不使用電腦軟體的

質性資料分析，通常只能做到單一概念、範疇或主題的搜尋，很難做

到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主題與主題之間關係的搜尋，從而限制了

資料分析的方式和書寫的方式，也很難進行複雜的比較。也因此，不

少的質性研究論文通常採取「類目式的書寫」方式，而這些類目（概

念、範疇、主題）式的書寫方式多半只能做到單一類目的書寫，也就

是根據概念、範疇或主題將訪談資料將以分類、整理，然後依照這些

概念、範疇、主題，逐項撰寫研究發現。

質性研究方法種類繁多，具有高度的多樣性，這也正是質性研究

軟體所必須面對的。MacMillan（2005）就指出，質性研究方法並非鐵

板一塊，但在討論到質性研究和電腦軟體時，卻很少討論到特殊的質

性研究方法和電腦軟體的關係。MacMillan 引述 Gibbs 等人的看法，

後者指出在質性研究方法中，諸如敘事分析、會話分析、傳記法以及

論述分析，質性研究電腦軟體根本派不上用場。於是MacMillan 以實

際的研究案例，使用質性研究電腦軟體進行論述分析的研究。

MacMillan 把論述分析所包含的會話分析、批判論述分析，採用

MaxQDA、NVivo 以及 Qualrus 三項質性研究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資料

來源為有關「老煙槍」的新聞報導。MacMillan 發現，如果編碼並非

資料分析的架構，那麼質性研究電腦軟體幫不上什麼忙。質性研究電

腦軟體雖然可以快速進行編碼，並且可以快速搜尋編碼段落。因此，

如果在論述分析的初期階段需要分類、管理並搜尋資料時，編碼的功

能可以對研究者有幫助，但質性電腦軟體無法協助研究者進行深度的

、具有脈絡性的分析。

由於質性研究方法的多樣性，質性研究軟體是否能夠適用在所有

質性研究方法上，目前仍有疑義。有鑑於大部分質性研究方法在化約

、分類資料上，多半用到編碼的步驟，而質性研究軟體的最基本功能

即是編碼。因此我們可以說，只要用到編碼此一步驟的資料分析方法

，儘管其編碼的意涵和產物不同，都可以使用質性電腦軟體來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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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Atlas.ti 5.2 版發展出「超連結」的指令，則是試圖在編碼的基本

功能之外，發展出可以為其他質性資料分析方法使用的功能。然而，

由於不同質性研究方法在進行編碼時，其編碼的建立方式不同，或者

由於不同的訪談類型，需要採用不同的編碼建立方式，因此不同的質

性研究軟體也適用於不同編碼建立方式的資料分析方法。表二是以國

內較常使用的 WinMAX 98（新版為MAXQDA）、Atlas.ti 5.2、NVivo 7.0

三種質性研究軟體為例，說明其差異。

表二 國內常見三種質性研究軟體的比較
WinMAX 98 Atlas.ti 5.2 NVivo 7.0

版本 1998 2006.05 2006.03
價格 目前已經買不到。新

版為 MAXQDA
500 美金左右（國內代理
商價格約兩萬多元）

美金 495 元（國內代理
商價格約兩萬多元）

軟體大小 6MB 27MB 139MB
中文相容
性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操控性 學習上需多花一些時
間，操控性較差

完全視覺化，極容易上手
，操控性極佳

完全視覺化，容易上手
，操控性佳。但直覺化
程度比 Atlas.ti 稍差。

安裝與硬
體條件

安裝容易。硬體要求
低

安裝容易，如要分析影片
檔，CPU 速度要夠快。

安裝較困難些，硬體要
求可能較高。

可處理之
資料

只能處理逐字稿 文字檔的逐字稿，照片檔
、聲音檔、影片檔可以直
接編碼。省去打逐字稿的
時間。

主要處理文字檔。圖片
、聲音檔、影片檔等以
「外部文件」處理，但
無法直接編碼。（8.0 版
預告可以直接對這類檔
案編碼）

主要功能 編碼（coding）、搜尋
特定概念所編碼的段
落、建立下層分類、
寫筆記、較適合半結
構訪談、個案「比較
」的功能、適合團隊
工作。

編碼（coding）、搜尋特
定概念所編碼的段落、建
立、聚攏更高層概念。寫
筆記、建立概念之間的關
係網絡圖、段落與段落之
間的超連結（適合文本分
析）、適合無結構的訪談
資料、適合團隊工作。適
合紮根理論研究法。

編碼（coding）、搜尋特
定概念所編碼的段落。
寫筆記、建立概念之間
的關係網絡圖、適合半
結構訪談和無結構的訪
談資料、適合團隊工作
。

比較的功
能

強 較弱 強

編碼架構 適合由上往下的建立
編碼架構（預建式的
編碼架構）。新版的

較適合由下往上的建立
編碼架構（歸納式編碼架
構）

同時適合由上往下的建
立編碼架構和由下往上
的建立編碼架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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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QDA 則同時適合
兩種編碼架構方式。

分析單位 一份文件 一份文件、多媒體檔案 個案（一個個案可以同
時包含好幾份文件）

適合對象 需要對逐字稿做「編
碼分析」、「分類」等
質性資料基本分析動
作者、團隊研究者、
個別研究但資料全為
文字檔的逐字稿者。
需要做研究個案之間
的複雜比較者。

需要對逐字稿做「編碼分
析」、「分類」等質性資料
基本分析動作者、團隊研
究者、個別研究但有大量
多媒體資料需要分析者
。系所有可能撥經費購置
質性軟體者。

需要對逐字稿做「編碼
分析」、「分類」等質性
資料基本分析動作者、
團隊研究者、個別研究
。系所有可能撥經費購
置質性軟體者。需要做
個案間複雜比較者。一
個個案需多次訪談。一
個個案包含多次逐字稿
者。

附註 WinMAX 新版為
MAXQDA

Atlas.ti 並非能將聲音檔
自動轉換為文字的逐字
稿，請勿誤會。

其前身為 Nudist 6.0 和
NVivo 2.0，該版為這兩
者之綜合。

結論

本文緣起於一個基本而又常被問到的問題：在不同的質性研究方

法中常用到的編碼，譬如紮根理論研究法、現象學方法、主題分析法

，都是一樣的嗎？本文首先從紮根理論研究法最初提出的，主張以編

碼來分析參與觀察筆記或深度訪談逐字稿，說明編碼是質性資料分析

最基本而重要的步驟，由此提煉出概念、範疇、主題或意義單元等。

不過在外表看起來類似的編碼步驟背後，不同的研究方法，以紮根理

論研究法和現象學方法來說，編碼的意涵和產物有很大的差別。

本文同時也探討了編碼和編碼架構產生的方式，而以深度訪談這

項常被採用的質性研究方法來說，半結構訪談和無結構訪談就可能牽

涉到不同的編碼架構產生方式。除了編碼有不同的類型和意涵之外，

用編碼來分析質性資料，本身就有一些內在的預設。因此有些質性研

究方法並不採用編碼這個步驟，或者只是用編碼作為基本的資料分類

過程而非目的，譬如論述分析。就質性研究電腦軟體來說，乃是以編

碼為基本的核心設計理念，因此只要採用到編碼這個步驟來分析資料

者，都可以使用質性研究電腦軟體輔助資料分析的進行，而不論採用

編碼這一步驟的意涵和目的是什麼。最後，因為編碼架構產生的方式

不同，本文也比較了國內常被使用的 WinMAX（1998 年版），Atla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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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版）以及 NVivo（7.0 版）在這方面的差異，以供讀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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