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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依據新聞報導，曾經 有 1 萬 2 千多人聚集在北投公園抓寶（王宏舜、侯俐安、張雅
婷、江孟謙、史榮恩，2016），這則新聞引起了研究者的興趣。到底「抓寶」是什麼？為什
麼北投公園會聚集了那麼多的人？經過資料蒐集後得知，原來「抓寶」是一款名稱精靈寶
可夢 Go《 Pokémon Go》的遊戲，遊戲設計初衷是讓玩家到不同的地區，才能抓到不
同的寶可夢，因為那陣子遊戲公司舉辦活動，讓遊戲中的稀有寶可夢「快龍」大量出
沒在北投公園，所以吸引大批玩家聚集，引起騷動。
於是研究者利用課餘時間下載遊戲，加入玩家的行列，體驗「抓寶」的樂趣所
在。隨著遊戲的進行，走在路上不時會遇到其他玩家，男女老少都有，最瘋狂的莫過
於新聞中出現的寶可夢阿伯，把《 Pokémon Go》遊戲當成退休生活的休閒娛樂消遣，
一次帶 40 幾支手機出門抓寶 （張庭瑋， 2020）。這個現象不禁讓研究者想進一步了
解，到底《 Pokémon Go》遊戲玩家的性別比率、年齡層分布、遊戲消費情形是如何？
玩家們玩《 Pokémon Go》動機又是什麼？
研究者也曾和路上不期而遇的寶友聊天，有人說自己是陸軍，覺得一邊走路一
邊抓寶很好，因為多走路可以增加運動量，又可以補寶貝球、抓寶和孵蛋；有人則說
空軍也不錯，待在家裡就可以飛到世界各地去抓寶、占道館、賺寶可夢金幣，可以買
道具、擴充背包……等。這樣的說法，讓研究者發現原來《Pokémon Go》遊戲玩家有
分不同的玩家類型，各有支持者。選擇不同類型《Pokémon Go》遊戲玩家之差異性為
何？玩家們從事遊戲消費之現象又為何？在研讀資料並和指導老師討論溝通之後，研
究者擬定「《Pokémon Go》遊戲玩家之分析研究」為主題，進行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 探究《 Pokémon Go》遊戲 玩家背景差異情形。
（二） 了解《 Pokémon Go》遊戲 玩家動機所在。
（三） 分析《 Pokémon Go》遊戲 玩家的消費支出情形。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有從事《Pokémon Go》遊戲的玩家為調查對象，並以網路
線上問卷進行抽樣調查 ，根據數據統計結果進行相關分析與探討。
四、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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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 Pokémon Go》
《精靈寶可夢 GO》是由任天堂公司、精靈寶可夢公司授權，由美國 Niantic
公司開發的一款抓寶遊戲，遊戲結合擴增實境技術（AR）
，
「允許玩家以現實世界為平台，捕
捉、戰鬥、訓練虛擬怪獸「寶可夢」的遊戲」
（台灣寶可夢資訊站，2017）
。
《 Pokémon Go》遊
戲在 2016 年 7 月發布，一周後估計有 6500 萬用戶下載，2016 年 11 月分全球統計達到 5 億的
下載次數，抓寶一時蔚為風潮（李欣怡，2016）
。甚至剛上市不久，根據行動市調 App「EZchoice」
的調查結果，全臺灣有高達 790 萬的遊戲玩家，「全台平均每 3 人就有 1 位玩家，每位玩家
平均每日花將近 2 個小時玩遊戲。」（馮景青，2016）一般的手機遊戲，玩個半年就不玩了，
但是《 Pokémon Go》遊戲即使到了今天，依然還在百大遊戲 APP 下載榜上，而且營收還屢創
新高（張庭瑋， 2020），可見玩家依然不少。
由上可知，不管在臺灣還是全世界，《 Pokémon Go》遊戲玩家人數眾多，而且有別於大
多數的手機遊戲，
《 Pokémon Go》的遊戲玩家們不能宅在家，遊戲設計玩家必須離開家門，
走上街頭才能補球、抓寶。調查指出，7 成的玩家表示，因為玩《 Pokémon Go》遊戲，會主
動增加外出的次數和時間，有將近 4 成的玩家還會特地前往撒花瓣的補給站抓寶可夢（馮景
青，2016），無形中增加了運動量。有時候為了多補充寶貝球，玩家們甚至願意多走點路，也
有一些玩家不想多走路，選擇直接課金的人也大有人在。也有玩家因為一起抓寶、破任務的
關係，增加了與他人互動的機會，讓遊戲更好玩（蔡偉鼎、王致遠，2018）。
然而《 Pokémon Go》
《精靈寶可夢 GO》遊戲研發初衷發展到近期，玩家出現很大的歧異。
有的堅持原有的遊戲方式，有人卻選擇改以借助模擬器更改 GPS 定位地點方式進行遊戲，也
有人採取兩者兼具的模式進行遊戲。（張憶漩，2017）為何遊戲發展到後來，會演變至此？這
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依據張春興的看法，所謂動機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引導該活動
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歷程」
（張春興，1996）
。溫世頌（1997）則認為動機為「引發個體行為，
包括需求、行為與朝向目標，使個體採取某種行動」
。而鄭采玉（2008）則認為動機是「一種
內在的需求或驅力，它引發、導引和維持個體的行為活動，以達成或是滿足特定目標之行為
歷程」
。綜上所述，動機是引起或維持個體某種行為背後的原因，會讓個體持續採取某一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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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自己的目標。至於玩家們從事《Pokémon Go》遊戲背後的動機是否也是如此？也值得
研究者加以探究。
一、名詞釋義
本研究依據研究主題，針對《 Pokémon Go》遊戲玩家的 不同背景變項、玩家類
型、動機等相關名詞，進行說明如下：
（一）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的不同背景變項：係指《Pokémon Go》 遊戲玩
家的性別、年齡層、職業、月收入、支出、遊玩頻率等分布情形。
（二） 玩家類型：分成用步行或騎乘交通工具方式捕捉、孵蛋與訓練虛擬怪獸「寶可
夢」的陸軍玩家；借助模擬器更改 GPS 定位地點，飛到世界各地捕捉虛擬怪獸
「寶可夢」、打道館、佔道館的空軍玩家；以及有時當陸軍，有時當空軍的半
陸半空玩家等 3 種。（張憶漩，2017）。
（三） 動機：引起或維持個體某種行為背後的原因，會讓個體持續採取某一行動，以
達成自己的目標。
二、問卷調查
（一）調查動機
本研究針對《 Pokémon Go》遊戲玩家的性別、年齡層分布、 職業、
收入、遊戲消費情形，以及玩家從事《Pokémon Go》遊戲動機，遊戲玩
家之 類型差異成因 進行調查。
（二）調查歷程
本研究編製之問卷，調查時間自 2020 年 2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止，共計 7 天，利用線上問卷方式蒐集資料，透過網路社群，例如 Line
群組、臉書社團、IG 等管道傳遞，供《Pokémon Go》遊戲玩家 自由填寫。
（三）調查結果與分析
經過調查，線上問卷共收回 504 份。針對相關資料，說明如下：
1.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背景變項分布情形
(1)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性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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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玩家中，女性玩家（54.2％）多於男性玩家
（45.8％）。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在於遊戲中的寶可夢很可愛，較能為女性
玩家接受。
(2)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年齡部分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玩家中，以 40-50 歲的玩家最多，占 31％；其次
則是 30-40 歲的玩家，占 26.4％；再來是 18-30 歲的玩家，占 22.8％；而
50-60 歲的玩家也占 9.5％。研究者推論 40~50 歲的玩家最多，可能原因在
於這個年齡階層的玩家工作較穩定，有較高的收入，也比較有空閒時間從
事遊戲。
(3)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職業部分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玩家中，以服務業的玩家最多，占 25.8％；學生
玩家次之，占 16.3％；軍公教的玩家則占 11.7％，資訊科技業占 7.9％，家
管占 7.5％，金融業占 3％，餐飲業占 2.8％，退休 12 占 2.4％。研究者推
論，服務業的玩家最多，可能是因為服務業的工作時間較自由彈性，不會
被工作綁死，可以有較自由的空閒時間玩寶可夢。
(4)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月收入部分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玩家中，以 2~4 萬元的玩家最多，占 36.1％，2
萬元以下的玩家次之，占 25.4％，4~6 萬元的玩家占 23.4％，6~8 萬元的玩
家占 8.5％，8 萬元以上的玩家則占 6.5％。研究者推論與遊戲本身是供玩
家免費下載的，所以收入不高的玩家也可以輕鬆入手玩遊戲。
(5)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資訊來源部分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玩家中，經由網路途徑獲得遊戲資訊的玩家最
多，占 48％，經由親朋好友介紹的玩家次之，占 40.7％，而經由電視廣告
的玩家占 7.7％，經由報章雜誌的玩家則占 1.6％。大多數玩家透過網路得
知《Pokémon Go》遊戲的訊息，顯見網路對現代人的影響深遠，網路影
響力，無遠弗屆；當然也不能忽略親朋好友的影響力。
2.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類型分布情形及不同玩家類型背後動機分析
(1)《Pokémon Go》遊戲玩家類型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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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調查結果發現，玩家中最多的是陸軍，占 66.5％，其次是半陸半
空，占 18.8％，空軍則占 14.7％。此調查結果與遊戲設計供玩家走出戶外
之初衷略有不同。
(2) 陸軍玩家動機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在複數勾選的情形下（至多勾選兩項），選擇當
陸軍的玩家中，認為可以增加遊戲成就感的玩家最多，占 63.2％，其次是
可以達到運動目的占 47.8％，可以和人面對面互動的占 30.4％。
(3) 空軍玩家動機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在複數勾選的情形下（至多勾選兩項），玩家
中，選擇此類型之原因主要是可以減少交通往返時間最多占 66％，其次是
可以減省遊戲時間占 42％，也有不少是可以增加遊戲成就感占 38％。
(4) 半陸半空玩家動機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在複數勾選的情形下（至多勾選兩項），玩家
中，最多可以減少交通往返時間，占 44.3％，其次是可以減省遊戲時間和
可以增加遊戲成就感各占 36.1％，也有不少是可以達到運動目的和可以增
進人際互動有各占 28.7％。
3.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遊戲動機分布情形：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在複數勾選的情形下（至多勾選兩項），
《Pokémon
Go》遊戲玩家 的動機，覺得遊戲有趣、很好玩的人最多，占 52.8％；因為無
聊、打發時間的人次之，占 43.8％；覺得遊戲可以有益健康（因為可以一邊玩
遊戲，一邊走路）的人占 29.2％；覺得遊戲可以帶來成就感的人占 28.8％；覺
得遊戲可以增進人際互動（可以和別人一起玩）的人占 27.2％，覺得遊戲可以
增進環境認識的人占 10.7％。
4.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玩寶可夢遊戲的頻率分析：
(1) 玩家經歷：以 3~4 年的玩家最多，占 30％， 2~3 年的玩家次之，占 28.2
％；1~2 年的玩家占 21％，4~5 年的玩家也不少，占 14.1％，1 年以下的玩
家占 6.7％。

5

《 Pokémon Go》 遊戲玩家之分析研究

(2) 玩家每週遊玩頻率：以每天玩的玩家最多，占 67.1％，每週玩 3~4 天的玩家
次之，占 11.5％，每週 1 ~ 2 天的玩家也不少，占 8.5％，每週 5 ~6 天的玩家
占 8.3％，每週少於 1 天的玩家占 4.6％。
(3) 玩家每天玩《 Pokémon Go》的時間：以 1~2 小時的玩家最多，占 38.9％，
少於 1 小時的玩家次之，占 22.4％，2~3 小時的玩家也不少，占 18.7％，3~4
小時的玩家占 10.1％，4~5 小時的玩家占 3.2％。值得注意的是每天花 5 小時
以上的玩家也占了 6.7％，屬於重度遊玩者。
5.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消費支出情形分析
(1) 玩家的遊戲消費支出分布情形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
《Pokémon Go》 遊戲玩家的消費支出情形，曾經
儲值過遊戲的玩家占一半以上，高達 55.4％，相對的也有 44.6％的玩家未曾
儲值過。
(2) 玩家的遊戲消費金額分布情形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在曾經儲值過遊戲的玩家中，以每個月支出 1000
元以內的玩家最多，占了 86％，每個月支出 1001-2000 元的玩家次之，占
8.9％，每個月支出 3001-4000 元、5000 元的玩家各占 1.7％，每個月支出
2001-3000 元的玩家占 1.3％。此現象與遊戲本身設計並不強制玩家花錢儲值
符合，只要玩家有耐心，只要肯花時間捕捉、戰鬥、訓練寶可夢，就算不花
錢儲值買裝備，也可以達到最高 40 等級。
6. 《 Pokémon Go》遊戲玩家居住地區分布情形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住在北區的玩家人數最多，占 49.4％，住在中區的玩
家人數次之，占 26％；住在南區的玩家則占 22.2％，住在東區的玩家占 1.6
％，住在離島的玩家占 0.8％。研究者推論可能是遊戲本身需要搭配 GPS 定
位，相較於其他地區，北區的基地台密度高，有較完善的網路訊號，又或者是
資訊流通的速度較快、手機的普及率高，才會使得北區玩家占大多數。
參、結論
一、研究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研究者發現：
（一） 在玩家背景變項，女性玩家多於男性玩家，在年齡層部分以 40~50 歲的玩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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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職業的部分，以服務業的玩家最多，在居住地部分，以北區玩家為最
多。顯示寶可夢遊戲較能為女性玩家接受，中壯年、服務業的玩家有較多空閒
時間進行遊戲。
（二） 玩家經濟收入及消費支出分析：研究者發現，玩家的月收入中以 2~4 萬元的比
例最高，0~2 萬元的比例次之，研究者推論可能與遊戲本身下載是免費的，對
於收入並不高的玩家來說是較好的休閒娛樂選擇。而在曾經儲值的遊戲玩家
中，以每月消費金額在 1000 元以內的玩家比例最高，高達八成，與遊戲本身
不強制要求玩家要花錢儲值有關。
（三） 玩家中以陸軍玩家占最多數，其次是半陸半空玩家，最少的是空軍玩家，此結
果與遊戲設計供玩家走出戶外之初衷略有不同。大多數的陸軍玩家，因為可以
獲得成就感、達到運動的目的、與人互動，而選擇當陸軍。相較而言，空軍或
半陸半空玩家，是為了減少交通往返時間、減少遊戲時間，而選擇當空軍或半
陸半空玩家，或許是因為工作忙碌時間不夠，或者是工作需求無法脫身，以致
於使用外掛軟體以達成遊戲目的。
（四） 有 3~4 年經歷的玩家，高達三成，2~3 年的玩家也有二成八，表示《Pokémon
Go》遊戲 有一定的可玩性，才能吸引玩家繼續玩下去。再分析每週遊玩的頻
率，顯示有高達六成七的玩家每天都玩《Pokémon Go》遊戲 ，可見
《 Pokémon Go》已經成為玩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著分析，每天遊玩時
間，每天花 1~2 小時的玩家最多，占三成八，可見即便發展至今，玩家對遊戲
仍有一定的熱情。
（五） 玩家動機中以有趣好玩、無聊打發時間、有益身體健康、成就感、增進人際互
動占大多數。研究者推論或許是因為現代人生活忙碌，閒暇之餘也想要放鬆、
休閒一下，在遊戲選擇上，會以遊戲是否有趣好玩、是否有益身體健康、是否
可以獲得成就感、增進與人互動等，為考量因素。
二、建議與期許
（一）研究建議
1. 因應玩家年齡層分布，政府應鼓勵業者研發符合玩家年齡的遊戲，符合呼應
老人照護、兒童照護的社會需求。
2. 因應玩家需求，各級政府單位應針對遊戲場域進行規劃施設，以維安全。
3. 因應科技進步，社會環境轉變，類似增進人際互動遊戲的需求，政府應加速
廣設 Wifi。
4. 因應玩家年齡層屬性以及消費支出，政府應鼓勵商家研發低消費、高互動性
遊戲，滿足大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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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期許
由相關的調查報告得知，臺灣地區寶可夢的玩家眾多，年齡層遍布男女
老少，玩家背後的動機複雜，礙於研究者的經驗不足、能力有限，不能將研究
做更完善的探究，期待後續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更多資源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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