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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遊戲已成為人們重要的休閒娛樂選擇，其中上班族更是最主
要的遊戲族群。爬梳以往研究，強調人際關係是上班族玩家參與線上
遊戲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卻鮮少有研究或專文探析原是娛樂取向的線
上遊戲，是如何轉變成上班族經營人際關係的重要工具？據此，本研
究以線上遊戲、第三空間與社會資本理論為核心，探討上班族玩家在
虛實空間中社會資本的運作。研究採取民族誌對玩家所處空間與社會
資本間的關聯性做深入討論。本研究提出線上遊戲對於企業、個人在
社會資本上有著正面與負面兩種影響，線上遊戲若使用得宜，有助於
上班族玩家轉換社會資本與創造協作的可能性；若玩家彼此間對於遊
戲的認知與價值產生差異，就有可能導致衝突的發生，造成社會資本
的消逝。
上 族 家、社會資本、第三空間、線上、線上遊 、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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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臺灣網路人口逐年增加，根據 團法
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2020 臺灣網路報告》結果顯示，臺灣
12

以上民眾上網率達 83.8%，代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正改變著
方式。此外 YouTube 委

民眾生活與

家行為大調查」指出，有

Ipsos 進行的「臺灣遊

過 65% 的網路人口是遊

家

（Edward，2019 年 10 月 1 日），意謂線上遊 做為網路
重要性。在臺灣

子遊

之

市場部分，資誠（2019）在《2019-2023 臺

媒體業展望》調查報告中推 ，市場 模將從 2018 年的 18

灣

美元，成長至 2023 年的 25

美元；再加上

型手機的可 性與

高滲透率等影響，臺灣線上手機遊 市場在 2023 年將達到 14
元，占整體

子遊

道，以及手機遊

市場的 57.4%，可看出臺灣遊
速成為線上遊

美

市場的

的重點，而線上遊

費力

的相關研

究，更成為學界 目的焦點。
近年來，臺灣對於線上遊 之研究非常多元，包含：「參與遊
動機」（林
，2012；

、

政

，2007；陳

、

榮安、陳東

、黃凱 ，2011）、「遊 獲得的

，2011）、「遊 與現實生活的互動」（柯
2011）、「遊

中的行為與態度」（

2010），抑或是「社會資本角度看

、

感」（張玉

，2004；
、陳家

家參與線上遊

靜
在，

、陳重
」（

，

志倫，

2015；張玉 ，2013）等，都成為線上遊 研究討論之焦點。然而，
這些研究目標或取樣數據結果都以學生為主要族群，對於上 族之研
究則相當缺乏。但根據 Yahoo 奇摩在 2017 年公 的《Yahoo 奇摩
大調查》，發現臺灣遊

人口中，25

58%。Schultheiss（2007）對於網路遊

以上族群的線上

家佔

所作的使用者分析，發現在

家分 上，擁有固定職業之上 族占最大比例，其次則為大專以上
學生。這些研究與調查都指出，職場上 族是線上遊 人口中的最大
族群。此外，104 資訊科技針對求職會員進行遊
88%的會員有參與遊

競行為調查，有

競（ 之 ，2018）。這都反映在工作與家

庭雙重壓力下的多數上 族，已習慣透過線上遊 做為其

的

選擇。
若回顧少數線上遊 中以上 族或成年人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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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側重於參與線上遊 之動機探討，像是使用程度相關因素（黃
，2009）、參與的行為意圖（
黃

，2009）等。這兩篇研究中，

（2009）研究指出成年人透過線上遊 與他人互動並結交世界

各地

；

（2009）研究表示上

族取得線上遊

管道的來

源，大部分來自於同事或同學的口 相傳。這些研究都主張人際關係
是上 族 家參與線上遊 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可惜的是，少有研究
或專文探析原是

取向的線上遊 ，是如何轉變成上 族經 人際

關係的重要工具？
人際關係關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形，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
性不可言喻。Peng & Heath（1996）指出關係在華人企業界資源運用
的功能相當顯著，一為跨越組織 界協助建立連結，另一為獲得有價
值的資源。

音（2000）認為關係是人們展現差別對待的基礎與過

程。這也代表人際關係提供上 族，解決工作困難的社會資源來源。
Völker, Flap, & Mollenhorst（2009）發現上
園、 教等環境所認識的

外，最容 建立新人際關係的地方就是

職場，但跟其他環境比起來，職場的
目的的社會結構

族除了原有的家庭、

增添了利 關係，因此，有

趨重要。Bourdieu（1986）在運用社會資本時，

述部分行動者參與團體活動是有工具性目的，想透過參與社交活動而
取得資源。因此本研究 設，上 族有可能帶有工具性目的參與線上
遊 ，來接觸群體，希 藉由良好的職場人際關係，建構社會資本，
達成工作目標。

遊

在人類社會中是富有價值意義的活動（McCue, 1988）。

Huizinga（1955／何道寬譯，2007）認為遊

是人們的本能活動，遊

在文化出現前早已廣泛出現，它 隨著文化的發生，也一直滲透進
文化中。從 Huizinga 的觀點中，人類社會的文化形式與遊
關，遊

不僅是人類創造力的根源，更是人類文化發展的

相
化

。

Huizinga 的人類文化與遊 的關係理論，也影響著 Caillois（2001）的
遊 研究與理論，此研究除了專注人類文化與遊 間的關係外，還以
社會學與結構主義的方式深入探討遊

與社會之間的關

性。

Huizinga 與 Caillois 的研究是專注於群體，因為兩人皆主張遊 是社會
性，重點在於遊 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所以無需涉及遊 的一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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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而只限於它的社會表現。
遊 指的是有組織、 範以及具有競爭性的遊 ，有人群聚集與
社會性之意（Huizinga, 1955／何道寬譯，2007; Linder, Roos, & Victor,
2001）。Statler, Roos, & Victor（2009）指出遊 是社會性與理性，人
們常帶有特殊目的參與遊 ，遊 成為工具性的手段。 言之，遊
不是個人獨自做的白日 ，而是一種「現實的社會建構」（黃 銘，
2016）。隨著科技演進、遊 興盛、商業化與全球化的發展，遊 進
入數位化與 子化（張玉 ，2009）。遊 依

子科技產品，開發

出所謂的 子遊 ，其演進過程中，遊 畫質從平面到立體、觀 視
角從 觀到主觀、遊 對象從
人們對於

程式轉變成其他 家， 底改變了

世界的感受，遊 滲入現實生活，線上與線下間逐步模

糊，人與遊 間產生質變，人們從事遊 時間增加，遊 與人生相
為一，甚至取代真實的人生（方永 ，2012）。
子遊 是指人們透過 子設備進行的一種

方式，從 子遊

的發展歷程可知， 子遊 在設計上，是逐步從 家單獨遊 發展
到協同聚集與合作分工。針對 子遊 在互動程度的演進，本研究整
理如表 1。
Walther （ 1992 ） 的 社 會 資 訊 處 理 理 論 （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SIP）認為，人們可以如其他媒介般，在

中介傳

播中，經由文字、語言、符號來進行互動與發展社會關係。線上遊
（online game）1，一般指多名 家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
遊 ，亦是
眾多

中介傳播的場域。柯

的 子

（2004）強調線上遊 是由

家持續互動下所展開的創作故事與歷程。Kobayashi（2010, p.

546）蒐集日本的線上遊

家調查數據指出，網際網路提供連結社

會資本的 徑，促進異質性人群聚集，間接地增加在現實生活中的
連結。這意謂， 同的 家，產生不同的互動，而使遊 產生 同的
情節，線上遊 等同於一個

社會， 家希 自己的 出也會得到

相同回報，甚至強化其現實生活之社會關係。陳
142）描述線上遊

家

（2003，頁

此間的互動，線上與線下的生活場域

此

滲透影響且相續不分。因此，本研究認為隨著網路世界與現實生活的
界線逐漸模糊，人們的想像與經驗會在

實等不同空間上流動與延

續，在線上遊 的自我延伸，也會在線下的現實生活發生，線上遊
成為人與人接觸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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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電子遊戲遊玩地點與玩家互動方式演進
年代

遊 地點

1950~1960 實驗室

指標性遊
或

互動技術

Tennis for
Two、
Spacewar!

家互動
方式

互動
程度

僅能在 觀
其他人
遊

1970

場所， Computer
雙人機臺 各自 自己
Space、
並逐步進入
制
的遊 機，
Pong、Atari
家庭中
互動不顯著
2600

1980

Game Boy
場所與 Family
家可以互
Computer、 連接線
家庭
相對戰，遊
Game Boy
成為大家
共同的興趣
與話題

中

1990

家庭與網

網路創世紀 文字訊

可透過連網
跟全世界的
家接觸

高

2000

任何地方

線上遊 、 VoIP 實現 可透過連網
行動遊
了線上遊 跟全世界的
的即時 家接觸
語音交流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網際網路 助人們聚在一起建立 繫，促進人際信任與建構社會
資本（Best & Krueger, 2006, pp. 404-406）。林南（2004）指出社會資
本是一種人際關係的 入。Putnam（2000）則認為因工作型態產生的
網絡通常 向工具型目的，而非社交型目的。以此推論，透過線上遊
媒介的 介，上 族 家有機會 展人際網絡，累積社會資本。因
此本研究以上 族 家為研究對象，希 透過社會資本理論，來研究
家在人際網絡及線上遊 間的關係與影響。
社會資本理論主張個人在現實社會中，與其他人會形成某些 結
關係，即所謂「社會網絡」（Coleman, 1990）。透過動員社會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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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可以促成個人的目標實現。在遊 中，人們如遊 民族般 遊
於網路世界，可以隨意變 空間與位置，在此空間與全球各地的 家
交流， 家們有著不同的文化、經歷與知識，這如同歐洲文藝復興時
期的沙 ， 集各領域知識份子， 此間知識交流，並激發創意；也
類似

戰國時的貴族公子，透過 眾多

來 大自己的實力，如

此看來，線上遊 也許可以成為，為人們帶來許多 助的 助工具。
基於前文概述，本研究對於理論面提出三個討論方向：
一、遊 、社交性與上 族 家之間的關係；
二、線上遊 與社交空間的概念關係；
三、社會資本在 實空間中的運作脈絡。
本研究 在探論，上 族 家參與線上遊 時如何與其他 家互
動並建構社會資本，其中又涉及了 家在 實空間中的互動，因此有
必要在更多元的文化脈絡下，試圖了解上

族在線上遊

、人際網

絡、社會資本間的互相交 影響。因此本研究從現象面進一步探問：
一、上 族 家在遊

空間與真實世界中，與其他 家交

互動、合作，並強化了兩個不同空間的人際關係，這些社會資本是如
何影響他們職場工作上的參與、認知、態度與行為？以及線上與線下
的社會資本運作脈絡？
二、線上遊 的媒介使用，對於上 族 家在職場、家庭與社交
行動中造成 些影響？

Oldenburg（1989）認為在真實的日常生活中，家庭是「第一空
間」，工作場所是「第二空間」，「第三空間（the third place）」則
是非傳統社交空間，像是

、

、公園、社區

中心等，這

些地方提供人們建立 繫關係與社會互動。
Oldenburg（1989）提出的第三空間，是人們方便可及與來去自
如的地方，開放給任何人駐足與交流對話，成員之間無階

地位之

分，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討論。因為一切是如此自然與容 ，因此人們
會習慣前往第三空間與熟人或 生人 天交流，久之對此會產生家的
歸 感。Hall（2011）進一步指出第三空間提供人們在自

的基礎上

與有類似興趣的人建立 繫，並且發展出共同的文化認同。 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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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

地在某特定空間聚集，其目的是為了與他人建立 繫，也同

時為自己創造集體第三空間的

繫 。 基 於 這 些 原 因 ， Oldenburg

（1989）認為擁有第三空間更顯珍貴，因為這裡的社會關係創造有利
於個人功能、機會、選擇的網路。
第三空間是一種獨特的環境，尤其在環境變

快速發展的情況

下，更是 引許多關注。在 1990 年代後，學界一直對於 子網路媒
介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有諸多討論，Oldenburg（1989）曾指出人們
對

子

媒介的依

與。這是對 子
未承認 子

日益加深，並取代非傳統社交空間的直接參

媒介做為非傳統社交空間與參與的 代 訴，並

媒介的

後面正在建構與維 非傳統社會空間。亦

有學者表達相同見解，Nie（2001）研究認為，網際網路讓人專注於
線上的互動，而 少現實生活的社會互動，影響人們對於公共事 的
參與。但其他學者卻有不同或混和之觀點，Putnam（2000）就表示
子媒介使用

社會資本，導致人們參與社區活動、公共事 的趨勢

雖逐漸式微，但網際網路可能是潛在的解決方案之一，將有助於社會
參與。Jensen, Danziger, & Venkatesh（2007）則藉由研究同一群人在
線上和線下，進行社會與政治參與時發現，線上參與 於線下參與的
延伸，而且 率確實較線下行為多，其不論任何社會經 地位皆然，
顯示網際網路所創造的空間與社會參與、互動呈正相關。
隨著網際網路與

科技的發展，許多學者開始討論

中介傳

播與網路世界成為人們新的第三空間，Rheingold（1993）研究指出網
路

天室，提供人們

鬆對話的環境並建立互動關係；Yuen &

Johnson（2017）認為社交媒體廣泛地被人們做為社交

繫的方式；

Delamere（2011）將多人在線的線上

所形成的第

三空間。在線上遊

世界描述為

與第三空間的研究中，Steinkuehler & William

（2006）認為線上遊 為工作場所和家庭之外的社交互動和關係提供
空間。Steinkuehler（2005）進一步指出，線上遊 是一種新型態非傳
統社交的第三空間。網際網路 連結的指引讓人快速進入寬廣 無的
空間，這時候人們可以 遊於網路世界，隨意變 空間與位置，有更
多的機會與他人互動、合作，並建立社會關係。
第三空間聚集著不同背景與文化的成員， 此之間建立人際關係
與社會互動，若從文化角度上來看，第三空間處於多元文化交會、
合的中間地帶，具有開放性與 合性。石曉玲（2015）表示第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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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簡單的多個文化的混合物，而是 此 合之後的新綜合體，是一
種協同作用的產物。Steinkuehler & William（2006）更提出線上遊
提供人們社會參與的機會，具有建立社會資本的潛力。而本研究設定
的上 族 家社群， 此之間可能早已認識，並非 名參與遊 ，因
此，探討第三空間的特徵時，需要帶入本研究田野的背景，討論與以
往研究的異同。

的關係是經由個人與他人互動行為所建構，受到行動者自身
所佔有的歷史、社會、經 等結構位置影響（Allan & Adams, 1998, p.
183）。因此，社會結構的力量，必將透過個人在環境的角色
而滲入

演，

關係的社會過程（ 中峰，2003）。職場是人們追求共同

利益、相互合作、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的場所。職場人際互動常存在
之生活 差異、職業性質、經 狀況、乃至 好興趣等狀態 移，將
導致好 間互動樣貌的轉變（Wood, 2010；轉引自吳

，2015）。

Berman, West, & Richter（2002）指出上 族在職場中與同事之間的人
際關係稱為職場

。

社會資本一詞最早由 Hanifan（1916）提出，他觀察 20 世紀初期
美國農 社區 民對於傳統習俗活動參與日漸 退，造成社區互動發
展

與家庭間的孤立，他力倡透過社會資本，鼓勵 民 入社區活

動，這將有助於民主的發展；但當時社會資本並未受到重視，直到近
30 年，社會資本的理論與研究才受到熱烈的討論。
Bourdieu（1986）提出社會資本概念，認為社會資本與經

資

本、文化資本並列為資本的三個基本樣態，並且可以相互轉 ，而社
會資本是群體上的資源、關係、影響和支持的網絡。社會資本是人所
結的 模，以及 模所擁有的資本總量，資本可被當成信 而被成
員加以使用，資本就是團體的資產，成員持續 資或生產此一關係，
將會維持並強化其

用。Coleman（1990）認為社會資本是某種社會

結構，社會資本有助結構內的行動者的特定行為。Coleman 主張社會
資本是透過社會關係取得的資本，影響社會關係的因素包含了人際互
動 、 以 及 建 構 中 個 體 所 擁 有 的 共 同 認 知 、 脈 絡 和 語 言 。 Putnam
（1995, 2000）則是將社會資本從個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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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至社區團體層次，他

社會資本區分為信任、 範與網絡，並強調社會團體的參與程度跟
社會資本程度呈正比，主張社會資本是群體所共有的資本，有越多社
會資本的組織或社會越能累積更多的社會資本。Lin（1982）指出社
會資本是經由社會關係所得到的資本。在此種取徑之下，資本被視為
由行動者在其所 的網路與團體中，有利於 繫資源與取得資源而產
生的社會資產。Lin（2001／林

聖、葉

譯，2005）提出位於特

定策略位置與階層地位的社會連帶，能夠提供個人其他位置無法獲取
關於機會與選擇的有用資訊。Lin 認為社會資本存在個人與社會兩種
資源類型，是個人可以加以取得與使用，個人資源是由個人所擁有的
資源，社會資源則是透過個人的社會連帶所取得的資源。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雖然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不盡相同，但大體
意義是一致的，即社會資本是一種

（embedded）在社會結構的資

源，它存在於網絡中的個體與群體間，透過社交互動得以累積與建
構，成員必須依 社群的 範，透過信任創造資源與資訊的互 ，有
助於問題的解決與目標的達成。
對於上 族來說，除了日常職場互動外，另增加線上遊 這媒介
平臺，這是從現實空間 展至

空間的歷程，重點在於描述人際關

係在線上／線下如何 此滲透、相互影響，而個體與群體間的社會資
本在 實的空間中，如何相互運作。此外，參考社會資本理論運用在
線上遊

家之實證研究，張玉

（2013）抽取社會資本中的「網

絡」、「 範」與「資源」構面為分析架構，討論國小學
庭、學

與線上遊

等三個空間的資源分配、累積與轉

家在家
；

佑漢

（2015）運用「網絡」、「 範」、「信任」為分析架構，探討 家
進入即時戰略遊 後的互動方式與信任建立。由於本研究欲探究上
族 家在職場、現實生活與遊 等空間的社群網絡發展、社群互動、
範與信任過程、社會資本的建構與資源的累積，再綜合上述學者之
研究與討論，故將社會資本區分為「網絡」、「資源」、「 範」與
「信任」等四個構面，做為進一步分析之基礎。

Putnam（2000）將社會資本區分為「聚合型社會資本」與「 外
型社會資本」。聚合型社會資本，指的是強連結並具有社會凝聚特
質，像是家庭成員、好

；

外型社會資本，指涉為較為

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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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但具有跨接式特質，像是一些志 組織或透過

認識的

。

Woolcock（2001）則補充社會資本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連結，提出
了「貫 型社會資本」。貫 型社會資本強調不同社會地位之間的連
結，像是公 主管與部 間的關係。聚合型社會資本強調「與既 舊
識群體關係的 繫與狀態更新」， 外型社會資本強調「人際關係的
延伸，以及非生活

圍資訊的取得」（郭峰

、曾

義、吳

宏，

2012）；貫 型社會資本強調「不同權力與階層的關係整合」。
個人網絡中的連結強度，依據 繫時間、網絡 度、互動強度等
組成，可區分高 度、相似性（同質性）的強連結（strong ties），以
及

度、差異性（異質性）的

連 結 （ weak ties ） 兩 種

（Granovetter, 1973; Portes, 1998）。強連結泛指情感與互動強度高的
親人與好 關係， 連結則是情感與互動強度 的點頭或泛泛之交。
對於行動者而言，強連結有助於 固與強化現有資源， 連結有利於
獲取缺乏的資源。在線上遊 的研究，張玉 （2013，頁 200）也提
到強連結的網絡關係，擁有較強的信任、 範與

，因此經常被視

為容 促成社會資本的累積，而 連結則是因為結構的開放性與成員
的異質性而容 帶來新的知識與資源。

Lin（1982）所謂的資源，也就是物質（如身體能力）或象徵
（如知識）。資本是對資源的

資，以期在市場上獲得回報。

之，資本是一種資源，人們 資或動員資本藉以獲取
／林 聖、葉

言

（Lin, 2001

譯，2005）。

本研究關注的 實空間，資源可區分為職場資源、日常生活資源
以及

資源三大類。社會資本中的職場資源來自於職場網絡，職場

資源主要包 ：助於求職（Lin & Dumin, 1986）、同事資源交 與組
織創新（Hansen, 1999）、跨部門組織的

通與

率提

（Rosenthal,

1997）、組織內部學習（Kraatz, 1998）等；日常生活資源部分，像是
其他

活動之參與；線上遊 中的

、隊 數量或是隊 強度等，

資源，包含遊 的知識、

資源的獲取大部分是透過現實資

源轉 而成的，包含個人時間的 入與社會網絡的支持，至於擁有越
多

資源的 家，是否更 提取人際關係的各種資源，也更容

展網絡？也是本研究欲探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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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2001／林

聖、葉

譯，2005）指出個人或集體為取得

資源，可能有情感性與工具性的行動產生。情感性行動是為了取得情
感資源，工具性行動則是單純為了取得利益。在職場中，同事之間遇
到工作壓力時，透過訴 來獲得安 ，另一方面經由人際關係解決工
作問題，這些都是透過情感性與工具性行動交織下取得資源。社會資
本包含行動者在組織內外部所獲取的知識、資訊與資源（Griffith &
Harvey, 2004）。不論是職場或遊

的網絡關係都是創建在互

的基礎之上，價值與資源交 是維繫 此 繫的關鍵，資源
會結構中，而社會結構指的是位置、權威、

互利
在社

則與佔有者（Sewell,

1992）。資源是依 在位置之上，所以位置上的行動者，透過權威與
則才可以運用資源，因此社會資本需要藉由人際接觸等社會行動而
得以

與發 作用。

Bourdieu（1986）表示，社會資本是持續性的相互認識與認同的
制度化關係所形成的網絡。 則與程序為社會位置之間帶來統一的行
動與互動，因此資源的價值得以維 ，並且以集體行動的意志擴展這
樣的資源（Lin, 2001／林 聖、葉
在

譯，2005）。

社群中，群體 範是成員角色 通的重要工具，有助於個

人瞭解如何與其他成員進行互動與解決問題（Chatman & Flynn,
2001 ） 。 在 線 上 遊

裡，

家就是遊

世界中的

民 （ Pearce,

2009），遊 也透過 則來對 家行動的約 （Huizinga, 1955／何道
寬譯，2007），為了追求公平性， 家也同樣需要

遊 中所設定

的 範。 範等於是遊 中的權利與義 ，其設定來自於遊 製造商
設計的平臺

與 勵。 家 此之間也會建立行為 則，成員之間

在互動過程中，會將現實生活的價值判斷、行為態度、社會階層與
則帶進

世界，並內化形成 範，影響 家的行為、 通與關係的

建立。若 家 反遊

則，可能面臨遊 商 權與公 個人 號等

， 家 此間可 除遊 好 ，切除連結。此外，現實生活的
範放在

世界中也一體適用，在遊 中 法交 與公然

皆是

法行為。反之， 家若在遊 世界中謹 群體 範，有助於遊 或現
實世界的地位提 ，獲取同 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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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1995, 2000）認為以信任為核心的社會，其社會資本包
含互利互 的 範以及群體參與網路。信任是社會
產物，並強調信任的高
1995／李

影響著社會

序與經

道德 範下的
發展（Fukuyama,

譯，2014; Fukuyama, 2001）。擁有信任關係，可以提高

成員的凝聚力，有利於個人或群體資源分享，人與人的信任度高，有
助於組織的擴大與社會資本的建構，因此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
涵。
探討線上遊
題，而是否

的信任關係時，團隊合作與目標是
遊

或群體的

範，可能會影響

感。Ahmad（2012）研究 MMOGs
遊

家

相關的
此間的信任

家之間的信任，認為信任是線上

家的一種社會資本，而其中可分為 家 此間的信任、組織內

部的信任、組織與組織間的信任。Dalisay, Kushin, Yamamoto, Liu, &
Skalski（2014）發現遊

家僅能建立遊 中的團隊合作信任，但因

為缺乏真實世界的社會信任與支持，因此難以延伸信任關係。 若
家在遊 的網絡延伸於現實世界的人際網絡中 ？張玉 （2013）指
出複合現實與

網絡的 家，是擁有分工合作、凝聚共識與相互

持的情 關係。
線上遊 提供了人們新的非傳統社交空間，並成為人與人接觸的
媒介；在線上遊 世界中，人們不受時空的侷限，有更多機會與他人
互動並建立網絡，繼而建構社會資本。線上遊 成為上 族職場工作
與社交生活 合協作下的空間，對於上 族 家來說，他們不斷在線
上／線下空間中流動，包含在現實生活的職場上與同事協作與討論公
事，在

、

館等的社交互動；在模 空間的線上遊 中組隊合

作挑戰任 、即時通訊軟體與社交媒體分享遊 知識與經驗等。本研
究 設，上 族 家是有著工具性與情感性目的，跟同事互動建立網
絡關係，透過各式空間的 範取得信任關係並獲取資源，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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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玩家跟同事互動、關係建立之空間與目的

由於本文研究之問題與目的，在於了解上 族在線上遊 、人際
網絡、社會資本的 此交 過程與內容，還有在各空間互動之關係及
背後 生的意義與脈絡，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會面臨以下問題與挑戰：
一、上 族 家在 實等多元空間互動，有其複雜之脈絡。
二、 家在

世界的 通資料難以取得，此外現實空間 家的

表情或動作等身體語言稍 即 。
三、人們的互動方式在不同空間中會有不同特徵，若僅透過訪問
等方法，受訪者可能因個性或不 言 ，導致難以探索 家內心深層
的想法。
本研究想瞭解上 族 家在現實世界與線上遊 等 實空間，與
其他 家互動過程中，所創造之現象與事物，因此需要透過深度的描
述並分析他們互動關係。由於民族誌特性在於透過群體的文化架構與
脈絡的 清，因此本研究採用民族誌做為研究方法。
民族誌研究主要是藉由參與觀察與訪談等方式蒐集資料，並了解
田野中研究對象參與線上遊 的動機、歷程、態度與做法等，因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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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需 清研究概念與問題；而本研究著重於上 族 家在線上／線下
的互動形式、社會資本如何運作，再來則是鎖定研究場景情境、人物
關係以及所發生的相關事件。相關研究實 方式整理於表 2。
表 2：研究實施方式
線上

線下

研究方法

民族誌

民族誌

概念

線上／線下的互動形式
線上／線下的互動形式
線上／線下社會資本如何 線上／線下社會資本如何
運作
運作

場景

線上遊
群媒體

人物

被觀察者線上的網絡關係 被觀察者線下的網絡關係

、即時通訊、社 職場、
交空間

、

館等社

事件資料蒐集 田野參與觀察、筆記、線 田野參與觀察、筆記、訪
與紀錄
上文字記錄、連結、 圖 談
等數位資料
民族誌研究方法重視研究資料的深度描繪（Geertz, 1973），田野
的知識建構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互動所產生的，為了深入瞭解某一
職場中社群的人際關係與互動狀況，因此在研究對象選取部分，挑選
筆者所

企業之員工親 所組成的遊 社群，以助於獲取研究對象

在遊 、網路社群與職場等 實空間的田野資料。
本研究從 2020 年 6 月至 11 月，進行 6 個月的觀察與訪談。由於
員工參與的線上遊 種類多元，每個線上遊 的成員僅部分重 ，因
筆者在人力與時間上無法全然了解所有線上遊 之遊 方式與 則，
也無法參與所有遊 社群，以致無法進行較大範圍之遊 社群研究。
因此在線上遊 挑選上，以該企業最大的線上遊 社群為主。經調查
了解，該企業最大遊
《傳說對決》的三路推

社群為手機遊
MOBA

《傳說對決》 2 ，原因在於

法，3 可 配 10 位 家的英雄選擇

與策略思考，再加上平 一場大約 10-20 分 的對戰， 家可透過零
時間參與遊 ，因此非常適合上 族，故而選其為本研究之研究
空間與文本。
研究目標在於獲取資訊之豐富性，因此本研究群組徵求 9 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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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由於研究對象可能受內外 等職 類型影響，所以研究對象包
含 IT、總 、

、企劃、業 、人資等職 類型。為顧及觀察與訪

談對象隱 ，因此採用代稱方式，相關資訊列於表 3。此外，本次研
究還會用到筆者 2019 上半年訪問過，部分研究對象的訪談資料。
表 3：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表
名

性別 職場所

產業

職
類別

訪談日期

Andy

媒體

IT

已

Ben

媒體

IT

未

2020/09/25

Cevin

媒體

總

未

2020/09/29

Dick

媒體

業

已

Ethan
Fox

不動產經

業

，小

，小

兩 2020/09/23

三 2020/10/25

未

2019/05/07
2020/10/14

未

2019/05/07
2020/10/15

Amy

媒體

企劃 已 ，小
國二生

Betty

媒體

業

Christine

旅遊

人資 已
滿

為 2019/05/10
2020/10/19
2019/05/10
2020/09/30

未
，小

未 2020/11/04

田野中成員以單一企業之同事為主體，成員包含業

Dick 與

Betty、企劃的 Amy 與筆者、IT 的 Andy 與 Ben、總 的 Cevin；非公
成員則包含前同事 Christine。另外筆者、Cevin 跟幾位志同道合的
另外開設遊 群組，包含在

機構的 Ethan 與在不動產經

的 Fox。非公 同事則較少涉及我們

的媒體公 事 。相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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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職 與職位關係圖請參考圖 2。
圖 2：行動者職務與職位關係圖

參與線上遊 前，成員除了同部門同事，或是在職場上有專案的
合作與資訊交 外，平日 少接觸與往來，而線上遊 不但成為產生
互動變化的 門磚，也是令 此關係增 的 化 。同在公 的成員
會在公 或網路上邀約團戰，若是其他

或成員的親 ，則會透過

遊 語音、工會組織或 LINE 等即時通訊來進行遊 的資訊交流與情
感互動，並組成不同的網絡關係。
上 族在線上遊 的網絡形成分為社會網絡與遊 網絡，社會網
絡主要是 家在現實生活已經建立的人際網絡，其遊 社群的成員多
為職場同事、親 等所共同組成，人際網絡較為 固；遊 網絡中的
則是在線上遊 中結識，透過加入公會或其他跟遊 相關之社群
而建立的人際關係。群組中除了 Ethan 是受同學邀約外，其 的上
族 家都是受到職場中同事影響而參與線上遊 。
本研究的主體為「人」，是社會資本運作的「行動者」，身份是
首於職場與家庭事 的「上 族」，其重視職場中的

關係。職

場對於上 族而言，是群聚且具有社會性的組織，不同職 職位的人
們，

職場關係實現社會支持，例如內 人員透過線上遊 中的人
。廣 各部門同事下載遊 的 Andy：「在

際互動來獲取社交性
工

之 ，可以 而

地 到志同

的

動遊 的 Ben 會跟感情 的同事 線上遊 ：「這
來 Andy

我，因為大家

」；重視社交互
要多人

就很多 集， 情 不 ，所

以我 上就 入」。
外 業 工作者則積極於創建互 互利的職場關係，參與遊 動
252 中華傳播學刊．第四十一期．2022.06

機多了工具性目的，Betty：「與各部 同事保
有很大
事

」；Fox：「我從基層業

所 ，所以我

性質而積極

起，從以前就

他們一起

展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關係， 對我工
要

同

」。業 工作者因為職
得開，有助於職場上

源、得心應手。對他們來說，線上遊 成為 展人脈的媒介。
社會資本無法由行動者自行產生，而是行動者

此在某種「環

境」下所發生關係的過程與產物，而這環境就是本研究第二個重點
「空間」。在本研究中，不論是

的線上遊 、社群媒體或現實中

的社交空間，都提供網絡成員一個聚會交流的場所，此處是大家 時
遠離工作的第三空間。由於

型手機的便 、《傳說對決》每場遊

時間短 ，以及網路社群即時的特性，讓大家可以隨意自由進出。
Cevin：「下

的時

，或者是

時間

較

的時

，因為

時

間很 ，所以可以 時 入」。
對於上 族而言，為了 展社交 與經 人際關係，會加入各類
型企業社團或參與聚 、球 等社交聚會，但這些第三空間皆有場地
與時間上的限制，對於 於職場與家 的上 族，因為線上遊 的
參與性、調適性與
族快節

的基調，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特性，符合上

生活時間

片化的特徵。線上遊

讓資訊交流、尋找認

同、心情抒發比起過往透過社團或聚會等面對面形式 通來得容 ，
因而更能促進人際關係互動（

玲玲、

、陳

、黃

，

2005）。
以本研究來說，上 族參與線上遊 是一種從線下 展到線上的
過程，成員並未因遊

少在職場上與同事接觸的機會，反而透過遊
言的 Ben，在

彌補或刺激了線下的社交需求，例如在職場上

線上世界卻展現 談與 於分享的面貌， 助擴大與豐富他與其他同
事的連結性，也激發各式合作的主動參與並強化 此的社會連結，這
是職場、社交空間界限模糊化表現的集結社群，結合現實與

的社

會結構，讓分散在各式網絡中的 通與協作成為可能。

資源依據線上以及線下等空間，區分為
以及職場資源三大類。
知識、

資源、日常生活資源

資源是 於遊 世界中的資源，包含遊

、 號、隊 數量、實力強度等。

資源是參與線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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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場 ，也是上 族 家在

世界中必備的資源與人際交往能

力，例如遊 實力 的 Dick 就普 受到群體
組隊；相對地，缺乏

，

地受同事邀請

資源，將造成線上遊 中的人際互動

行，因此上 族會自主 入時間心力累積與 資

難

資源，包含與戰

互相討論戰局、觀看 YouTube 和 Facebook 中遊 實況主的影片、
在遊 論壇研究攻略等。
資源的獲取大部分是透過現實資源轉 而成，包含時間以及
個人社會網絡。對於上 族 家而言，每日 於工作與家庭之中，提
取現實資源更顯不 ，尤其是有
就 後，才有時間

遊

的家庭。Amy 每日晚上九點小

；Andy 則是為分 家庭事

約 晚上十一點後方能登入遊 ，對他們而言，

與照顧小

，

資源的獲取，是

用自己每日僅 的時間轉 而成，也因為是 家自

入，因此彌足

珍貴。
在日常生活資源上，以

活動參與最為顯著，行動者因為自身

興趣或是從眾等因素而 入，Fox 即經由遊 中

資

訊：「有 我

要帶

我相關

資 」。除了旅遊聚 等資訊外，許多上 族 家

與

也會討論《天堂》、《暗
，並且加入相關遊 的

出去，不

獲取

破

神》、《

去 ，就有熱心 家提
色沙

》等其他線上遊

社群，這代表上 族 家再度加入新的

網絡，猶如遊 民族般「逐遊 而 」、「逐興趣而聚」，透過 移
流動性， 展出更廣大的人際網絡。
上 族 家在資源的運作上，除了

、日常生活資源外，也同

樣推進職場資源的分享。在職場中，成員們各自有不同的職 角色，
職 角色亦代表上 族在職場組織結構中的位置、權責以及資源的使
用，因此職場人際關係的經 與維 ，有助於大家獲取職場資源。例
如 Amy 常在群組裡提醒 Dick 與 Betty 交稿時間，這樣既可 助兩人
提早與

收稿外，亦有助於自己避免遇到交稿延誤導致加

之情

形。此刻，群組成為企劃與業 的重要事 公 欄以及確認工作進度
的空間。
除了提醒工作注意事 外，群組也有著意見交流與知識 集的功
能。由於成員來自於各部門，有不同的專長與工作經驗，在知識分享
上有著不同的關切點。例如在群組中最常討論，如何提
信率，業 會提供

EDM 的開

的成功案例做為參考、企劃則從發信主 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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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文案等面向提出觀點，至於 IT 則會分享 些格式與設計較能避免
子 件系統判別為

件。同事們的內隱知識，透過群組分享與討

論，有 地擴大個人與企業的知識範圍。
由於上

族

家通常會透過遊

社群接觸到更多其他部門的同

事，讓以往只有公事交集的同事，因為遊 而有更多互動，對於工作
上有著不少 助。受訪者所
供

的媒體公 ，業 部門的廣告 AE 提

廣告、廣編等各式整合行銷

，企劃部門則負責廣告與廣編

的管理，兩部門理應取得良好合作關係來
利益；但廣告執行過程中，

因為不同原因，導致素材延誤或即時

處理，就需要請企劃同事破例或加
「

， 企業獲取最大

，對此，企劃同事滿

都是業 在領，都是他們不守規定，為 麼我要

也常聽業 訴 ：「不是我不守規則，是

業 」，

無法 控，而且

，為何 們不來當業 」。為了讓 AE

麼

：

定更嚴格的 SOP，但結果只是讓雙方部門

這

定，主管就會設
更深。

廣告 AE 想要在網絡結構中取得關係，行動者必須有所行動，筆
者在遊 與 LINE 群組觀察到，由於 Amy 的遊 實力並不強，所以在
遊 中， 的表現往往比較 縮，而實力強的 Dick 就在遊 世界中多
次帶領 Amy 獲 ，因為這層關係，Dick 常透過遊 群組，請求 Amy
即時上廣告與廣編，即使偶爾 反 定與時程，Amy 亦 一 眼閉一
眼給予放行。對於 Dick 來說，透過

資源， 展其社群與人際關

係，獲得即時上刊的職場資源，這樣可以提

他在

面前的影響

力，獲取更 的業績，也保 與促進他在公 的地位；對於 Amy 而
言，在群組中提供 Dick 在工作上的提醒或協助，是在

空間展演另

一個自我，在職場上 Amy 與廣告 AE 的相處非常強勢，但在遊 的
LINE 群組中卻展現

柔的一面，會主動提醒且

於助人，其目的是

展演給群中的同事，自己並非 面無 ，另一方面則是預期得到回報
的社會資本 資。
除了職場同事可以協助工作完成以及解決問題外，在遊 網絡認
識的 家，也可以 助上 族 家在職場中遇到的問題。Amy 之前跟
其他遊

家求助 EDM 發送的難題：「之前有 IT 同事無法解決的

EDM

問題，

想到

的

，就

我是某

法問

題」。此外，Cevin 與 Fox 在工作之 也同步發展個人兼差副業，亦
著社會連帶來連接著不同行動者或組織，延伸他們個人的社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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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更多的 連結，來穩定他們的事業運作。
同樣地，有求職需求的 Christine，期 轉職到重視媒體行銷的科
技公 ，會有比較多行銷發展機會，由於筆者

的媒體公 以

科技業為主，所以熟 科技業的行銷運作模式，因此 Christine 會透過
遊 的 LINE 群組請教我們：「大家對 技業 較 ，
與
家若

業 的

，所以我不可能去問其他對這 技業不 的
到

間

較

，我

。而且大

到 104 的追

把這些

上」。
從上述例子，可以了解行動者透過工具性目的進行異質性的互
動，來獲取難以取得與價值高的資源，以 Christine 為例，我們的網絡
變成 Christine 的資源，行動者藉由直接或間接連帶而接觸，獲得資源
的行動便能獲得較 的滿足。這也意 著，這不僅是不同行動者的連
結，也是不同行動者所佔據的社會位置的互動（Lin, 2001／林 聖、
葉

譯，2005）。
群組除了促成組織 通、合作等正面助益外，亦有負面影響，像

是抱

公

與工作負

某，某某

我，

等：「工
要我自

都
去

來
外

去的，某某部
」。這種抱

某

如同傳染

般， 速在群組 延，其他人也會響應抱 取 ：「真 ，某某部
有人

了，但 這專案的 不只有他一個」。透過捕風捉影將不

正確的訊 傳達在群組上，其他群組成員可能觀 到群組的 圍或意
見大 ，為避免被 上不合群的一方，而選擇在群組沉默，甚至有成
員會
點，他

下傳訊給筆者：「
到我心

要不要

他

別一

了，有

力一

」。不論是抱 與負面八 ，大多是成員在職

場中的個人感受或聽聞，再透過線上傳 訊 ，這些內容會對同事與
企業產生破 力，降 組織向心力。此外，不斷抱 ，亦會給人不好
的印象， 少自己的社會資本。
上 族 家經由線上遊 建立自己的人際連結，資本的挪用是透
過社會資本在進行，由於遊 本身是新興的網路媒介，也是互動交流
的平臺，遊 成為人與人 通的中介管道。張玉 （2013）發現社會
資本的轉 是雙向，特別是以資源形式存在的社會資本。職場資源、
日常生活資源、

資源之間 此互相 連環環相扣，上 族 家擁

有的資源並非固定不變，透過資源的使用、轉 與分享等，能使 家
的社會資本數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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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遊 場域所累積的資本，並不是只 留於遊 場域中，
而是能擴展至 家所在職場和日常生活；反之職場或日常生活累積之
資本也可運用在遊 場域。如同 誌 （2016，頁 103）所述，社群
的集結與想像被視為一種可能性，一種可造成變異（mutation）的方
法，線上與線下的社會資本可以相互轉 ，這與 Bourdieu & Wacquant
（1992, p. 144）的場域論述相呼應，即不同的社會空間之間存有相對
應關係。

當網絡的成員在線上／線下空間參與互動，會因不同群體、價值
觀導致

，最明顯的就是社會對於線上遊 的負面觀感。 演多重

身份的上 族其行為表現，不論在職場上或家庭都備受期待，由於上
族接觸線上遊 後，因為不同空間的角色、行為與時間等因素間的
不相容，導致個體產生壓力與

。

在職場中最主要任 為公 事 ，大家即使是在

時間共同

線上遊 ，仍被其他同事認為是異類的存在。Amy 就被其他部門同事
與主管暗示少打線上遊 ：「我們
事

在

， 引來其他同

」。此外，較為年長的主管 心我們 引更多同事加入群體，

助長打

動的風

，造成公

競爭力

下。Andy 甚至被人資部門主

管關切，希望大家 少在公 遊 線上遊 ，業 部門主管還提醒過
Dick 與 Betty 不要過度沉迷，避免影響業

同

業績

展。張玉

（2013，頁 196）也表示， 於數位移民的舊世代，經常 心傳播科
技進入人們日常生活，會造成人際關係的 離。為此，大家縮 在公
線上遊 的次數，並跟主管 通 遊 是為了凝聚同事的向心力
與工作 壓等。後透過群體的自 、遊 場域的轉移，才逐漸 少與
公 的

。

當遊 的場域逐漸從公 移往家庭，
關係的同事，最
家庭中 演著

也連帶地移動。擁有

的在家庭與線上遊 中發生

或是父母的角色，有義 維

，因為他們在
與親子關係，但

許多上 族的家人並不支持他們在家中 線上遊 ， 心其會
庭的時間。為此，

家必須在家庭與線上遊

家

之間取得平衡，Andy

必須整理完家 才可以 線上遊 ，Amy 則是須在小 熟 時方能上
線，大家僅能在破 下的時間，短

跟戰 團戰與社交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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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Oldenburg（1989）提出第三空間的背景時代相較，現代社會
生活步調節 甚於以往，讓平時 首於第一空間「家庭」和第二空間
「職場」的上 族，更無 參與社交活動。這意謂家庭、職場與社交
這三個空間在相互爭奪上

族的時間與注意力。然而網際網路的發

展，資通訊技術 入日常生活之中，助長時間走向 片化，僅需短
時間遊 ，可以任意進出的線上遊 與遊 社群，讓
場的上 族有個

於家庭與職

的 洲，其更符合第三空間的 參與性與調

適性，可以依成員的時間與計畫，共同協商 此的參與時間。
遊 群體組成的初期，共約集體上線團戰是大家共同的目標與認
知。在團 的過程中，為了達成遊
作過程中需要
「

利， 通非常重要，所以在合
Ethan 說：

的 通協調。每次遊 都會開語音訊

過

或 字

我可以在

大 大 ，把我情

達出來， 如我被追的時 我就 大聲
可以 到

大

來 我

來 我

相對的我

這 讓我 覺大家就在身 」。

因為 通互動，線上遊 對上 族 家而言，不只是遊 而已，
同時也是經
的

、

或現實世界中的人際關係。在現實世界中可能出現
、眾志成城等情 ，也會流動到遊 世界中，尤其競

時，同隊戰

同

風

的感覺，最是遊

迷人之處。Betty 只要遇到

有 家透過文字或語音訊 責 好 時，都會跳出來予以反 ：「只
要有人 我

，我就

回去」。在線上遊

社群中， 家們

義 的展現與歸 感之需求，使 家 於經 人際互動關係，並在過
程中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不論是遊

或組織的運作，

式，但除了促進職場

通皆是意見交流與整合的合作方

外，卻也是常造成

發生的主要原因。由

於現實生活中同事之間的職位與利 關係，受到職場 範與制度的限
制，因此在 通過程中，大家會謹 界線避免

，Amy 跟同事、網

在遊 的 通過程中就展現很大差異，對 而言，跟同事在遊 世
界中更要謹言慎行：「我若
來 去，但 同事
很

人或

較 制，

，反正
事上有 要

都在

，若關係不

」。

若上 族 家對於目標或 通過程無法達到共識，產生對立的互
動關係，就有可能造成爭執的狀態。有別於一般 名性的線上遊 ，
因為 家 此並不認識，所以也無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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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太多代價，但當 此

身處熟識的職場空間，在線上遊 的

，就會一併延伸到線下的職

場，造成網絡的瓦解。Andy 與 Betty 就是在遊
共識，繼而產生對立與

通過程中無法取得

。其他人在遊 過程與事後討論中也會發

生零星的摩 ，但因為群體的 範是希望保持和 ，若有摩 發生也
會有同事

身而出維持

說：「只是

序。例如有人指責隊

，大家

就

」、「

」；或者是透過轉移話題，來緩和

誤時，其他人會
我

有

維持群體的

，是我的
。

通分 的 捏不僅存在遊 空間，也包含在 LINE 與職場的社
交空間中，若該空間的成員組成仍是遊

家身分，在 通部分會以

社交為主，而職場資源的交 僅為相互 助，而非遊
義 ，所以成員有公事需求，必須

家的責任與

請求，而非命令口 。若公事

有其時 性與重要性，則需使用公 各式協同工具做為 通平臺，否
則很容 造成群組同事的困擾。 句話說，上 族 家 此間有著維
繫 此關係的 則，即使沒有明文 定，但參與者會致力

這些隱

含的 範。
綜上所述， 通對話是遊 群組中最主要的活動， 通會因為不
同群體與不同目的，而賦予空間不同的涵義，在遊 世界中，成員可
以從對話中獲取

與遊 知識，在現實生活職場中討論與協調職場

資源的運作。但 通除了促進職場

與協作外，抑是造成

主因， 爭會在線上與線下中流動。為避免發生

發生

， 通分 的

捏成為群體的潛 則，若有發生摩 ，群組其他成員會有類似 察隊
之行為來維持群體和 。

在線上遊 所構成的網絡關係，最主要是遊 中的公會組織與好
機制。公會是遊

家在遊 世界中所組成的組織，其功用在於讓

公會 家們產生凝聚力、增加遊 依 度，曾創立公會跟 任公會會
長的 Andy 指出成立公會的重要性：「我創立
自 是代
都
個

、代

個

，這是一個

是有關聯的，不可以讓

，我就方 管理，而且這樣 有

的形 ，大家的 一個
了面 ，另外

在同一

力」。

公會為了凝聚向心力，也 定成員在遊
名稱，讓其他 家知道成員是

，是要讓同事明

號的名稱前加入公會

個公會，Dick 就提及公會對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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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我們公會成員都會在自己的 號名稱前加上戰隊名稱，只要
我們組隊比 ， 方透過 號名稱馬上就知道我們是同一隊，這是一
種 勢、一種團結、更是團隊的榮 」。
除了加入公會與 上公會名稱外， 家在遊

ID 名稱上的設計

也展現出團隊的歸 感。Ethen 認為取類似 ID 有很重要意義：「是
就要取相同的 字，不管

做 麼我都

團隊出 更有 勢，更容 獲得遊 的
樣的 字，同樣

他」；Cevin 則認為

感：「這樣更有

，同

對方，這樣更 」。

不論是 上公會的名稱或是遊

ID 取類似名稱，都是 家將現

實生活中的網絡挪移到線上遊 的行為，目的是希望可以跟現實生活
的

一起 遊 ，展現集體意識，向 方與戰 宣示我們是同一群

人，經由集體行動找尋歸 感。一般 家在線上遊 採 名方式，一
面對未知網 的

，會對於人際交往帶來風險性；若在熟識的群體

中， 家的行動較不會受到責難，這是一種擁有安全感的遊 方式。
言之，與熟識的同事 線上遊 ，是一種較無風險的

形式，面

對線上遊 戰局的變化，以及處理其他 家 通訊 內容所需的認知
負 更 ，因此更容 達到

與放鬆的需求。

上 族 家的戰 大多在線下空間中相識，因此人際信任會轉
到線上遊 世界中。此外，線上遊 所設計的各 機制，包含排位、
率、英雄角色熟 度等，也同樣地為人際信任 演 助性的功用。
像是擁有較高排位的

家，4 可以獲得更多遊

方所贈送的

資

源，也較容 取得其他 家的信任與組隊的意 ，更容 促成網絡的
展與資源的分享。此外， 家會在乎自己和隊 在 Garena App 的各
數據，5 因其可以讓

家隨時查戰績、看戰況，成員可以

觀察

自己與其他戰 各 戰力的優缺點，等於提醒 家該補強之處為何，
促成遊 知識的搜尋與分享。
透過數據資料可以體會同事對於遊 的態度，若使用 率高或是
熟 的英雄來參與團 ，顯示同事是以認真的態度面對比 ，而其他
同事也會積極面對，這代表著成員擁有相同的信念，因此容 建構
此的信任關係。這種遊 製造商設計的機制，給予大家遊 互動時的
信

與安全感，亦提供了日常討論遊

的話題，強化大家的人際關

係。
林

與張昕之（2012，頁 258）社會支持依 於社會資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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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信任、人際互動與互 精神。之前提及上 族 家在職場資源、
日常生活資源與

資源的使用、轉 與分享等，就是社會支持的實

例， 家 此間的社會支持包含著情感性與工具性支持。日常群組除
了討論工作、遊 與生活等事外，亦有群體 訴心事的功能：
問題都很 ，但是要 很 ，然
是 IT 問題 ，就被
之外，

管

關

般確

，證明不

然

被

回 說 事了
，

說

，IT 真的不

做。（Andy）
個工 都不 做，都有為難之 ，我 整天
，

我，

度，有 管 於

就

管以前

過業

管一樣。（Betty）

信任的產生，涉及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的瞭解與互動 況，是
一種關心、傾聽到回應的過程，同事間透過了解與認同

此的價值

觀，建構出群體的信任，將他們緊緊 繫在一起，有助於群體的團結
與穩定，信任的產生，涉及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的瞭解與互動 況
（

華，2007）。如同群組中，大家有協議

員透漏，因為此

訊 不對群組外成

範，讓同事在 述心事時，無須 心資訊外 的

風險與不確定性。
在許多企業中，主管、部 與同事之間因為職 差異、權力不對
等、利 關係或是本位主義等因素而產生距離。上 族為了獲取資源
與 演好自己的角色，因此在跟同事的合作與互動上，會 著職場面
具來隱藏自己真實的個性與情 。但透過線上遊 的參與，大家多了
戰

的身分，相處的空間從只有線下的職場，增加了線上的遊

世

界，重複地參與線上／線下的群體， 此間有著共同的目標、價值與
信念，過程中不知不覺中 下自己的職場面具，釋放出個人內心渴望
與真實個性，大家對於
Andy 就認為線上遊

此的瞭解也更加深入。遊

讓他更認識同事：「

的機 ，而且 多人在壓力的工
情，這在

工

，可以在

與公會發起人

可以增

此了解

出他們的真性

是 不到的」。

但是

與深度的互動並不見得與信任呈正相關，甚至有可能傷

到職場

，在群組中，Andy 與 Betty 原本交情深 ，透過長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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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的合作、相似的興趣而取得相互信任，但雙方經過數次的共 線
上遊 後，皆認為對方在參與遊 前後的個性 然不同， 此無法接
受這樣個性的轉變。Andy 認為 Betty 在遊 中逐漸展現 制欲，並且
會在遊 中責難隊 ；Betty 則指出 Andy

遊 的方式與大家有所差

異，難以 入團隊，雙方信任破 漸行漸遠，除非公 事 合作上非
不可，否則都會找該部門其他同事協助。 言之，信任的破 會
少或

行動者對於線上遊 與職場的參與，造成遊 、職場網絡的

破 與社會資本的

。

本研究的社會資本運作，是上
景、現實空間的參與、

族

家其個人與群體的社會背

空間的參與、社交所形成的產物。由於空

間的行動者是在線下已認識的上 族，因此線上遊 除了社交與
導向之功用外，亦是工作協作導向的媒介。線上遊 成為成員 繫與
互動的 道，讓職場關係從線下 展到線上，職場延伸至日常生活之
中；相同的，戰 關係從線上複製到線下，日常生活觸及到職場，網
絡、資源、 範與信任等社會資本也得以相互運作，如圖 3。
圖 3：線上 線下社會資本運作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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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的基礎是網絡，網絡是行動者對於群體的積極參與、
資才得以創立與發展，但上

族

此間的社會關係並非處於相同距

離，因為興趣、工作互動、職 職位等不同，有著不同的網絡關係。
從圖 3 看出，上 族 家（行動者）在職場與日常生活中的網絡，有
同公 多次合作經驗的強連結、離職 少接觸互動或之前不認識的
連結， 此之間可能因為相互支持與社交

等情感性目的、獲取社

會資本的工具性目的而參與線上遊 ，對於成員而言，網絡互動空間
從線下 展到線上。由於上 族的戰 大部分來自於現實空間的職場
同事，導致

的第三空間交雜了職場空間的元素，與 Oldenburg

（1989）所主張第三空間的中立性、沒有階 地位差異等特徵產生出
差異。
對於成員而言，除了下 時間的參與，群組的成員在上 時段仍
不斷透過即時通訊軟體進行社交互動，網絡互動空間不斷流動於職場
與社交、線上與線下，促使

、日常生活與職場資源的相互轉 與

分享。研究也發現，有別於一般 家在線上遊 身處於 名狀況，上
族 家的線上遊 戰 ，有很大比例是現實空間中的職場同事或日
常親 等，網絡內的成員相互連結 度較高，除了有助於資源快速流
動外，在社會資本的 範與信任構面上，亦呈現較強的約 力。在互
動過程中，線上與線下的 範與信任等社會資本相互影響。
成員重視群體的目標，在乎自己在社群中的貢獻，依據自身的專
業與興趣來參與，另外，信任是行動者在群體裡 求共同利益或轉
社會資本的過程，這受到遊 設計機制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相處的
範所影響，因此參與遊 的行動者，需要不斷 從他們普 接受的道
德原則，為了維持 此利益而相互尊重。 言之，線上與線下的流動
代表行動者人際關係的延伸，促進社會資本在

與現實空間中被建

構與運作。此外，行動者參與群體動機不論是企求社會資本或社交
，在線上與線下的互動空間，抑或社會資本中的網絡、資源、 範
與信任之間，皆非

不變的狀態或線性過程，而是 此間動態的來

回往復與相互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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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一
現代生活節
家庭與職場空間的
制，讓上 族難以

，

、

壓；社團與聚

、公園、

等第三空間受到

等活動，因時間與空間上的限

參與。故擁有便利性、 達性的線上遊 成為

上 族加入第三空間的新選擇，線上遊 的參與有助於職場網絡 化
出多個傳播網絡的機會。
空間的特性是空間環境與成員間協力塑造，線上遊 社群有 成
員集體創作與參與方得以維繫，成員所 演的角色將會影響其行動，
對於多數的上 族 家，在遊 世界的參與行為，通常是透過現實生
活中最

接觸的職場人際關係所 展開來，因此線上遊 的社會網

絡，是線下職場空間社會網絡的再現，促使同事在職場空間外的再交
會，強調社交功能的第三空間， 入職場第二空間的功用，同事 此
的線上互動對線下關係產生刺激，建構出線上與線下交織的社會網
絡。

上 族 家透過線上遊 這媒介的 化，不斷與同事在線上／線
下空間中流動，包含在現實空間中的職場與社交場所、

空間中的

線上遊 與各式網際網路應用。 句話說，這是混合著線上空間與線
下空間所組成的「混合空間」。在動機與目的上，有人透過情感性行
動與他人互動來獲得安 、安全感與歸 感，這是情感性關係；有人
透過工具性行動來獲取轉職資訊、兼差收入、職場資源等，這是工具
性關係。從研究發現，因為群體意見、資訊交流、資源獲取多元，因
此工具性與情感性的行動與關係無法 然劃分，而是一個交雜兩種行
動的「混合性行動」與兩種人際關係型態的「混合性關係」。
此外，上 族 家們在職場中是同事，在線上遊 中是戰 ，因
為長期的互動與資源的分享，建立起

關係，亦是一種混合性關

係。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上 族 家透過混合性目的與行動參與線
上遊 ，在遊 與職場交織下的混合性空間與同事間發展出混合性關
係，促使個體與群體之間轉 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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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共同參與線上遊 並且加入遊 的社群，成為 此建立人際
關係、訊

交流與社交互動的媒介，如同 Oldenburg（1989）所述非

傳統社交的第三空間。但與一般 名性遊 不同，本研究的上 族
家 此之間早已認識，是職場關係的集合體，再透過線上遊 與其他
網際網路應用等互動，形成一種結合職場「地域」與遊 「興趣」的
社群。對於上

族而言，這種交織工作與社交的第三空間已產生質

變，形成遊 與工作結合下的產物。
線上遊 做為一種

與人際關係經 的參與，提供上 族

家合作模式與協同創作的平臺。上 族 家在遊 世界中有著共同
的目標與利益，產生出合作的協議，並且同意按照遊 世界的 則，
參與群體的行動並且相互尊重，這些主動的積極作為有助於群體網絡
的發展。最重要是， 家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認識與理解其他
的興趣 好以及有 些共享資源， 此之間創造互 與互利的正向
體驗，為成員的人際信任 演 助性的功能。
因為信任有助於成員在線上／線下

與深度的互動，大家會視

自己為群體的一部分，並且努力實現群體或其他成員所提出的目標，
促使大家更積極地參與群體各 事 ，產生職場、日常生活、

等

資源的運作，同樣地，資源可依個體跟群體的需求作提取與轉 。

上 族 家不論是情感性或工具性目的參與線上遊 ，都是個體
自主參與而非企業強 ，這裡聚集著不同職 、職位、知識的成員，
每個人擁有各自獨特的社會資本。除了參與目的外，線上遊 的社交
功能，有助於大家對於社群的積極參與，強化與擴大群體的網絡，讓
社群建構更多的社會資本，促進職場資源的累積。即使是與工作看似
不相關的日常生活資源或

資源，也因為個體跟群體的需求，亦有

可能轉 成自己或其他人的職場資源。對於企業而言，上 族 家自
主加入的遊 社群，對於企業協作也產生積極影響。
社群對於企業協作有著正面的 助性 應外，亦有負面影響，例
如透過抱 企業組織或分享八
感安

，但這些行為卻造成反

來抒發情 ，希 從群體獲得情
果，對同事、組織與企業產生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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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造成信任的瓦解，亦會造成社會資本的

，不利於企業的協

作。

本 研 究 檢 視 Bourdieu （ 1986 ） 、 Coleman （ 1990 ） 、 Putnam
（1995, 2000）、Lin（1982, 2001／林 聖、葉

譯，2005）等社會

學家所提的社會資本概念，並參考 Oldenburg（1989）與 Steinkuehler
（2005）學者提出的第三空間文獻，加入人事時空環境背景等探討，
塑造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傳統的第三空間是實體的地理
空間，與家庭、職場之間，如同楚 漢界般互 ；線上遊 則是
的第三空間，沒有地域與 界的界定，但參與的成員卻是有地域關係
的職場同事，早已相識的上 族 家在其
致

與片段時間中 入，導

的線上遊 空間 進現實的家庭與職場空間，空間成為混合的

綜合體，不再僅是單純的社交空間，在此，網絡產生交會與重 、合
作成為共識、資源得以轉 ，具有發展社會資本的潛力。 句話說，
第三空間因為資通訊的介入與參與角色的不同，展現出戰略與目的性
社交之特質。
在實 現象面，本研究以上 族 家為研究對象，線上遊 為媒
介，分析社會資本在線上／線下不斷交織下的運作過程，提出線上遊
對於企業、個人在社會資本建構的正負面影響。由於資通訊技術的
進步，線上遊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快速發展下，成為上 族主要
的

，更是重要的社會與文化形式。本研究期 藉此研究給予

社會或企業對於線上遊 不同的觀點。以往，線上遊 的討論大部分
聚焦在對人或組織的負面傷 ，而非可能的益處，甚至有公 不鼓勵
員工共組社群參與線上遊 ，但卻 略遊 是一種組織的活動，是富
含

與教 目的。因此，企業與組織在面對員工群體參與線上遊

的現象，與其排 限制，不如好好理解與 用線上遊 的社交性，適
當地 合企業的文化與 範， 解員工工作壓力，並促成與 助員工
累積與轉 社會資本，為企業帶來協作與創新的環境。

1

線上遊

（online game）泛指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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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透過網際網路，同時連上

遊

，在

上型
遊

世界中進行互動；

、筆記型

、

句話說，不論是使用

型手機、

機等任何載具，只要是

上型遊

機抑或是家用

家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遊

與互

動，本研究皆視為線上遊 。
2

《傳說對決》是一 多人線上戰 推 的手機遊 ，於 2016 年 10
月上市，廣受臺灣許多 家支持。《傳說對決》在 2017 年開辦臺
灣 GCS 職業

，同年成為 Yahoo 奇摩 10 大熱搜 競遊 第一

名，2018 年成為亞洲運動會
GCS

區所

出

子競技

子競

示範

目，臺灣

競職業隊，於 2017~2020 年期間共獲得四次

《傳說對決》世界 軍。
3

MOBA（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這類遊
兩隊，兩隊在遊
打

4

地圖中互相競爭，同隊

家

將

家區分為

此相互合作，以

方隊 的建 為 利條件。

《傳說對決》內部排位
說、戰場傳說、星

系統，由上至下的階

、鑽石、

遊

排位中取得

利，獲得向上

階

也會隨之降

，

力。

家的排位等

、黃
階

分別為永

、白銀、

家的基本資料上，供其他

家在

的星星，反之則扣星，

家的排位也代表著自身在遊
，會有相對應的階

，

傳

世界中的實

徽章，顯示於遊

家查看，此外在遊

內

過程中也會呈現

在 家角色的邊框上，以代表 家在遊 中的地位。
5

《傳說對決》的 Garena App，可以顯示即時戰況，同步顯示隊
與對手資訊，讓
上所有
家

家可以隨手查戰績、看戰況。另外也分析

家的數據，顯示最熱門英雄、英雄

率排行，藉此讓

全體英雄最新趨勢。最後 App 每個月都會統計數據，讓

家知道自己前一個月的整體表現，並透過最強隊

的呈現，讓

家知道誰是 最強戰 和最 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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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Real and Virtual Worlds:
The Social Capital of Online
Gaming for Office Workers
Shu-Wei Huang*
Abstract
Online gaming has become a common form of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and office workers are a key target group.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a strong motivation for offic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gaming, but few studies have analyzed how
online gaming, which was originally entertainment oriented, has transformed
into a tool for office workers to manage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ories of online gaming, the notion the third place, and how
office workers use the social capital of online gaming in both virtual spaces
and reality from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yers’ online, offline and social capital.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online gaming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ocial capital of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When used effectively,
online gaming can help office workers convert social capital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However, differences among player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online gaming may lead to conflict, reduce
group trust, and cause the loss of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office worker, social capital, the third place, online, online
gaming,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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