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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歡迎使用 MAXQDA 入門指南！鑒於當下幾乎無人喜歡閱讀冗長的介紹性文本或使用手冊，我

們努力為您提供一份盡可能精短的 MAXQDA 入門指南。本指南旨在引導您了解 MAXQDA 軟體，

開啟使用該軟體進行質性研究資料分析的大門，因而我們在此僅向您介紹 MAXQDA 的具體操作方

法，不涉及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理論以及資料分析方法。如有需要，敬請參考文後的推薦文獻。

雖然質性研究方法不計其數且不盡相同，但其中的大多數可以借助 MAXQDA 予以實施，因為它們

有著相同的基本結構，正如下圖所示： 

 

大部分質性分析方法均與類別有

關，這些類別既可以直接從資料中產

生，也可以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借助

于最新的研究文献或者个人的前期研

究、在不查看具体数据的情况下推导出

来。这里的类别在大多数情况被称为代

码，有时也被为关键词。不管其名称是

什么，类别对于数据分析的作用在原则

上都是一致的：使数据材料组织化、系

统化，具有分析代码的意义。分析代碼

是分析过程的结果，它超出了确定表述

主题的范围，這也便是我們在本指南中

所指的代碼。对数据进行编码有可能很

耗时，但请不要担心：使用質性資料分

析軟體的方式多種多樣，人们在使用 MAXQDA 分析数据时，不一定要进行编码，也不一定会用到

代码。人们也可以只是用质性资料分析软件来组织数据或在数据中查找某些单词和词组，对这样

的“查找结果”自动编码，或进行其他更多的操作，而不需要对代码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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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QDA 概述 

項目啟動 

打開 MAXQDA 後，您可以看到一個視窗，左上方要求您鍵入一個完整的用戶名或用戶名縮

寫（縮寫更利於您之後的使用）。 

點擊新建項目創建您的第一個 MAXQDA 項目，命名該項目並存儲到您選擇的位置。 

 

MAXQDA 2018 創建的項目是以.mx18 結尾的，您也可以在 Windows Explorer 或 Mac Finder 中通

過搜索“MAXQDA 2018 Project”找到它們並進行整理。 

MAXQDA 處理的是項目，正如 Excel 處理工作表（.xlsx），SPSS 處理資料檔案（.sav）。您在

MAXQDA 中輸入和生成的（幾乎）所有東西（包括代碼和備忘錄）都會存儲於相應的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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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窗右側為您提供了一些連結，如選擇打開 MAXQDA 線上手冊，觀看 MAXQDA 視頻教程或

給 MAXQDA 團隊發送回饋意見。  



10  MAXQDA 概述 

 

介面 

在您成功創建並保存第一個項目之後，便會出現如下圖所示的MAXQDA經典介面，介面中的

四個主視窗此時大多還是空的。 

 

 

將工作介面分割為四個視窗使 MAXQDA 的操作非常簡單，如您所見：窗口 1 位於左上方，名

稱為文本列表；窗口 2 位於左下方，名稱為代碼列表；窗口 3 位於右上方，名稱為文本浏覽器；

窗口 4 位於右下方，名稱為已編碼文本段列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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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個視窗構成了MAXQDA的基本結構。您可以自由改變視窗的位置，例如將左右兩側的

視窗進行位置對換，如果您使用的電腦螢幕長寬比例為 16:9，也可以將視窗由兩列變為三列。視

窗的佈局可以通過主功能表“開始”下方的四個按鈕來進行改變。 

這些功能表（在一些程式中被稱為“功能區”）位於 MAXQDA 介面的上方，為調用

MAXQDA 的許多功能提供接口。在“開始”功能表中，您可以根據工作需求來打開或關閉某個視

窗，並重新排列螢幕。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從四視窗結構中“解鎖”某個視窗，將其移動至螢幕

的其它位置或另外一個電腦螢幕上。對於單個視窗的打開或關閉，您既可以按一下各個視窗在主

功能表上的對應按鈕，也可以直接按一下各個視窗右上角的“×”來關閉本窗口。 

現在，讓我們返回四個主要視窗！您想要處理的所有文檔將會被導入到文本列表視窗。如果

您使用代碼和子代碼，您可以在代碼列表視窗中管理它們。在文本流覽器中，您可以觀看和編輯

資料。已編碼文本段列表視窗則是呈現編碼結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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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料存儲和保存的幾條說明 

MAXQDA 會將您輸入、定義或評論的所有東西儲存到一個單獨的文檔中，也就是項目檔案。

所以在 MAXQDA 中，項目=文件。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這些文檔均以.mx18 結尾（通過老版本

MAXQDA 創建的文件是以.mx12 或.mx11 結尾的）。不同軟體版本創建的文檔可以通過 MAXQDA

交換文檔進行轉換。 

為保證您的專案一直處於安全狀態，請閱讀下面的文字方塊： 

注意：MAXQDA 會自動保存用戶在專案中輸入和創建的所有資訊。然而，為保險起見，您應

該定期通過“開始”功能表下的“另存為”選項創建專案備份，並將其保存在另外的存放裝置上。 

總而言之，一個項目檔案通常可以容納用戶在一個研究項目、一篇本科或碩士論文中想要處

理的所有資料。但凡事都有例外，如果您要處理的資料中視頻或音訊文檔較多，MAXQDA 項目檔

案在輸入少數幾個視頻或音訊文檔之後就會變得很大。因此，MAXQDA 的標準設定是：视频和音

频文件无法被插入到项目檔案中，图片和 PDF 文档若超过一定大小（5MB）也将无法插入到项目

文件中。当然，您可以改变标准设置，但这样会导致项目文件过大，不便于在项目小组成员之间

的来回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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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概念 

以下是您在使用 MAXQDA 軟體時應當清楚的幾個重要概念： 

項目（或稱為專案）是 MAXQDA 的系統文檔，即 MAXQDA 的工作單元，包含使用者輸入的

所有資料，如文本、PDF文檔、圖片、表格，以及使用者創建的所有代碼、備忘錄、評論和已編碼

的片段。 

文檔是使用者要分析的單元，可以是訪談記錄、焦點小組討論記錄、視頻或音訊、學術期刊

的文章等。 

代碼是主要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分配給材料中任何需要標記出来的部分，比如文本的一個段

落、圖片的一部分或視頻的一段。 

代碼系統或代碼樹是指以等級方式排列的代碼和子代碼的整體。 

編碼是將一個代碼分配給材料中被標記部分的過程。 

已編碼文本段或已編碼部分是指材料中已經被編碼的段落或部分。 

備忘錄是分析資料的記錄，您可以在其中記錄您的想法、猜想以及為下面的分析步驟提出的

問題，或者根據資料中的潛在聯繫提出初步假設。 

評論與備忘錄相比較短，可以用來標記材料中某些已編碼部分，例如“非常重要”、“矛盾”

或“不符合邏輯”等。 

一覽表是普遍存在於MAXQDA中的說明概況的表格，包括已編碼文本段一覽表、備忘錄一覽

表、變數一覽表、連結一覽表等。MAXQDA 的所有一覽表具有相同的結構和控制原則，有助於您

快速找到 MAXQDA 的各個部分，避免您迷失在大量的数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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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登錄和探索 

数据输入 

往 MAXQDA 中輸入資料有很多方式，我們首先仔細觀察一下文本列表視窗的具體內容。 

 

 

當您按右鍵文本一詞或前面的標誌時，一個很長的上下文功能表會自動彈出，其中的一部分

如下圖所示： 

 

 
 

另外，您還可以在“導入”功能表下點擊文本標誌，或者更為簡單的方式是：您用滑鼠將

Windows Explorer或Mac Finder中想要輸入的文本直接拖放在文本列表視窗內。從上面的“導入”

功能表中，您還可以看到其他導入特殊類型資料的方式，包括從試算表、焦點小組記錄中導入文

本，或者在 MAXQDA 中直接創建文本。 

您可以在這裡找到您輸入

的所有文本。

Dokumentverwaltung. 
您可以在這裡根據一定的標準將

文本歸入不同的小組（集）。 

創建一個新的資料夾，將

相同類型的文本歸入該

組。 

 

MAXQDA提供多種輸入文
本的方式，但這裡的導入

文本是目前最便捷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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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硬碟允許使用者創建新的資料夾來存放不同類型的文檔資料，您也可以在MAXQDA中通

過新建文本組按鈕創建新的資料夾，將您輸入的所有文檔分類。當您按右鍵一個文本組之後，在

彈出的上下文功能表中選擇導入文本之後，就可以将相應的文本導入該文本組。另外，您也可以

用滑鼠拖動的方式將文本從一個文本組移動到另一個文本組。 

數據探索 

分析質性研究資料的要求是研究者瞭解資料並通過深入的閱讀熟悉資料。當您按兩下文本列

表視窗中的某個文本時，其內容會在文本流覽器中顯示，便於您直觀的流覽文檔，正如下面圖片

顯示的訪談記錄： 

 

MAXQDA 會自動為文本的段落編號。段落編號一方面有利於在研究團隊中討論文本內容

（“請看一下第 14 段的陈述”），另一方面便於為整個段落編碼。 

在上面的圖片中，文本左側有一個帶著標籤“…提高幸福”的大括弧，大括弧就是所謂的編

碼豎條，代表這一段已經被編碼了，代碼為“…提高幸福”，因為空間有限，代碼區無法顯示長

代碼的所有部分，所以這裡僅顯示了最後的四個字。您可以通過向右拖動列分隔符號（在文本流

覽器的上方）來擴大代碼區，進而顯示代碼的全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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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備忘錄？備忘錄是使用者創建筆記和記錄的地方，可以粘貼在文本段落、文本、文本

組、圖片、視頻/音訊段落以及代碼旁邊，如我們生活中常用的“便簽”一樣。 

當您在文本流覽器中第一次打開某個文本時，文本左側的區域一定是空的，既沒有代碼也沒

有備忘錄。但您可以立刻嘗試創建一個備忘錄：按兩下備忘錄欄後會彈出一個備忘錄對話方塊，

您可以在上面鍵入一些記錄，備忘錄即創建成功。因為之後我們還會對備忘錄進行詳細的講解，

所以您現在可以將新建的備忘錄關閉，繼續下面的操作。 

在標準設定中，代碼位於文本左側。如果您喜歡代碼在文本右側顯示，您可以直接將整個代

碼欄拖動到文本流覽器的最右側。代碼在文本的左側或右側並不意味著功能上的區別，只是純粹

的個人喜好。 
 

文本流覽器的最上方是工具列，供您調用最常用的一些功能。 

  

 

 

 

 

 

如果您輸入並在文本流覽器中打開了一個 PDF 文檔，文本流覽器頂部的工具列會顯示一些不

同於打開 DOC 文檔或 RTF 文檔的功能按鈕，如書簽、翻頁等。 
 

 

 

 

縮小 

放大 

原始尺寸 

編輯模式 

列印文本 

匯出顯示文本 

窗口中查找 

第一頁 

上一頁 

下一頁 

最後一頁 

書簽 

窗口寬度 

適合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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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您有時需要將帶有段落編號的文本列印出來，實現這一功能的操作有兩種：一是

點擊文本流覽器工具列右側的列印文本快捷按鈕；二是通過鍵盤的快速鍵 Ctrl+P (Windows)或

cmd+P (Mac)。在彈出的列印功能表上，您可以根據個人喜好設置列印屬性，如下圖所示： 

 

  

設置頁邊距 

定義頁眉和頁腳 

選擇是否顯示編碼和備忘錄 

代碼欄在列印版本中的最大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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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搜索 

資料探索階段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在文本中檢索一些特定詞語。在MAXQDA中，使用者可以在

四個主視窗中分別進行本地搜索，也就是說，搜索只能在這一個視窗的範圍內進行。每個視窗上

方的工具列上都有一個放大鏡標誌的按鈕，點擊這一按鈕後就可以輸入要查找的詞語，然後敲擊

回車鍵，搜索框右側區域就會顯示該詞語在本文檔中出現的頻數，點擊上下箭頭按鈕，您就可以

從一個檢索結果跳到另一個檢索結果。 

MAXQDA 還提供一項比本地搜索更強大的工具，即辭彙搜索（可見於主功能表“分析”下拉

式功能表中或點擊標準工具列的放大鏡按鈕）。通過辭彙搜索功能，您可以同時在多個文檔中進

行查找，且不局限于打開的文檔。 

 

在這裡，“家庭”一詞作為檢索詞將在所有文本中得到搜索。 

在辭彙搜索對話方塊中，您可以一次性輸入多個搜索項目，使用“回車鍵”來結束某一條目

或添加新的檢索詞，每個檢索條目另起一行。如果輸入多個檢索詞，辭彙搜索的標準設定是“或

者”邏輯，也就是說，只要一個檢索詞被查找到，其位置就會被列入結果單中，結果單會顯示所

有搜索到的結果。當您點擊某個檢索結果時，就可以在文本流覽器中看到其在文本中的相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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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編碼和備忘錄 

研究者經常想在文本中做記號或者將意見、假設及其他想法記錄下來，即使在他們對於分類

還沒有任何想法，對於研究過程也沒有清晰的思路的時候。每個人在閱讀專業書籍的時候都習慣

手裡握著一支筆，隨時標記書中的重點部分。當人們想要記錄一點想法而書中頁邊距又不夠大的

時候，他們還會在那一頁附上一張便簽。同樣的事情在 MAXQDA 中也可以完成：通過顏色編碼的

功能，使用者可以使用五種顏色（紅色、藍色、綠色、黃色和紫色）的類比記號筆在文本中做標

記。您可以在文本流覽器視窗的上方找到顏色編碼按鈕。 
 

 

 
 

使用者首先用滑鼠選定文本的某一區域，然後點擊五個顏色按鈕中的某一個，這一區域就會

變成相應的顏色。與在真實的書中做記號不同的是，使用者在 MAXQDA 中用這種方式做的顏色編

碼可以快速地被找到，而尋找書中的筆記則需要一頁一頁地耐心翻閱。關於如何重新找到經過顏

色編碼的已編碼文本段，會在資料分析一節中得到進一步介紹。 

正如前面介紹的一樣，在研究者開始精確地正式編碼之前，顏色編碼是其標記文本中重要部

分的一個重要工具，另外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是備忘錄。借助文檔備忘錄，您可以在文本的任何

地方附著備忘錄。按兩下文本左側的灰色備忘錄欄便可以創建一份新的備忘錄，在上面記錄您的

想法。 

顏色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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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備忘錄輸入一個標題，根據備忘錄類型選取合適的標誌，並可將代碼與備忘錄聯繫起

來。 
 

與顏色編碼一樣，在 MAXQDA 的搜索備忘錄也非常便捷。在 MAXQDA 中，所有備忘錄都會

被列入備忘錄一覽中（在主功能表的“報告”下拉式功能表中），您可以根據一定的標準查找相

關備忘錄，例如您在某一段時間內創建的備忘錄或使用某個特定標題的備忘錄。借助於辭彙搜索，

您還可以在備忘錄的文本中查找某些詞語或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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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編碼 

資料片段編碼 

大多數資料分析方法的核心技巧都是所謂的資料編碼。資料編碼是什麼意思？研究材料的一

部分，如文本、圖片等的特定部分可以用滑鼠選定（與在 Word 或其它軟體中的操作一樣），然後

被分配給一個代碼。簡單來說，編碼與日常生活中的內容標籤類似，但事實上，實證研究的編碼

所包含的內容遠不是這麼簡單。 

那麼，代碼是什麼呢？提及這一概念，人們也許首先想到的是特務機構以及他們的編碼和解

碼機器，或者是莫爾斯電碼。但這兩種聯想都不是質性研究中代碼的含義。在質性研究中，代碼

是一種用來命名文本（或圖片）中的現象的標籤。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代碼是字串， 在 MAXQDA

中，這種字串最多由 63 個字元組成。在這裡，代碼可以是一個或多個詞語，也可以是不那麼一目

了然的字串，如“CR128”或“LH454”。在實證研究中，代碼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義和功能：人

們將代碼分為事實代碼、主題代碼、理論代碼等（Kuckartz 2014；Richards 2014）。單從代碼本

身來看，我們無法得知它在具體研究項目中的含義，以及它是否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只能從代碼

的上下文和結構出發來對其進行判斷。 

如何創建代碼？請按右鍵代碼列表視窗中的代碼系統，在彈出的上下文對話方塊中選擇插入

新代碼，或者直接點擊代碼列表視窗上方工具列右側的相應按鈕。  
 

 

 

 

放大鏡按鈕可用於搜索特定代碼，點擊其左

側第一個按鈕可創建新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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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點擊插入新代碼按鈕後，供您定義新代碼的對話方塊會自動彈出，如下圖所示：  

 

如何為文本中的某一位置分配一個代碼呢？首先，用滑鼠選定文本中的這個位置（當您想要

選定整個段落時，直接點擊段落編號即可），然後，長按滑鼠左鍵，將選定的位置拉動到新創建

的代碼處，或者將新創建的代碼拉動到選定的位置，代碼即分配成功。在首次編碼成功後，您在

代碼列表視窗可以看到，該代碼一行右端的數位就由“0”變為“1”，這一數字代表該代碼在本

文本中的使用頻數。同樣，文本列表視窗的相應位置也會顯示已編碼文本段的數量。 

在MAXQDA中還有其他編碼的方法，例如，您可以按右鍵選定文本段，在彈出的上下文功能

表中選擇用新代碼編碼，或者使用編碼工具列上面的按鈕。編碼工具列位於文本流覽器上方，如

下圖所示： 

 

 

 

編碼標示出來

的片段 

用新

代碼

編碼 

從文本中提取代碼並

編碼(in-vivo) 

顏色編碼 最近使用的代碼 

表情代碼 

撤銷編碼 

為新代碼分配一種顏色（這裡是品紅色） 

為新代碼鍵入一個名稱（這裡是“兄弟姐妹”） 

在這裡，輸入代碼備忘錄，記錄本代碼的確切含義和使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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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工具列最左側的小視窗裡顯示的是最近使用的代碼，如果點擊小視窗右側第一個紅色編

碼按鈕，小視窗裡顯示的代碼就會被分配給文本中被選定的段落。編碼工具列還有其他不同功能

的按鈕，例如您可以撤銷此前編輯的代碼，通過點擊撤銷代碼按鈕，就可以從彈出的最近編碼單

中選擇要撤銷的一個或幾個代碼。  

在文本流覽器視窗，當您按右鍵選定的文本段之後，彈出的上下文功能表也會提供很多編碼

的方法，如下圖所示： 
 

清單顯示分配給本文本段的所有代碼 

將所有被啟動的代碼分配給這個文本段 

創建新代碼，並為其分配顏色和編輯備忘錄。 

用最近使用的代碼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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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文档激活 

也許您在辭條搜索的對話方塊中已經發現“僅在已啟動的文本中”這一選項，那麼，“已啟

動的文本”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文本啟動是 MAXQDA 的一個核心概念：它的意思是您可以為接下

來的分析工作選擇要應用的文本（以及/或者代碼），而且只應用于選定的文本（以及代碼）。文

本啟動功能如何操作呢？非常簡單：在您右鍵點擊文本列表視窗中的某個文本或文本組後彈出的

上下文功能表中，最上面的選項就是文本啟動。如果您對於 MAXQDA 的操作非常熟練的話，您還

可以通過按一下文本或文本組前面的灰色圓圈來進行啟動操作，或者採取鍵盤快速鍵方式：按住

Ctrl 鍵（Windows）或 cmd 鍵（Mac）的同時，用滑鼠左鍵按一下要啟動的文本或文本組。 
 

   
 

通過文本列表視窗中的標誌，您可以看出某個文本是否處於啟動狀態，如果灰色的圓圈變為

紅色的箭頭則表示該文本被啟動了。處於 MAXQDA 最下方的狀態列的最左側會一直顯示當前已啟

動文本的總數。如果您希望搜索操作只限定在某一個或幾個文本中，您需要首先啟動它們，然後

在辭彙搜索對話方塊裡勾選“僅在已啟動的文本中”即可。 

 

 

 
 

 

已啟動的文本 
→目前是 5個 

已啟動的代碼→目前是 4個 

找到的編碼部分→目前是 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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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要撤銷對文本的啟動操作嗎？同樣很簡單：直接點擊文本列表視窗最上方工具列最左側

的重置啟動項按鈕；或者按住 Ctrl 鍵（Windows）或 cmd 鍵（Mac）的同時，用滑鼠左鍵按一下

要禁用的文本或文本組；另外，通過點擊文本或文本組前面的紅色箭頭也可以實現禁用操作，文

本或文本組禁用後，紅色箭頭變回灰色圓圈。 

匯總具有相同代碼的編碼部分 

編碼不是一切，資料分析也遠不止編碼這一個步驟。在此過程中，研究者可能想停下來，看

一下自己經過長時間努力的編碼成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具有相同代碼的部分搜索出來，

列在一起。例如，以訪談法為基礎的研究會關注以下問題：關於某個主題都說了哪些內容？誰說

了什麼？回答這些問題的一個秘訣就是檢索。在 MAXQDA 中，編碼搜索的運行方式與辭彙搜索類

似，即借助啟動的方式。  

您需要首先啟動您想要納入到編碼搜索的所有文本以及您感興趣的那些文本段的代碼。啟動

代碼的方式與文本或文本組的啟動方式相同（按右鍵某一代碼，在彈出的對話方塊中選擇啟動；

或者按住Ctrl鍵（Windows）或 cmd鍵（Mac）的同時，用滑鼠左鍵按一下要搜索的所有代碼）。

檢索的結果，即搜索到的已編碼文本段會出現在 MAXQDA 的第四個視窗——已編碼文本段列表視

窗中。每個文本段旁邊的資訊框都會告訴您文本段的來源，例如，下面的文本段可以在隸屬于文

本組“紐約”的文本“金”的第 10 段中找到。 

 

 

每個被搜索到的文本段

前面都有一個資訊框，

顯示這個文本段的來源,

這裡的第一段來自文本

組“紐約”中的文本

“金”的第 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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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框不僅可以告訴您右邊的已編碼文本段來自哪個文本，還便於您直接跳轉至該文本。在

您點擊資訊框之後，來源文本馬上會在文本流覽器中打開並直接跳至已編碼文本段的位置，便於

您流覽已編碼文本段的上下文。  

視覺化的使用 

將結果視覺化是 MAXQDA 的最大優點之一，因此我們的入門指南不能缺少對這一工具的介

紹。在 MAXQDA 中進行視覺化操作具有多種方式，首先是為代碼和文本分配顏色。顏色的分配對

資料的視覺化具有幫助，而且顏色還可以被賦予特定含義。MAXQDA 是第一個允許使用者將表情

符號作為代碼標誌使用的質性資料分析軟體，對於一個跨國研究專案，表情符號的使用將有助於

克服團隊成員之間的語言障礙，促進資訊的交流和理解。 

視覺化工具也可以讓您以一種易於理解的方式展示資料中的關係。目前，最為常用的視覺化

工具是代碼矩陣流覽器，您可以在“視覺化工具”功能表中調用該功能。 

 

代碼矩陣流覽器展示哪些內容呢？  

 

在上面的代碼矩陣流覽器中，列代表不同的文本，在這個案例中，每個文本代表一個參與有

關生活滿意度調查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受訪者被問及它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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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法分析的實施 

定義文檔變數 

MAXQDA 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混合方法的使用，可以將質性研究資料和量化研究資料結合在一

起。文本列表視窗中的每個文本都有一整套特徵可以被管理（也就是統計軟體意義上的變數）。

比如，您可以以變數或變數值的方式記錄某次訪談中的個人資訊和背景資料，並在混合方法分析

中使用。在主功能表中，您可以在“變數”的下拉式功能表中找到文檔變數列表，點擊後會彈出

如下圖所示的對話方塊： 

 

 

 

 

 

 

 
   

首次打開文檔變數列表後，您會看到一些已經被定義的變數，即所謂的“系統變數”，它們

的值是由 MAXQDA 自動決定的，不能更改。在點擊新建變數按鈕後，您可以自主定義新的變數，

最常見的變數類型是“文本”（如變數“職業名稱”中的“教師”或“學生”）和“整數”（如

表示“兒童數量”的整數）。MAXQDA 允許使用者隨時定義新的變數。 

 

新建變數 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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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值的輸入 

為了給文檔變數賦值，您必須首先在文檔變數列表上方的工具列上點擊資料編輯按鈕，將視

窗轉化為資料編輯模式。 

  

 

 

 

 

 

 

 

MAXQDA 可以將文檔變數列表匯出為 Excel 格式的工作表，方便您使用 SPSS 或 Stata 等統計

軟體繼續對資料進行分析。 

  

點擊每列的標題，可以根據這一變數對所有資料進行排序。 

工具列上會顯示最常用的功能，比如，點擊此按鈕可以

返回變數列表模式。 

按兩下儲存格後可輸入變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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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代碼頻率轉化為變數 

某個代碼被分配給不同文本段落的頻率可以轉化為變數，變數名繼承代碼的名稱。按右鍵想

要轉化為變數的代碼，在彈出的上下文功能表中選擇“轉化成一個文檔變數”，如下圖，代碼

“好友”即被轉化為一個具有相同名稱的文檔變數：  

 

 

  

在名為“喬治”的文本中分別有四處被編碼為

“好友”。 

在名為“喬恩”和“格林”的文本中分

別有一處被編碼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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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變數在分析中的使用 

量化研究資料和質性研究資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結合在一起，最簡單的結合方式是在編碼搜

索時將文檔變數作為篩選標準使用，這有利於開展以社會人口特徵為基礎的資料比較和分析，如

“超過 50 歲的女性受訪者對於 XY 有什麼看法？”或者“男性有哪些關於課程的改善意見？女性

有哪些？”這種篩選功能的調用方法是選擇主功能表“混合方法”下拉式功能表中的通過文檔變

數啟動。 

首先，在左側的變數列表中選擇一個變數（這裡是“性別”），點擊箭頭後在右側選擇一個

變數值（這裡是“男”），點擊“啟用”後，所有具有相應變數值的文本都會被啟動，這裡是所

有男性訪談對象的訪談記錄文本被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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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我們希望，這本入門指南讓您對 MAXQDA 的主要功能有了大致的瞭解，並幫助您開啟使用

MAXQDA 進行質性資料分析的第一步。當然，MAXQDA 還具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例如，您可以

借助 MAXQDA  

• 轉錄視頻和音訊文檔； 
• 分析焦點小組討論資料； 
• 將數據視覺化； 
• 生成報告； 
• 開展量化內容分析； 
• 更多其他的操作 …… 

關於 MAXQDA 其他功能的詳細說明，敬請查閱我們的網站 www.maxq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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