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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要瞭解大陸配偶在離散之下，產生的身分認同為何，型塑身份認同的

過程中，是否會有想像共同體的出現，並探究大陸配偶自身的認同與媒體建構的

認同差異，在研究方法上，將從田野觀察開始，先進入大陸配偶固定聚會的生活

適應班做為田野，瞭解她/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談論的話題，希望透過言

談之間的對話，能夠先初步的知道其對台灣人的看法，與生活上遭遇的問題，還

有對台灣一些話題、態度的回應，實地參與觀察大陸配偶的識字、生活適應課程，

及其人際互動。 

 

第一節 田野擇定與觀察心得 

一、參與觀察法 

人類的活動是持續的過程，意義必須經由互動之中才能產生，參與觀察不但 

能夠客觀的觀察到他人的互動模式，更可以透過訪談和紀錄來補足觀察的缺失，

最早使用參與觀察的 Lindemann 將觀察者分為兩種，一為客觀的觀察者（objective 

observer），另一為參與觀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前者是指觀察者透過訪談，

由外在研究文化，後者則指觀察者透過實地觀察，由內部研究文化（Friedrichs & 

Ludtke,1974，轉引自嚴祥鸞，2002）。 

Lofland & Lofland（1984）給參與觀察的定義是，參與觀察是實地觀察（field  

observation）或直接觀察（direct observation），研究者（或調查者）為了對一個

團體有所謂的科學瞭解（scientific understanding），而在那個團體內建立和維持多

面向和長期性關係，以利研究的過程（嚴祥鸞，2002）。 

做為參與觀察者，在田野中保持客觀的角度進行，以旁觀者的觀察為主要態

度，避免涉入主觀看法，以免影響到觀察的客觀性，和事件描述的中立，因此在

和大陸配偶互動過程中，會儘量的避免將自己的想法框架置入在她/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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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也要注意問題的引導性，所以運用生命史的述說做為開頭，再根據擬定的

大綱，以及述說的內容做為進一步追問、深入引導，在與客體交互的過程後，能

夠以反思的態度進行觀察的詮釋和闡述，將此部分納入田野記事中的觀察心得。 

2002 年 10 月大陸配偶因為居留延長問題第一次走上中正紀念堂抗爭時，引

起台灣媒體對大陸配偶的大量報導，那時剛好閱讀到 Ien Ang 對於自我中國人身

份在印尼社會中產生的認同文獻，對照當時大陸配偶高呼的「台灣媳婦」、「我是

台灣人」、「我愛台灣」等口號，不禁讓我對這些大陸配偶的自我身份與認同產生

好奇，因為就我自己居住眷村中的大陸配偶，在自我指涉時一定是以「大陸人」

自居，可是為何她/他們會喊出「台灣人」的口號?而她/他們是真的認同於台灣人

的身份嗎?就因為這個疑惑，讓我投入了大陸配偶對台灣認同的研究之中。 

在本研究的初步階段，我將田野觀察設定為一個主要資料取得來源，為取得

大陸配偶資料，方式有許多種，如參與共同的課程、從社區、市場等周遭生活熟

識、接觸，還有透過親朋介紹，本研究期望從參與大陸配偶的生活周遭環境開始

切入，所以選擇大陸配偶最常出沒的市場、社區做為觀察起始，經由長期的駐點

去接觸、認識大陸配偶，觀察平日的生活模式，透過生活圈的拉近，增加接觸與

交集，再約定深度訪談對象，由田野之中，觀察大陸配偶與他人的互動過程，希

望瞭解「身份」如何影響她們交友、家庭關係與日常生活，此外，尚未來到台灣

前的想像，以及來台後的適應，與配偶的結識過程，和對台灣的認同，應該是有

牽連與互動關係存在。 

決定以大陸配偶做為研究題目後，因為自己沒有任何熟識的大陸配偶，因此

在 2003 年 3 月初先至文山區公所舉辦的「大陸配偶成長營」進行田野初探，成

員皆為大陸女性配偶，希望能從學習式情境中獲得大陸配偶之間的互動狀況，以

及藉此和她們拉近距離，就在觀察幾次後，因為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的關係，整個課程人數銳減，加上人心惶惶，造成課程進行很鬆散，只好暫時作

罷，三個月後在同學母親的介紹下，至板橋的傳統市場進行觀察，雖然經過介紹，

大陸配偶會禮貌性的與我交談，但是這些配偶主要是買菜為主，並非擺攤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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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我利用假日前往的觀察機會中，有時很難遇到相同的人，而且這樣的介紹式

訪談，通常在一些基本資料的介紹後，對方就急於離開，難以繼續。 

在傳統市場無法獲得大陸配偶的成功訪談下，我便將目標轉向每天都會經過

的師大夜市，在買東西的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店家的人，講話口音都不像是操著

台灣式國語的本地人，有一次詢問一位口音不同的人，她是否來自外地?沒想到

那位小姐急忙的說：「沒有、沒有」，後來跟比較熟的商家聊天，希望能獲得一些

資訊時，那位商家跟我說：「有許多大陸人是來依親的，有些是嫁過來的沒錯，

但是因為有些店家是私底下雇用她們，沒有工作證，所以你問她們是那裡人，她

們會有戒心，當然不敢說囉!如果你要訪問的話，一定要是她們熟的人，她們才

會願意講話」。 

之後我又前往台北市最多大陸配偶的萬華地區，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田

野觀察場域，經過老師、同學的介紹，我先至萬華青年公園觀察，在那發現許多

不同社群的人聚集，有老伯伯、外籍配偶、看護、大陸配偶等，也有按摩、運動

者，我便試著與其中的幾位伯伯聊天，他們跟我說，那些大陸配偶有些都是 38

年以前，他們在大陸結婚後申請來台依親的，是有聽過很年輕的女生嫁過來，但

是他們都沒有遇過，在觀察的過程中，我的確看到幾對年紀差距很大的夫妻，但

是趨前詢問幾句後，他們便急欲離開。 

經由路人的告知，大陸配偶會在公園從事按摩的工作，一次約為三百元，但

是因為近來台北市政府開始取締，人數變得非常少，這些情形在我接連幾次前往

觀察後，認為繼續運用這種方式，並無法得到深入的觀察，尤其是在信任取得上

更是困難，於是我便前往尋找新和里的里長，希望能夠透過他的介紹，讓我對附

近的大陸配偶情況有所瞭解。 

根據與里長的訪談中得知，萬華地區的國宅有一部份是由眷村改建的，所以

外省族群人數較多，但是近年來其他人口也增多，在新和里有 155 位大陸配偶，

但是在戶口普查時，只報到了 50 位，其他大陸配偶的流向並不清楚，在訪談過

程中，他談到有些配偶會從事暗娼的行為，有很多非法打工的情形，大都在青年



 4

公園中進行，所以不認識的人去訪問時，她們會有很大的戒心。 

聽到這樣的解釋，以及和我之前的經驗，覺得在市場以及公園這種開放的場

域選擇大陸配偶，要真正能夠得到她們的信任不容易，於是只好調整策略，選擇

一個可以快速進入、固定式，並且人數較多的場合，剛好那時中華救助總會正在

舉辦大陸配偶生活適應班，參加人數很多，在考量到時間點以及人數多寡的問題

下，中華救助總會的「生活適應班」就成為我擇定的場域，之後經由同學以及老

師的幫助，又在網路上找到一個以大陸配偶為主的社群網站—「兩岸公園」，救

總的組成份子仍以女性配偶為主，而兩岸公園則包含大陸男性配偶，有鑑於探討

多重屬性的大陸配偶特質，因此也將這個社群網站列為另一種屬性群體的觀察場

域，在初期便以這兩個地方做觀察，和大陸配偶熟識之後再透過她們的介紹，利

用滾雪球的方式獲得其他配偶的資訊，以及進行深度訪談。 

從初探、轉換到擇定田野，大陸配偶的共同特徵是缺乏信任他人的情感，以

及對非大陸人保有一種距離，難以建立彼此之間的話題，需要長時間的相處和交

談才能逐漸獲得情感交流，在問題的回答上，不論是那個場域、類型的配偶，在

回答問題上都有反覆無常的情形，只有透過持續的接觸才能釐清真正的內容和想

法，在生活中家事、三餐、小孩照料是每人的例行工作，而對工作、政策的不滿、

逛街等，則是彼此之間閒聊的主要內容，此外，對於外籍配偶的不滿也是她們的

共同看法，不過在整體觀察過程中，大陸配偶們因為教育、社經地位，以及個人

觀念、價值的不同，造就了每個人對台灣認同接受的不同態度，但是時間的長久，

是影響每個人逐漸接納的共同法則，以下就針對不同的場域做觀察說明。 

二、初探性的進入 

（一）田野初探 

第一次進入文山區「大陸新娘生活適應班」觀察時，整個班級都是女性配偶，

那天上的課程是台灣風俗民情與生活節慶，在場有十位大陸配偶，因為是第一次

進入田野，所以只有在旁默默的觀察，沒有主動的搭訕、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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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課程的進行中，觀察到的大陸配偶存有的觀念與我自身從小接收的概

念差異甚大，帶給我不小的衝擊，而對於她們彼此交談中顯露出對身份、階級意

識的優越感和比較，使我對她們來台的原因有進一步探尋的想法。 

 再次回到這上課，也準備嘗試互動時，卻遇上停課，那天剛巧也有二位大陸

女性配偶不知道停課消息，於是我就試探性的想和她們閒聊，但是其中一位開頭

就問我：「你也是嫁過來的?」，我基於田野調查的永續性，和一些客觀條件如口

音的關係，誠實的跟她說我不是，和那個配偶就沒有任何的交談，當時讓我有一

種受挫及被排拒在外的感受，這樣的情形在我之後的田野場域中不斷發生。 

在救總的田野場域中，一個多月的觀察時間裡，我這個「台灣人」的介入

（presence）其實一直很突兀，有一次場佈結束後，一位配偶是製衣廠老闆娘，

她和其他五、六個人正圍在一起聊天，製衣廠老闆娘談到台灣員工如何看待大陸

老闆娘時，說到「台灣人有些人就會覺得我是為了錢而來的，我就說我最不愛錢

了」，當場有一位上海的大陸配偶看了我一眼後，馬上就說：「喂，這裡有台灣人，

不要說這麼大聲」，頓時，所有在聊天的人眼睛，馬上帶著防備的眼神看向我這

邊，彷彿我是在監聽她們的話語似的，她們似乎過慣大陸那種監督式的生活，也

害怕台灣人監聽後去告密一般，讓我當下體驗了「少數人民」的暫時性時刻。 

 其次，我在課程結業典禮，提前去幫忙場佈的時候，當天也有一位韓國漢城

大學的學生來做觀察，就有一位河南籍的女性配偶跟我說，她覺得我的心機很

重，因為我知道要去待比較長的時間，取得她們的信任，這樣我才可以問她們一

些比較私人的問題，這種被孤立以及被懷疑和不受尊重的感受，當下讓我覺得很

沮喪也很難過，透過上海配偶所指稱的「台灣人在這裡」，彷彿我好像是個被排

斥、不受歡迎的人，而且我的研究者身份，經由關懷的凝視，似乎又加深監視的

恐懼，也有一種被懷疑是否別有居心的用意存在，就算我已經跟這些女性配偶們

相處一個多月的時間，大陸配偶仍將我視為「不被接受的人」，我不禁去思考，

她們在台灣人的眼中，以及社會互動中，似乎也都是存在這樣的偏見與歧視立

場，透過一句話就將你我之間界限清楚的畫分開來，讓她們一直覺得不受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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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接納，也像我當時有不被接納的感覺，她們被孤立與排斥的無奈，我在當下

似乎明瞭，也去思考信任關係的建立，到底要多長的時間才能真正取得彼此之間

的信賴呢?是不是兩者間真的都存有彼此猜疑的心態。 

 或許是中華救助總會上課的人素質比較參差不齊，所以當有一次我配合某一

堂課發問卷給女性配偶們填答時，有一些人就覺得我的問題太兩極、也太偏頗，

有一群人非常的生氣，便開始罵起台灣的種種不是起來。 

 其實從問卷事件上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這些人會以自己的角度來詮釋我

的問題，是因為從她們過去受到台灣人的歧視經驗中，認為我的問卷只是再一次

用充滿歧視的態度，去詢問她們反感的問題，而她們只是在課堂中不得不做的一

群人，在我和這些女性配偶的接觸中，有時會感受到，她們對於政策、或是人際

交往上，會帶著一種預設的歧視立場來想問題，將台灣對她們的刻板化概念融入

到這些問題中，而做一種激烈式答辯，也因此她們會有這麼強烈不滿的情緒。 

這樣的表現或許是移民社會中，弱勢族群在面對一再重複的相同指涉下，而

產生的一種反抗性行為，其中又以具有獨力的經濟力、教育程度在中上、居住於

大城市者的反抗性最強，反觀那些低教育者、居住於鄉村的人，並沒有這麼大的

反彈，有些人就只是覺得這些題目很無聊，但並沒有認為這些問題是帶有「歧

視」、「偏見」的眼光，所以如同傅柯所謂，知識水平愈高的人，愈具有知識權力，

會以自我意識來解讀既存立場，這或許也是那些教育程度較低者不會強烈抗議的

原因，也不會用一些「自我利益」想法來解讀。 

這樣的想法產生是因為在田野觀察中，以及和女性大陸配偶的閒聊中發現，

家勞動在低教育程度，農家婦女中視為理所當然，但高教育程度，居住都市者，

卻會認為自己的勞力被家務勞動所剝削，使其無法擁有工作成就，或是與他人交

往中獲得應有的報酬利益，而將家務視為剝削其勞務，或者因為高教育者對於初

期來台只能透過非法工作，且因為其大陸人的身份，無法獲得高等、與身份地位、

教育程度相符的職業，只能做如清潔工、褓姆、餐廳工作，看護等低階工作，讓

她們有強烈的不平衡心態，對於自我價值、地位和應得的報酬利益被剝削，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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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不滿和反抗。 

這些經驗讓我覺得大陸配偶依舊會將和自己有共同處境、遭遇者視為是自己

的同類，而像我這種純粹是來觀察的「台灣研究生」，就認為是與她們不同的，

不會表現出太多的善意。 

 在第二次至文山區「大陸新娘生活適應班」觀察時，同樣也發現在身分宣稱

上的問題，有位湖南籍的大陸配偶看起來很和善，會主動的詢問我去那的目的，

以及我是不是「嫁過來的」5，我說我不是大陸配偶，但是我的父親是從大陸過

來的，是江西人，她們聽到我說出江西時，好像才比較有認同的感覺，覺得我至

少有一部分也是大陸人，有了這樣的經驗，在往後的訪談中為了串場或熱絡話

題，我便會以「我也是江西人」的論述，做為自己與大陸配偶拉近的身份宣稱，

這樣的身份有助於她們對於我研究動機的瞭解，比較不會存有懷疑，我也可經由

地理上的相近，或家鄉的親近性而展開其他問題詢問。 

不過在這位湖南籍的女性配偶說了一句「所以你不是嫁過來的囉」，讓我覺

得身份仍是存有區分「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彷彿在她們的心中，只有遠嫁

過來的，才是屬於她們的一群，像我這種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似乎無法跨越交友

的界線與她們融入，不禁讓我對大陸配偶身處於台灣，不被一般人民接納的心

態，初步的有同理的感受，這樣的排斥感在無形中建立，只要一個問句或是行為

眼神，馬上就讓人在心中產生不舒服，更何況是直接的歧視言語和動作，難怪大

陸配偶在交友過程中，還是會選擇與自我身份相同的人往來，無法真正的與台灣

人交心。 

接下來那位大陸配偶問我為何會去聽課，我說：「是想聽老師上課而來」，她

說：「你是因為好奇所以過來看看的囉」，當場讓我有種尬尷的感覺，好像我的動

機被揭穿了，會被排斥的更嚴重，只不過那位大陸配偶還真的蠻親切，她還是微 

 

5  在大陸配偶詢問別人的身份時，常用「你也是嫁遇來的」，或是「你是那裡人」，這二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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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跟我說了幾句話，讓我沒有那麼害怕。為了研究，在與大陸配偶交談的過程

中，常讓我對於自我身份的介紹，存著非常矛盾的態度，害怕直接說明我是為研

究而來，會引起她們的反感，但是又無法擺脫掉我是「台灣人」、甚至是「研究

生」、「未婚女子」的身份，於是乎在彼此介紹的過程中，為了避免大陸配偶對我

存有不好的印象，或是排斥的感受，我會先說明我是「研究生」，再針對我來的

目的做個告知，希望透過將身份、動機與目的誠實表白，獲得她們的信任，如果

還是存有質疑的時候，我就會引述我的外省人背景，這樣的身份能夠適度的拉近

彼此之間的距離。 

整個上課過程中，發覺大陸配偶對於自己的家鄉還是很懷念，尤其是當比較

到兩岸之間的文化和飲食時，她們會很興奮的述說關於自己家鄉的事物，有位配

偶會刻意凸顯出自我本身在台灣的經濟能力和消費品味，做為一種談話表現方

式，反到是剛來台灣的配偶，較少陳述己見，有可能是因為語言、或適應問題造

成，在陳述的過程中，大陸配偶仍然會以「中國人」來稱呼自己，不會用「大 

陸人」的名詞，但是對台灣指涉時，卻是用「台灣人」，較深入的分析，還是要

進一步觀察才能知道。 

 原本擇定的文山區「大陸新娘生活適應班」觀察場域，卻因為 SARS（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侵襲，使得場域的人數銳減，且因公共場合有極度的不安

全性，使我不得不放棄這個田野觀察，不禁思索在全球化的時代，移動的人群除

了物體流動的便利性之外，也造成疾病的快速擴散，這次的疾病起源是由大陸而

來，因此在 2003 年 4、5 月這段期間，不斷有人將大陸配偶與病毒畫上等號 6，

在不認同之外，更強加疏離與歧視在這些大陸配偶身上，造成一種概括式的連帶

鄙視，身份和認同的連動性在這種敏感時刻顯露無疑。 

 
 6   

陳嘉寧、曾增勳（2003 年 5 月 26 日）：〈大陸返台 房東擋駕 榮民夫婦機場過夜〉。

聯合報 A7 版，因為大陸配偶自中國大陸返台，而與 SARS 帶源連結，造成更多的排

斥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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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救助總會 

中華救助總會在 2003 年暑假舉辦的大陸配偶生活適應班是第五屆日間班，

從 7 月 19 日至 8 月 22 日，上課人數有 54 位，分別來自不同的省份，皆是大陸

女性配偶，有二位台灣先生陪同上課，在剛進入田野時，因為彼此都不熟，所以

大家見面的第一個問題總是「你從那來的?」，遇到這個問題時，總是讓我解釋許

久，或許是因為剛開始還不熟，所以許多人對我的反應都很冷淡，尤其是當我詢           

問一些問題時，她們通常都很簡短迅速的回答，但是當上課次數漸多，並且知道

我是「研究生」後，有些配偶會主動的和我談話，也會主動和我聊一些研究的東

西，或是和我說她們的家庭情況，像是受訪者 208 就開心的跟我敘述她兒子留學

的情形，以及她為何會來台、家裡的情況，另一位受訪者 205 也與我聊到台灣和

大陸的差別，以及她在台灣的生活和大陸家裡的情形，因為「研究生」的頭銜，

讓我和一些人逐漸有比較好的互動，也有利於我接下來的訪談。 

 在觀察上課的這段時間中，發現配偶之間的交友有著城鄉族群，城市來的或

是教育程度比較高、經濟比較好、同省份的會在一起，而來自比較貧窮的省份，

或是教育程度低的，通常是獨來獨往的較多。 

她們之間彼此的交流互動，最常談論的是去那玩、休閒時的活動，如打麻將、

逛街、買東西等，要不就是和婆婆的相處，小孩的教養問題，聊聊彼此之間家鄉

的事物與台灣的差異，或是分享一下來台灣多久，一起想念家鄉的事物，比較各

省的差異，當初結婚的經過，環境適不適應等話題，其實大多數的人也都聚集在

座位範圍附近討論而已，很少有人會刻意、主動的去和較遠的人談天，而且因為

上課時間的關係，很多人都是上課完就趕回家，只有用中間下課十分鐘認識，所

以感覺上也區分出許多塊群體。 

 經過一個月的相處，對於一些配偶的基本資料有初步認識後，加上和不同配

偶之間相處的融洽度有別，於是就開始尋找適合的受訪者，總共在救總的課堂上

訪問 8 位，而上課、出遊、及私下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也為資料分析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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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岸公園（網址http://love.tango.idv.tw/vbb/）                                   

兩岸公園是一個以兩岸婚姻為主要社群的網站，在 2000 年時成立，當初是

因為前站長自己在經歷兩岸婚姻的過程中，發現網路上沒有一個詳細的法規政策

網站，於是他為了提供兩岸婚姻者，有一個方便查詢法規政策，以及可以互助的

地方，遂架設兩岸公園網站，提供大家有關兩岸婚姻資訊，後來逐漸加入聊天室、

個人心得分享以及工作、家庭甘苦談等版面，至 2003 年網站進一步成立「中華

民國兩岸家庭關懷協會」，以民間社團組織服務更多的兩岸配偶。 

2003 年 7 月開始進入兩岸公園網站觀察，透過網路上的虛擬場域，觀察大

陸配偶在各版面發表的感想心得，發現在網路上，因為互動性高，又沒有面對面

的困擾，每個人的形象皆可由想像建構，所以只要是主題與兩岸婚姻，或是內心

感受的話語，往往能獲得多人回響，如同網友所言：「…網站會去上的人還是以

兩岸婚姻為主，大家想從別人的文章中去找到相同的感覺和相同的話題吧，好像

有些人真的在台灣比較孤單，所以如果文章和兩岸婚姻有關的話，可以引起很大

的共鳴」。 

在兩岸公園的觀察，主要是透過文章閱讀，配合深度訪談進行，不過因為使

用網路者在教育程度、經濟水準上都是較好的一群，所以在兩岸公園網站上，許

多人會將自身的感受用文章呈現，而且網站成員多元且複雜，男、女性配偶皆有，

透過網站成為她/他們尋找友伴，心靈支持的另一個管道，不僅如此，台灣配偶

也會透過這個網站交流自己的心聲，以及做為尋找相似經驗者的媒介。 

 在兩岸公園上，大家比較常交流的話題包括生活上的酸甜苦辣、網路讀書

會、新聞訊息以及法律知識等，最重要的是交友的功能，大家可以透過抒發共同

的生活感想獲得一些認同，也能經由同樣家鄉的人分享家鄉事物，來滿足一些思

鄉的情緒，加上網路具有的快速、即時、互動性，能夠多人同時分享同一個訊息，

更甚於電話、信件的交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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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在網站上台籍配偶與大陸配偶在使用類型上卻有很大的不同，台籍配

偶除了生活事項的經驗分享外，在法規政策、大陸配偶權益爭取活動、網站運作、

成立社團上，明顯的比大陸配偶積極許多，而大陸配偶主要還是在生活的交流，

與抒發生活苦悶、來台適應問題、友伴尋找。 

 此外，在網站使用上，大多數都是以配偶其中一人使用為主，兩者同時參與

網站者較少，在訪談時大陸配偶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因為台灣配偶有些真

的太忙了，他們會幫老婆找這個網站，但是自己沒有時間上，像我先生就是，他

幫我找好，但是他沒有時間上，他說睡覺都快沒有時間了，那有力氣管這個。」

（訪談 104） 

有些則是回答說：「我老公的想法和其他人不一樣，他覺得上這個網站對大

陸配偶沒有實際的幫助，倒不如把這些時間拿來努力工作，將自己的家庭照顧好

比較重要，他說上網去聊如何爭取大陸配偶權益就有辦法嗎?那都是沒有用的，

只是浪費時間。」（訪談 101） 

 至於有些大陸配偶不上網，也和台灣配偶存有同樣的想法，因為她們認為與

其花時間在網站上說這些不著邊際的話，但不如拿來看書、學東西還比較切合實

際，你說再多、做再多政府也不會注意到你，反而是花了這麼多時間在網路上，

犧牲掉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透過網路的訊息傳遞，活動的進行與號召也較傳統的大陸配偶聚會容易，時

效性上也較快，但是網路上的交友同樣存在著同類型者往來的特性，有位訪談者

就說：「在網路上也不是每個人都可以很熟，也是要跟自己比較合得來，有相同

水平的人才有可能交往，不然也沒話說。」（訪談 104） 

整體觀察而言，網路上的大陸配偶教育程度較高，而且較會分享一些知識性

的訊息，在活動的集結和動員上比較多，私下聚會常舉行，比較願意主動和人分

享一些事物與來台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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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兩岸公園中，大陸配偶尋求的是一種認同的過程，經由網路的虛擬

通路，來建構一個可以想像的共同體，抒發自我內心的感受，於是網站因為不受

時間、空間的限制，具有同步、異步性，讓許多大陸配偶在回到家鄉的時候，還

能透過網路與朋友聯繫，成為她們與台灣連結的一個媒介，也成為一個想像台

灣、想像人際關係的平台。 

此外，會使用網路者，在社經地位上，具有較好的優勢，在兩岸婚姻型態多

元的情形下，網路介紹、聊天室認識，甚至是網路交友也成為兩岸婚姻的方法，

所以針對網路使用者，觀察大陸配偶的特性，她們與實體場域中的大陸配偶在認

同上有何差異，以及媒體的使用差別是否會影響認同或是想像共同體的建構，也

成為探究的一個目標，因此在兩岸公園網站上，進行版面內容的觀察，並參加網

站舉辦的活動、聚會、出遊，依照不同的社經地位、年齡、教育程度以及省份，

總共擇定深度受訪者共 7 位。 

 

第二節  信任的取得與擴大交友 

從去年七月開始進入田野觀察後，剛開始總覺得自己的角色在適應班的場合

中很突兀，因為在那裡都是大陸配偶，只有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人，每當

她們問起我的身份，和為何來此時，總會讓我有種心虛的感覺，好像自己是個臥

底似的，混雜在其中獲取資訊，尤其是當她們得知我是台灣人、沒有結婚、年紀

比她們小、為了做研究而來時，談話往往就此中止，當時非常的沮喪，而且我覺

得她們彷彿不喜歡我，對我有種排斥感，直到救總的楊主任介紹我的身份給大家

認識後，幾位同學開始與我有較多的接觸，有些是因為我的學歷，有些是因為自

己的子女也在唸研究所，於是在適應班中，我與大陸配偶逐漸有較多的話題，之

後便愈來愈熟識，並與她們一同出遊、一同聚餐，甚至是拜訪她們的家庭，那時

我才發現，原來一開始我自己對她們的預設立場也是非常深厚的，其實剛開始她

們表現出的只是一種對不熟的人所持有的正常態度而已，卻因為我站在台灣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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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角度，以為她們在排斥我。 

有了這樣的認知以及信心建立後，後來至兩岸公園網站觀察時，透過參與她 

們的網聚、集會、座談及板上交流，也順利的認識多位大陸配偶，這些經驗，讓

我在往後遇到大陸配偶時，都會先將自己的預存立場捨棄，先試著去和對方談

談，若是她真的不能接受和我談話，就結束對談，若是對方在初步聊天後，不排

斥我，願意接受訪問的話，就持續的聯絡，做為觀察的對象。 

在認識的過程中，我會先將我的身份翔實的告知，讓她們知道我沒有其他的

用意，希望能夠藉此得到她們的信任，但我發現，普遍來說，我的年紀比她們小，

加上我沒有結婚，無形之中成為一種隔閡，對大陸女性配偶來說，子女是很重要

的親屬，在母職的展現上，她們會不自覺的將子女視為彼此交流和談論的話題，

甚至自我犧牲與情感付出，也都以此為據，因此當彼此共同有子女可做話題時，

情感距離一下便拉近，也增進交流、信任與談心的可能，可是基於我本身客觀條

件無法改變的情形下，有幾位配偶問到我是台灣人後，就直接了當的說：「沒什

麼好談的了」，讓我覺得相同身份擁有相當的生活歷練，以及具有共同的生活難

題和煩惱時，才有辦法真正得到信任與交流，但是就我的觀察，即使是大陸配偶

之間，也會因為外在情境，個人內心隱私，以及面子問題，而將事情隱藏，甚至

是說謊，像是我在市場中與幾位大陸女性配偶交談時，就發現她們對於為何來

台、和先生認識的經過、以及家中情形都很保留，有時為了在同伴面前比較，也

有炫耀、誇大的情形。 

田野觀察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信任的獲取是個很重要的催化劑，因為在不熟

狀態下與大陸配偶的交談過程中，都只能得到初步片面的回答，甚至她們的不耐

和突然被侵犯的感覺也很容易表現在臉上，但是如果取得彼此之間的信賴和交往

熟識後，可以發現她們在我面前談論的話題會逐漸的開放起來，也比較不會刻意

去防範某些話題，甚至有人會一直以「我們是朋友」，所以我才告訴你這些的話

語，來增加我和她們之間關係的拉近，自然也願意提供一些較私密性的內容，並

會願意接納我至她們家中拜訪和接觸，透過這樣的互動，更可以瞭解配偶平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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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狀況，以及較細瑣的情感和人際互動。 

因此，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和救總的同學漸漸熟識，有些人便開始介紹一些

家鄉的同伴與我認識，而在兩岸公園網站上，也因為網站管理者的幫助，以及熱

心的大陸配偶網友支持我的研究，讓我獲得許多寶貴的資料。 

一、自我角色的轉變 

訪談之初我對於和大陸配偶介紹我的身份一直感到害怕與擔心，但是在接觸

愈來愈多的大陸配偶後，發現一個事實，即擔心自我角色介入她們關係會引起不

悅，其實是自我過度的敏感，她們並沒有那麼的難以接近，但是因為身份的不同，

著實讓我在觀察的初期對於無法被接納，以及親近不了大陸配偶而感到心灰意

冷，於是只有尋找外界的幫助，希望能過透過熟識的人，或是人情關係拉近距離，

於是就請救總的婁組長與楊主任幫忙，當楊主任介紹我的研究生身份後，真的增

加了我和大陸配偶間的交流性，這樣的經驗讓我覺得，身份頭銜在適當的顯露，

有時反而會增加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並不一定會引起不滿或被排斥，破除我之前

害怕「研究生」的身份，會不被接納的自我迷思。 

於是我從開始的膽怯，但後來可以態若自如的與大陸配偶自我介紹，我的角

色已經逐漸的從一個完全觀察者，害怕進入她們群體的研究者，轉變成為一個參

與式的觀察者，能夠和她們坦然相處，但是「研究者」的身份依然存在，只是加

入「觀察者」的角度，仍舊保有對被研究者的適度距離，只是轉化自我的心態，

站在同理的角度去明瞭她們的處境，以及構成這些結果的原因，不再只是純粹的

如同一般大眾，淺顯的看待大陸配偶的問題和角色，也就逐漸的清楚她們為何會

難以信任別人，傾向與大陸配偶來往，及生活中的痛苦和煩悶。這些轉變都是在

長時間的相處下，熟悉她們的生活模式、思考態度、以及政策法令後，從她們所

處的角色位置感受所得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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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述說、深度訪談 

人的行為是社會互動的結果，而意義則蘊涵在互動之中，當研究是為了明瞭 

一個環境的互動和活動，如何對某種行為和信仰賦予意義，以及需要瞭解過程、

事件、關係、社會環境的背景脈絡時，使用參與式觀察是最好的方式，大陸配偶

因為生活適應班的聚會、兩岸公園網站的虛擬環境，使得她/他們能夠彼此交流，

而平日的互動、居家生活，都希望透過參與式觀察的過程，瞭解認同的意義是否

會在聚會的互動中建立。 

觀察之後依據問題意識中羅列的項目，依照不同年齡、省分、教育程度、社

經地位、結婚方式、來台時間等，選擇合適的人進行深度訪談，獲得更深入、追

根究柢式的探尋，除大陸配偶外，也希望與週遭朋友、家人進行訪談，訪談的方

法使用口述歷史方式，即透過敘述生命經驗/故事的方法，來做詮釋和分析，口

述歷史最適用於弱勢、較少使用文字者，以及女性（江文瑜，2002），因為在歷

史的記錄呈現上，常以文字為主加以權力的運用，在過去的歷史中，女性的發聲

並不多，所以使用口述歷史可以彌補文字運用上，以及權力不均上的缺點，且口

述歷史不僅能陳述外在事實，也反映內在感覺。 

大陸配偶因為識字上的差異，加上在台灣仍屬邊緣一群，所以運用口述歷史

的方式，不僅能夠明瞭她們對於自身生命的敘述，也可免去在書寫上的困擾，而

且私領域的議題上，對某些敏感事件的看法，能夠在生命故事的描繪中展露出端

倪，因此透過故事的呈現，再進一步的追問、探尋。 

因應論文的進度，在 2004 年 1 月結束所有訪談，但對於田野場域仍是持續

的觀察和聯繫，在資料分析上，依照問題意識的脈絡架構進行，先從社會鉅視觀

點，再推衍至微觀個人意識，做為橫向的架構，透過來台前的想像、來台後的適

應扎掙、到最後接受習慣的時間歷程，做縱向的分析，合成一個整體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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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深度訪談者 

 在進入田野一段時間後，與大陸配偶之間彼此有初步的瞭解，就開始選擇適

合受訪者，因為大陸配偶來台的因素複雜，有 38 年以前結婚，現在為來台依親，

也有解嚴之後才與台灣人民結婚者，因為本研究討論的是大陸配偶對於台灣的想

像，以及選擇兩岸婚姻的原因，這些因素和其來台之後的認同是否有關聯，所以

擇定的大陸配偶以解嚴之後才結婚者為主，但 38 年以前即結婚，而以依親方式

來台者則不列入訪談對象。 

選擇條件上，以省份、年齡、教育程度、居住地區、家庭經濟狀況、結婚方

式、來台時間等因素，共選擇了 22 位受訪者，中華救助總會 8 人、兩岸公園 7

人，其他 7 位則是經由受訪者之間的滾雪球介紹獲得訪談，訪談資料表如表二所

列，深度訪談題綱如附件一。田野觀察地區為台北縣市，所挑選的受訪者，以現

在居住於台北縣市者為主，若是之前曾居住於其他縣市，但目前已遷住台北縣市

者，也列為訪談對象。訪談編碼的原則為，兩岸公園受訪者以 1 開頭，中華救助

總會的受訪者以編號 2 為開頭，其他則為 3 做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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