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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陸配偶身份意識的認同與轉化 

 

經由他人對自己的評估，影響自己對自己的看法，是建立自我認同的步驟，

認同是讓人產生歸屬感、個體性以及與地域之間關聯的所在感，大陸配偶對於自

我身份意識的體察，起於他人不斷的詢問，以及媒體報導等因素，兩岸之間在政

治上的特殊關係，造成政府對大陸與外籍配偶政策制訂上的差別，影響大陸配偶

在台灣的認同和適應 16，可是大陸配偶的認同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夫家的認

同感為何，以及什麼是造成認同的轉變?這些問題就是本節的分析重點，因此，

先從最基本的身份探討，再由「家」的意識、外在社會環境、政策、個人內心意

識轉變等角度分析，瞭解大陸配偶對台灣的想像、適應與認同是交錯而成的。 

 

第一節  指稱、標籤與自我身份意識 

 雖然「中國人」的宣稱由來以久，但是在面對與地理連接和指涉的過程中，

「台灣」與「大陸」成為一種區分的方式，純粹與地域連結的稱謂是不帶負面意

義的，可是一旦稱謂與說話者的態度和內容，構連出負面性的指稱時，眨抑的態

度就非常清楚可見。 

 在台灣對大陸配偶的稱呼中，以「大陸新娘」17最為常見，配偶對於這樣的

稱呼在剛來台時最不能接受，但隨著在台時間增加，逐漸變成麻木與無奈：「剛 
16 大陸與台灣在政治主權、國際關係上的模糊，以及兩岸長期的分裂統治，兩岸人民對

於本身主體各存有自我意識，不論是以地理疆域、主權政治實體，或是國際地位來

宣稱大陸與台灣的特殊關係，在面臨法規政策制訂時，便顯現其矛盾與複雜性，因

此，大陸配偶來台之後，面對帶有對立性的政策法規，為了爭取攸關自我生存權利

時，只好做出台灣、中國的身份區別，來爭取權利，但這樣的身份意識，在日常生

活中，卻隱而不顯，也由於中國、台灣的對立意識，隱含在法規制訂過程中，大陸

配偶認為法規是歧視的來源，所以在政策抗爭中，才會愈加凸顯中國、台灣的身份

差異訴求，而暫時拋棄其中國意識思想。 

17
  依據夏曉鵑（2002）與趙彥寧（2002）對於外籍和大陸人士嫁來台灣後，所指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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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灣的時候聽到別人叫什麼大陸新娘，會覺得很生氣，為什麼要這麼叫呢?但

是現在已經不會生氣了，可能是習慣了吧!也知道這是因為政策的問題造成的，

麻木了」（訪談101）。後來陸續有媒體使用大陸妹、陸娘等字詞，大陸配偶認為

這樣的用詞，隱含負面與歧視性的成份在其中，雖然對於「大陸新娘」的用詞不

滿，但是「大陸妹」、「陸娘」18用法，更是讓大陸女性配偶生氣。 

 訪談 105更是對近年來坊間出現的「大陸妹」菜名感到非常不解，認為自己

的身份一再被貶抑，不僅已經表現在各種不平等的制度上，現在就連生活中的食

物，都要如此命名，刻意強調大陸人的低等位置，於是有一次聽到市場小販在叫

賣大陸妹時便很生氣的回罵：「有一次在菜市場有一個小販就對著我喊『大陸妹，

大陸妹，兩斤三十塊』，我就想搞什麼啊，就大聲講『叫什麼叫，叫到嗓子都啞

了，回家去把嗓子養好了再來叫』」。 

說話者的神情與語氣態度，會影響大陸配偶對於字詞稱呼的感受，尤其是參

雜政治意味的扭曲時，會加深她們對於某些特定名詞的不滿： 

講話這個人的態度，是用什麼樣的語氣跟你講話。如果是互相開玩笑，像「大 

陸妹，好久不見」，倒是可以接受，如果他明明充滿一種歧視，充滿一種不               

正常心態來跟你講，妳當然不可以接受。就像我會開玩笑的跟你講說你是個

台妹，可是像呆胞那種就有惡意。所以只要帶有一點政治歧視，比方說新聞 

                                                                  

「外籍新娘」或「大陸新娘」一詞，表現的是帶有偏見的態度，一種以地域、性別、種

族、年齡的二元化論述，將女性嬰兒化的用法，似乎來台者只有新娘的存在，而沒有

「男性的新郎」，不論來台多久，都只是「新」娘，面對這些外來移入的婚姻移民者，

這樣的指稱帶著歧視的態度，因此本研究為了擺脫讓人產生只以女性為主的研究理

解，故以「大陸配偶」這樣的稱呼進行，未將「大陸」刪去，是為了對兩岸之間在論

述過程中，能夠有一個地理上的指稱。 

18
 新聞媒體對於「大陸妹」的建構，植基於來台賣淫，或從事非法偷渡來台的大陸女子，

近來更是將「大陸新娘」簡稱為「陸娘」，在訪談過程中，有人表示「這種稱呼難聽

死了，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叫我們，你說叫我大陸新娘我也習慣了，可是叫陸娘真的

很難聽耶，那為什麼不叫你們叫台娘」，受訪者認為這樣的稱呼具有更大的歧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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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在播「陸娘」，我就看了很火大，大陸新娘或是怎樣的說法都比這個說

法好聽。像中國新娘之類的聽了都很不舒服。那種故意的扭曲，政治的歧視

我就很不喜歡。（訪談105） 

這樣的指稱標籤對於大陸配偶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但是當這樣的稱呼加諸在

兩岸婚姻的小孩身上時，造成他們心中的排拆與反感，如訪談102小孩因為鄰居

不敢直接稱呼老婆是大陸人，但是卻將這種批評和歧視，運用語言加諸在小男孩

的身上，稱他們為「大陸妹」，造成小孩心中對大陸的反感： 

我二個小孩子都是男的，鄰居不敢叫我是大陸妹，卻稱我的小孩子為大陸

妹，我的小孩子在怎麼笨也知道那語氣中帶著幾分的鄙視，隨著小孩子的成

長，以及對於「大陸」的排斥，發現他們對於「失去媽媽」的恐懼，我才知

道「媽媽」與「大陸妹」在小孩子的心靈裡起了作用，他們一方面要媽媽的

親情，一方面又不能接受媽媽是大陸妹的事實。（訪談 102） 

稱呼造成的影響不只是配偶個人而已，對於小孩的認知也會產生變化，如同

另一位訪談者的小孩也是，在訪談過程中，她的女兒就模仿電視報導內容，自言

自語說：「各位觀眾現在我們來看大陸偷渡女子⋯」，新聞媒體對於小孩的影響很

深遠，307的小孩也一樣，夫家會灌輸小孩大陸不好，更不允許她教導大陸母語，

造成小男孩只願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就算是回到大陸娘家，也是一直強調自己是

台灣人。 

訪談者對這些負面性指稱，大多是從媒體的報導接收得來，當使用者接收愈

多負面性新聞時，對於台灣的認同會產生反面性傾向，所以媒體使用與認同間具 

對於「大陸妹」，配偶們皆認為這是投機取巧的人，利用偷渡方式來台灣的大陸女生總

稱，覺得這些人與她們經由正常管道嫁來台灣是不同的，所以非常排斥台灣社會將其置

於同等社會地位，雖然排斥與反感別人將這兩者畫上等號，但是當進一步談論到對大陸

妹的看法時，許多大陸配偶卻覺得她們勇敢尋求自己的理想，冒險過來台灣，比起台灣

人強多了，這樣弔詭與矛盾的論述，建構的是以反對台灣人為主的價值觀，就算她們不

願被指涉為低一等的「大陸妹」時，卻因為同樣來自大陸的心態，對她們仍是存有接納

與認同的心情，比起台灣人民來說，還是親近與接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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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聯性。 

在大陸配偶的媒體使用中，以電視為最多，因為電視的接觸不需要太多的經

濟成本、使用能力，又可以打發無聊的生活，在做家事或是照料小孩時，成為一

種背景音，其中新聞是最多人收看的節目，但是新聞對於大陸配偶，總是以負面

的題材做為訴求，造成配偶對於台灣媒體的偏頗非常不滿。 

訪談 207在使用電視的過程中，認為電視媒體節目，塑造台灣人民對於大陸

配偶負面性的意識形象力強大，尤其是新聞性節目專挑賣淫、騙錢、逃家這些負

面議題報導，而忽略正面性的案例，像是為了另一半奉獻、維持家庭生計，以及

為台灣貢獻的內容，構成台灣人民談論到大陸配偶時，就會有不當的負面聯想，

她認為這是非常偏頗的方式，造成她對於台灣媒體的極差評價。 

除了賣淫、偷渡是配偶認為最典型的負面新聞外，家暴、年齡差距大，也是

讓大陸女性配偶不能接受的題材：「台灣媒體報導的大陸配偶多是負面的多。都

是家暴啦，年紀差很多，或是清貧啦，其實大陸新娘遇到的問題，像家暴、愛錢，

台灣就沒有嗎?為什麼只有大陸新娘的才成為新聞，像我們這些多數很幸福的，

就很少看到。」（訪談 103） 

訪談101則認為媒體這樣的嗜血性，身份差異是造成那些報導取材的基礎，

凸顯出在大陸與台灣之間，大陸身份始終不被接納的原因：「我覺得台灣媒體就

是認為『別人的孩子死不了』，所以專門挑她們來報導，難道台灣的女生不會這

樣(賣淫)或假結婚嗎?為什麼一定要挑我們呢?」  

因為媒體的負面性報導，讓大陸配偶在面對別人對於身份的詢問時，產生了

猶豫與不願承認的想法，但是在台時間拉長，會逐漸減少這類心理態度。 

在外面，如果人家不問我們的身份的話，我們是不會主動跟人家說的，但是

人家問的話，我會覺得很丟臉，這是有個心態過程的，因為媒體每次都把大

陸女子和偷渡、難民連在一起，讓人家有刻板印象，我一開始也會覺得不舒

服，因為自己的心態上要去調適，但經過這幾年，我想說我不偷又不搶，我

是很正常的婚姻，幹嗎怕人家講，所以現在只要有人問，我都會講說我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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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人。（訪談104） 

有一次參與大陸配偶與陸委會的座談會，會中的配偶多是因為先生不願對

保，或是家庭變故，而遭遇居留、經濟、財產繼承問題，在結束座談私底下與幾

位大陸配偶閒聊中，有位配偶 19就覺得台灣的男性權力非常大，在台灣女性是處

於弱勢的角色，離婚後的女性不但在台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沒有，更別說是財

產、小孩和身份的取得，尤其是大陸配偶入境、取得身份證時必須性的對保制度，

需要經由先生、直系血親或是警察單位的保證，才能入境台灣、拿到身份證，這

樣的制度變相成為許多台灣配偶拿來掌控，與威脅大陸配偶的方法，而追究台灣

設立如此嚴格的制度，是出於防止大陸女子偷渡來台所設立，這樣的思考模式以

及一網打盡的政策內容，造成大陸配偶對於同樣來自於大陸，但是被冠上「大陸

妹」名稱的女子，感到鄙視與排斥，認為大陸配偶目前面臨的歧視與嚴格政策，

都是這些「大陸妹」所造成，在談話與日常態度中產生明確的身份區別，明顯刻

畫出兩種不同的階級和身份，極欲將「大陸配偶」和「大陸妹」做截然的畫分。 

從她的話中似乎表現出對「大陸妹」這個詞非常的反感與排拒，或許是因為

大陸妹已經被貼上汙名化的標籤，使得大陸女性配偶將「大陸妹」與賣淫做連接，

這樣的汙名化，不僅在台灣人民對大陸人造成的刻板印象中，連大陸人在對自我

群體做論述聯想時，也自然產生了「區隔」的意識，建構的「他者」形象，在「大

陸配偶」與「大陸妹」中產生極大的差異，是不容混淆的，只是這樣的自我群體

畫分，不也正落入另一種標籤意識。 

 對大陸妹存有的負面印象，讓受訪者覺得，只有那些社經地位較底層的女子

來到台灣時，才會覺得幸福： 

 

19 
這位配偶來自浙江，已經來台五年多，之前和先生相處不錯，可是當先生近二年失業

後，又喜歡賭博，在缺錢花用的同時，便會對他吆喝，甚至動粗，考量尚未拿身份證，

不利於爭取女兒監護權的原因，只好繼續忍耐，她覺得政府會制定這樣嚴格的政策來防

範大陸配偶，都是因為那些偷渡、賣淫的大陸妹造成，讓她非常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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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來台灣會感到幸福的都是鄉下的女孩子嘛！其實這個話講出來會比較傷

害人啦！但是我覺得說這是個事實，因為從小生長在鄉下，餵豬餵牛長大，

妳才會覺得到台灣會很幸福。你看那從小在上海長大，在法國留學，她可能

覺得留在上海還比較好。人的出生不一樣，不可以去給他定位。所以說到台

灣來會感到幸福的都是鄉下女孩是個事實，只是不能講出來。（訪談10520）  

大陸在這幾年由沿海往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來自沿海的配偶，認為只有內

陸與經濟能力差者，才是汲汲於台灣金錢而嫁來台灣會感到幸福的人，對於她們   

這種看過世面，或是有自我工作和收入的人，是不會滿足於來台灣的物質現狀與

經濟生活，在無形中塑立起自我為有知識性的人，而底層這些人在她們的心中，

卻被視為是另一種無法接納的群體，存有鄙視的看法。 

在訪談中，所有受訪者都不喜歡被指認出「大陸配偶」的身份，除非有人從

口音上問起，因為她們會覺得在指涉出大陸人身份的時候，彷彿就是存在著歧視

的眼光在審視她們，也是從一種「我者」的台灣人角度，來審視「他者」的大陸

人角度，有區隔排斥的意味存在，所以她們通常是能迴避就迴避，像有些人就會

說「沒有，沒有」，有些則說「很遠的地方啦」，也有說「雖然沒有直接對我說大

陸新娘怎樣怎樣，但是我從她們的問話表情就知道她們看不起我們」。 

為了不讓自己的身份成為別人評論的話題，逃離媒體所建構出的負面角色，

在訪談中，詢問到會對外宣稱自己是大陸人還是台灣人時，通常配偶們都不會自

我表態，只有當別人因為外表，或是口音而詢問時，才會自我表述身份，因為長 

20  訪談105是出身於安徽農村，但在上海台商公司工作，而後嫁至台灣，父母皆是文化

大革命當時的知識份子，母親出身於上海世家，雙親皆因為文革鬥爭而被下放農村，

但是從小就受到父母親的知識薰陶，以及保有家傳身世的優越性，後來至上海工作的

見識，讓她在來台面對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景象，並沒有多大的幸福感，而她所

認定的鄉下女孩子的幸福感，是指因為這些女性在經歷極度貧困的生活環境改變後，

只要是外在物質比起大陸惡劣鄉村環境好，經濟條件較優渥的情況下，即使是家庭貧

窮、夫妻爭吵或是台灣人民的歧視、政策的不平，也會讓在鄉下成長的女性感到生活

的富足和享受，這就是訪談105認為鄉下女孩的幸福感，而對於她們一些生活較好的

配偶，則沒有這種幸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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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台灣人對於來自彼岸的人，習慣以「大陸人」做為稱呼，造成她們來台

後在面對詢問時，也只能以此回答，因此敘述的過程中，原本既存的「中國人意

識」有時還是成為自我宣稱的主要論點。 

來台灣後會有大陸人跟台灣人這樣區分的想法產生，這種想法要想辦法糾正

一下。這種想法不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所謂的大陸人是台灣人發明的，我們

在大陸從來沒有講過大陸人，我們都是自稱我們是中國人，講大陸人會被笑 

神經病。我們沒有台灣人大陸人這種觀念，所以在台灣的時候就會跟人家說

是大陸人。回大陸的時候不會說是台灣人，倒是會開玩笑的講說你是小台灣

人，或是說小台胞 21這樣子。（訪談105） 

因此，在運用「大陸人」稱呼指涉對方身份時，語氣和彼此之間的熟識度，

成為是否造成大陸配偶不愉悅的關鍵，當台灣說話者語氣普遍帶有輕視的成份

時，逐漸構成大陸人與台灣人之間彼此對身份指稱態度的猜忌和不滿，時間一久

「大陸人」這個名詞，遂演變成一種隱藏負面情感的稱呼，失去只是單純的區分

彼此地理性的稱謂意義。 

 

第二節  口音、語言與身份 

一、口音成為區分身份最易的特徵 

外表容貌是分辦一個人族群特質最明顯的特徵，但是大陸配偶與台灣人在外

貌相似的情形下，已經成為難以區辨的方式，做為看不見的移民者（Fortier, 2000）

語言成為另一個判別的手段，口音的差異成為指認身分差異的證據，透過「從那

裡來」、「你是那裡人」的詢問，做為一種身份社群的區別，可是這樣的身份證明，

卻阻礙大陸配偶對台灣的認同進行，預設她們應有的認同意識：「以前別人聽到

我的口音，問我是那裡人，我會很高興跟別人說我是大陸人，後來有些人的反應 

 
21  
這裡是指訪談105的5歲女兒，出生於台灣，後居住於北京幾年，現回台灣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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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好，我就不太喜歡說了，可是我就覺得大陸人很好啊，我很優秀也有專業，

但是今天只要你是大陸人，人家就會看你不同。」（訪談101） 

大陸配偶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首先面對的是口音的差異，隨之而來的是「從

何而來」的探究，受訪者在面臨這種詢問時一律都是以大陸人回答，在她們的心

中，自我身份的指稱，與地域的居住有絕對的關聯，如果進一步的詢問是大陸的

那裡時，每個人會因為與身份連結的因素差異，而做出不同的回應。 

因為搬到廣東住，所以我的國語帶有廣東腔的口音，所以雖然我是四川人，

但是腔調會因為住的地方，而受到當地的影響有一些改變，有時人家就會問

我說，聽你講話好像不是我們台灣人耶，人家都會從你說話的口音聽出你不

是台灣人，語言會被人做出區分，其實像我們心態上很難去調適，有時候因

為口音被人家問說你是大陸的，那種感覺很不舒服，就算是你在台灣已經很

熟悉了，包括那個立法委員是綠營、藍營的，但是這個社會不容於我們。（訪

談104） 

因為語調的變化，以及在交談之中被人指涉的感覺，大陸配偶產生自我身份

認同的矛盾，口音的差異將其與地域連接，自我對於身份的意識，也在別人的詢

問下思考、體現。 

二、語言的使用和學習 

澳洲華裔學者 Ien Ang（1992）在具有中國人的外表下，卻因為來台參加研

討會的過程中，在具有中國人的外表下，不會說中國話，而引出對自我身份認同

意識的矛盾，來台的大陸配偶也面臨相同的處境，尤其是對台語的操弄、使用和

學習，成為一種身份認同的標籤，兩岸公園的網友就說：「我婆婆覺得學會台語

才是融入這個社會的方法，才不會讓別人知道你是大陸來的」，在閩南家庭長輩

的眼光中，認為學習台語成了融入台灣社會、改變外人指稱「大陸人」的方法，

語言成為融合的要素，代表你是真正的台灣人，是獲得他人認同的來源，但大陸

配偶卻會因為感受到指稱的特殊性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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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在北部以國語為主要使用語言的地區中，台語的學習並不是那麼

的急迫，不似在中南部生活的大陸配偶一樣，因為面對生活的壓力，與人際的溝

通上，皆是使用台語，造成她們需要學習台語，做為交際來往的工具，但是以台

北縣市為主的大陸配偶，則較沒有這方面的顧慮。 

在家鄉都是說國語，來這裡也不跟人說台語，反正去買東西跟別人說國語就

好了，只有在說多少錢，數量詞上會說台語，聽不懂就用比的就好了，何必

一定要學台語，台語學了又忘，不過倒是可以回家說給先生聽聽。在台北大

家都會說國語，實在是不太需要用到台語，所以溝通上並不是很難，也沒有

什麼挫折感。（訪談208） 

這可能是北部與南部的最大差異，當遠嫁南部的配偶不會台語而遭人排擠

時，北部的配偶卻仍可用普通話順利的溝通，不致影響她們對於人際以及台灣的

觀感。不過面對家裡以操弄台語為主的家庭時，語言也成為影響夫妻適應與家庭

關係的因素：「剛過來時什麼都不知道，那我先生是本地人嘛，都說台語，我都

聽的霧沙沙 22，所以語言上就是有一個隔閡了。」（訪談 304）。 

語言是一個人除了外表之外，展現於外的第二大特徵，這也是大陸配偶最常

被指涉、區分的一大指標，因為口音的關係被認出大陸配偶的身份，與經由詢問

「你是那裡人」而承認大陸身份，是受訪者認為難堪且感覺到被台灣人歧視、看

輕、不認同的方式。 

出去的時候如果聽到我講話口音不一樣的話，感覺態度會不太一樣，可是不

會直接問我是不是大陸人，除非是比較熟的，像常去洗頭認識的，才會問啊，

我都會直接跟別人說我不是台灣人，我是大陸人，免得別人在那邊猜，我不

覺得說別人知道我是大陸人會怎麼樣，還好啦，但是我不喜歡別人一直重覆

的問我，像我和我先生常去吃一家冰，那個老闆娘每次都問我，問到有一次 

22  這個詞原是台語的發音，在訪談過程中304原本不會說台語，但來到夫家後，經由長

期的接觸使用，已經可以自然的將一些台語用詞融合在國語之中進行，也會逐漸的適

應台語的語言，做為家庭溝通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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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說很煩，我也覺得很奇怪。（訪談306） 

訪談 10323覺得從建立自我的自信是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首要要素，因為對自

己有了自信，不會在意他人眼光、態度及語言的差別對待，才會在心中認為自己

是這塊土地的一份子，既然隨著先生過來台灣，也是這裡的人之後，不管人家說

什麼，都能夠轉化自我內心的想法，去認同接納這種指稱與態度時，才是真正的

認同自我是台灣人的身份。 

像有人會覺得在她們面前講台語就是看不起她，但是講台語有時是一種習

慣，像很多大陸人來也是講自己的方言啊，這有什麼看不起的，你要自己去

認同它，換一種想法，有時候是自己想太多了，覺得人家看你一下就是看不

起你，說台語就是看不起你，這種東西不是這樣說的，如果你一直存著自卑

心態，沒有自信的話，你到那裡都會覺得人家看不起你。 

在整個研究訪談中，卻感覺到語言的相通仍是我與訪談者彼此溝通，與領略

談話內容的重點，像訪談 301家裡是說台語的，在我訪問兩次中，都是聽到她與

家人以台語溝通，甚至連我訪問時用國語就感覺到她有點會意不過來，而且新莊

地區以台語溝通者也多，所以語言上不構成大問題，從她先生事後跟我說的話

裡，也知道她只有在家裡的人帶去玩時才會離開新莊，不然頂多是到附近的菜市

場買菜而已，沒有任何的朋友，和唯一的表姐也沒在連絡，所有的寄託都在家庭

中。 

 

第三節  家為何處：認同的游離 

家是一個空間，讓人在其中尋求歸屬感，建立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連接的地

方，也是一個權力與文化展現的場域，大陸配偶在來台組成自我家庭的過程中，  

 
23  
這位配偶來自廈門，從小家中就是使用台語做為溝通語言，來到台灣後，自然也擅常

台語的操弄，因此在她的角度來看，台語的使用只是一種正常的交談模式，若是因此

而存有貶抑的態度，是個人內心自我作用造成，而非外界實際評價。 



 103

對於原生的大陸家庭，產生了怎樣的認同流動，兩者的情感和認同影響一個人對

外宣稱身份的潛意識，以下就從家鄉的連結和家庭遷移來做探討。 

 大陸配偶來台後，會因為經濟、教育程度、配偶的態度等因素影響，使得她

們聯繫的方式有所不同，訪談204就被先生限制使用電話：「我在家裡如果要打

電話回家的話，都要把時間給記錄下，不然他就不讓我打」，電話是最普遍使用

的工具，網路、視訊、寫信則較少，聯繫主要是在維持情感，也是避免與原鄉斷

裂、脫節的手段，兼具排解鄉愁與寂寞的生活：「我家裡的人如果打電話來，或

是我打電話回去的話，那天就會睡不著覺，因為整天想回家。」(訪談204) 

 大陸配偶雖然會持續與原鄉經由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聯繫，也有透過似

曾相識的事物產生想像，以保持大陸身份的認同情感：「我很喜歡吃紅豆麵包。

我老公都說那是古時候的人在吃的，吃的時候會想到家裡，也很喜歡仁愛路和敦

化南路那邊的綠蔭道，有很多樹，抬頭看天空，又有很多樹，就覺得好美好美，

讓我想起以前讀大學的景致。」(訪談105
24) 

當感受到台灣人對大陸配偶的不友善反應時，讓她們心裡產生對原鄉的認

同情感，歸屬的情緒會在比較之中產生，所以台灣的負面態度，增加大陸的正

向認同，尤其是一再被議論的身份和懷疑態度，讓她們失去接納、適應台灣的

心情。 

我不太喜歡這裡，各方面都不太喜歡，剛來的時候我還想我要適應這裡，

喜歡這裡，搞不好以後我對這裡很熟，但是我現在都放棄了，我覺得再怎

麼努力也沒辦法融入這裡，很難融入，不管是多久都很難融入，就像你都

已經是老娘了，別人還叫你是新娘，因為別人總是認為你就是大陸的，你

就是怎樣怎樣，當別人這樣叫我的時候，會讓我沒有辦法去喜歡這個地方

，讓你感覺不是很自在，我沒有辦法覺得我屬於這裡(搖頭)，還是回到自 

24  訪談105是安徽大學畢業，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薰陶，對於台灣的景象自然與家鄉、

求學環境做一連結，可看出高等教育者的景物聯想，仍較著重於精神上的啟發，有

別於低等教育者以家事、工作環境為懷念景象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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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家(大陸)比較自在吧，我也不會捨棄這個地方，但是當我和先生經濟

可以獨立的時候，我們愛在那裡就在那裡。（訪談306） 

心中的自在嚮往，以及外在社會投射出的不接納，讓她在認同的情感上，

還是選擇大陸原鄉，畢竟在那可以獲得自我的歸屬感，以及充份的我者地位。

遠嫁台灣，為了不讓家中的人擔心，面對台灣的無歸屬感，只有自己隱藏、壓

抑，自我內心的孤單和苦處無法分享的情況，會在心裡升起家鄉的熟悉情景，

及自我內心歸屬的依賴，造成對家鄉的想念。 

雖然這裡好歸好，但是心理上就覺得這裡不是自己家的感覺，沒有人可以

幫忙，有委屈也不敢回去跟家裡的人說，怕家人擔心，也不能和朋友說，

一來是她們沒有辦法了解，二來這是自己的事，人家也幫不上忙，還有電

話費太貴了，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所以來台灣很苦的，所有的事都只能自

己往肚子裡吞，這裡要說是家也可以啦，只是心理就沒有那種感覺，在那

邊至少有照應，環境也熟，可以互相幫忙，也不會被當成外人看待，心理

感覺就是不一樣，當然還是在那邊比較自在。（訪談302） 

 訪談的對象中，也有人逐漸試圖將台灣，做為另一個家的可能性，做為追

求一個屬於自我的家，訪談305試圖在來台後轉變自我心態，去認同接納台灣，

但是面對外在社會環境的不認同，讓她陷入兩難的局面。 

在出來的時候，就把家鄉的一切都忘了，真的沒有去想到那些東西，因為

我要的是一個新的家庭，一個女孩子前半生是在父母身邊，後半生是老公

的，這裡才是我真正的家，但是當我想把這裡當成自己真正的家的時候，

別人不願意，在我們的身上加上一個大陸新娘、外省人、那裡來從那裡去

，這些稱呼，很傷我的心，在傷心之餘就我讓想起我真正的家鄉，就算它

再醜、再爛，我的心還是向著那裡，可是當我出來的那一刻，其實我的心

已經拋棄了那裡，但是來到這裡以後，被人家排擠、不接納，心裡實在很

不舒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對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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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台灣受到排擠與不接納之外，已遷移來台的大陸配偶，在回到原鄉

時，卻也被視為是身份差異的移出者，家鄉的人認為結了婚，就是屬於另一個

地方的人民，娘家只是一個依靠，成為原鄉的過客或探訪者，不再屬於原居地

的人民，訪談301就說出了無奈感：「既然嫁過來了，就是這裡的人，但是我還

是兩邊都有身份，所以兩邊的人都是啦，不過如果回家的話，人家又會說人客人

客(台語)，好像變成客人一樣，就不會把你想成是這邊的人了。」 

家鄉的人認為她們已經是台灣人，不是在地人了，雖然被親朋用待客之道接

待，但是心中的那份歸屬感卻無法從言語的指涉中就消失，在心中還是牽掛著原

鄉的情感，就算是回鄉時的身份差異，造成人際交流的變化，卻仍以大陸人自居，

也是另一個造成她們在兩岸之間都不被認同的因素。 

 腔調的改變，以及居住地的遷移，在台灣大陸配偶被視為是外來移入者，當

回到家鄉卻又成為脫節有隔閡的一群，內心被推擠排斥的感覺，成為失根的一

群，訪談104就道盡了這樣的心酸。 

回到大陸那是生長、養我們的地方，但是你會發現你跟那個社會已經格格不

入，已經脫節了，你也已經不是那邊的人，所以我們會想說，我們是那裡的

人，我們是夾心餅乾，就像以前的老兵在台灣被稱外省人，在大陸被稱台灣

人，當我回家（大陸）時，以前的朋友都一致認為我講話的腔調已經有台灣

腔啦，我就說一定沒有，因為在台灣時，無論是去診所去洗頭髮還是去

shopping，總常常被人問到：「小姐，妳講話好像不是我們台灣人呢」，就

覺得在台灣我的口音被認為是明顯的大陸腔，而回到大陸我的口音又被認為

帶台灣調，真的不知道自己倒底是那裡的調。 

訪談306深刻的道出大陸配偶在台灣和大陸之間移動過程中產生的情感變

化，對於自我組成的家庭，以及好不容易熬過的適應期，產生了感情，但是比較

成長環境以及自我人際網絡，家鄉佔據的認同仍有其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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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大陸後，多少對台灣會有一點點的感情，會想這裡，可是還是覺得自己

比較屬於大陸那個地方，這是一個過程，可能現在我還在反彈期吧，以後或

許會不一樣，其實每一代都在遷徙，但是他們也在新的地方適應的很好，也

許我老了也會這樣子，但是當一個地方有你的親人在的時候，就會不一樣。

（訪談306） 

面對原鄉的格格不入，移居地的不接納，大陸配偶對於自我認同意識產生質

疑，外在的不接納以及個人心裡的矛盾，構成認同的游離，在兩岸間都尋找不到

對應和熟悉的情感、事物時，最後只能以家庭、先生、妻子、小孩的所在，做為

自我認同的地域歸屬，和認同依託。 

在台北時，一心就想到深圳的好，可是回到深圳卻又發現台北是多麼的親切

美麗，回到我長大的地方時，也發現我和那個社會環境已經格格不入，曾經

熟悉的地方已變得很陌生，不瞭解那裡發生甚麼事，和從前要好的朋友同學

再也沒有共同的話題，每次回家的同學聚會，我已經變成徹徹底底的局外

人。我就會想我是哪裡人?一些心底深處的某些私心話告訴給台灣的朋友

聽，他們並不太懂，說給大陸的知己聽，他們同樣也不能理解，為了自己的

家庭，生兒育女、孝順父母默默付出遠離故土親人，可是到頭來卻連自己是

哪裡人都會產生疑惑。就只能想，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哪裡有我的家、丈

夫、孩子，哪裡就是我的歸屬。（訪談104
25） 

雖然大陸配偶來台初期，無法接受女性受到男性權力的控制，必須獨攬家

務、照育子女、伺奉長輩等責任，但是隨著來台時間長久，以及個人潛在思想中，

卻仍然保有父權制度下的女性依附想法，以男人做為個人生命的追隨目標，「家」 

 

25 
 訪談 104 已經來台九年，取得身份證，考量到子女教育，以及家庭經濟收入，決定

回大陸定居，在大陸時曾擔任過教師職務，對於台灣傳統的家庭觀念，對女性的要求，

在剛來台灣時無法接受，不過在來台時間長久後，逐漸的接受這些要求，成為她個人

在論述時的基本態度，有次訪談她與同為大陸女性配偶的朋友閒聊起家務分工問題，

即感受到她的態度是由不滿到無可奈何，最後只能消極接受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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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典型的代表居處，個人的成就與自我存在價值，透過「家」而顯現，套上傳

統父系思想架構下的女性形象，藉此展現女性個人歸屬感。 

 

第四節  差別待遇與台灣的焦慮 

 認同部份是由「他者」的承認（Taylor, 1994；轉引自孟樊，2001）所造成，

當自我不被他人承認與接納時，歸屬感就無法產生，此時取而代之的是對家鄉的

懷念，以及不認同的情緒。大陸配偶面對台灣的工作場所、人際網絡、社會價值、

以及家庭關係這幾方面，深刻感受到差別待遇，也引起某些回應和自我身份認同

的歧異。本段先由外在的工作、人際、家庭關係網絡談起，再從引起大陸配偶的

內心反抗和心理調適，做為對外在歧視的回答，來分析這樣的循環影響。 

一、台灣的焦慮 

訪談 105曾在台灣做過三個工作，在職場上的工作歧視，讓她產生一種被排

斥、看不起的感覺，似乎是用來激勵別人的負面標示，對於這種行為，讓她對台

灣職場有了不好的感覺，無形之中也在告誡她，台灣人和大陸人是不同的。 

我們總經理跟老闆比較會說什麼「妳們大陸人怎樣怎樣的」，找工作的時候，

人家多多少少會激怒妳一些。像我第一份工作的老闆就會說：「你們要好好努

力啊！大陸人都是貧民，會把你的飯碗搶走」。聽了就很不舒服。他就會用這

種方式來激勵他的部屬。還有一些工程師，都有傲氣不太看得起妳。去問他

一個問題，他會講「以後這種白痴問題不要來問我」，就會覺得說心裡毛毛的

不知該怎麼辦？（訪談105） 

大陸配偶受限於政策的規定，在尋找工作上有諸多限制，台灣企業主針對這

些特點，並參雜個人對大陸低水平的經濟生活形態，與工作薪資看法，建立起一

種「大陸人是耐操又廉價的勞工」意識，並藉此刺激自己的台灣部屬，提升工作

士氣，對於這種雇用心態，加深大陸配偶在工作職場中區分身份的想法，也觸動

自己懷念過去在大陸職場中的成就表現及工作地位。在台灣職場中以大陸人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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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激勵士氣的負面作法，凸顯出台灣人民對於大陸人士進入台灣就業市場的擔心

和憂慮，由於過多的媒體內容塑造出大陸人士低廉、能力急起直追台灣的警訊，

無形中也構成台灣人民對大陸存有一定程度的焦慮性，而這樣的情緒便藉由負面

性的指涉，來做為警惕員工的方式。 

大陸配偶另一個不滿的地方，在於台灣人民仍將她們視為是貧窮生活下的一

員，問一些讓她們啼笑皆非的問題，心中覺得這是在諷刺她們，造成不滿的感覺。 

沒人問過我是否不是台灣人，我也沒主動告知，直到今天，我鄰居都不知道

我來自大陸，我也沒把我自己當外人看，台灣就是我的家，正因為如此，才

更了解台灣人對大陸配偶的真正看法，有些歐巴桑會問些很白目的問題，例

如說：「你大陸的家有沒有廁所啊?」，讓我很不爽，覺得被看扁。（訪談

101） 

台灣人民對於大陸生活的情景停留在過去破舊簡陋的生活物質概念下，對於

成長於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的大陸配偶們，面對別人詢問大陸「有沒有廁所、有

沒有麥當勞」這些問題，覺得台灣人民並沒有體認到大陸的提升，依然視其為落

後之國，感到很生氣。 

移民的大陸女性配偶不喜歡被做出兩極化的區分，尤其是外在行為不能符合

台灣人民對「大陸新娘」的認知要求時，負面的價值判斷，成為大陸女性配偶困

擾的來源之一，訪談 104舉了一個例子： 

像我以前很喜歡穿吊帶衣，但是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大陸的，又這樣穿的話，

一定會被人說什麼不正經，如果是台灣小姐這樣打扮，人家只會說你很前

衛、很時髦、很新潮，但是如果你是大陸的，然後這樣子穿的話，他第一個

印象一定是覺得你不是一個良家婦女，其實我覺得這很不公平，整個社會對

於大陸過來的看法都不一致。 

台灣人對大陸配偶在心中建構出身份差異，成為道德評判的重要根據，而非

由行為來決定的觀念。雖然如此，當台灣人稱讚大陸女性配偶不像「大陸新娘」

時，又會讓她們陷入一種二元對立的邏輯之中，不能排斥掉「大陸」這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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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又不願意被畫分出一個獨特的社群，常讓她們陷入兩難，由此也產生一種對人

際的排斥感 26。 

家庭關係中，問題的來源通常是婆媳關係，台灣的婆婆希望大陸媳婦也能做

個盡職的主婦角色，但受到媒體、人際的影響，會對大陸配偶存有戒心，這樣的

懷疑態度，造成雙方的不信任，進而影響彼此的關係和情感。訪談 303就說：「先

生雖然對我很好，可是家人對我的好，就是沒有外人對我的好，那麼尊重，有時

候覺得別人對我還比較客氣一點」，後來再和她訪談，以及和她們鄰居閒聊時才

知道，其實她的婆婆會因為她是大陸人，對她特別存有戒心，擔心她把錢拿了就

跑回大陸，所以兩人的關係並不好，婆婆一直都不太願意接受她，反倒是公公的

態度較好，可是過度擔心的結果，造成她與先生之間常有摩擦，甚至是與婆媳大

打出手。 

    受訪 306是訪談中唯一一位因為公婆不接納，就用懷孕的方式，希望獲得認

同的方法，她原本是在公婆至上海開設的公司裡工作，她覺得台商至大陸設廠，

通常會彼此交換意見，蒐集一些當地的資訊，做為用人評價的參考，而大多數台

商對大陸人的負面印象，透過彼此之間的交流傳遞，成為她公婆不願接納她的刻

板觀念，因此公婆的不認同，便是受到同為台商的外在人際影響造成：「我和我

先生是先私定終生，去公證結婚後，過了快一年，我公公婆婆還是不答應，我們

就想說，那我懷孕好了，懷孕了才同意，我公公快兩年後才接受我。」（訪談306） 

 
26 
在我以前居住的鳳山眷村中，觀察到的大陸配偶，都是身著大花衣褲或是臉形輪廓深

刻，不似台灣人的臉孔特徵，談吐中帶有明顯的語言差異，或是用方言交談，不太著重

打扮，但是在台北進行訪談的過程中，對於來自都會區的大陸配偶，不論是在穿著、打

扮，甚至談話內容上，都與台灣女子沒有顯著不同，因此我常會脫口而出「你看起來不

像大陸人」的話，是出於我內心對她們時尚流行的讚美，但有一次一位受訪者跟我說，

她最不喜歡聽到這句話，好像是大陸人就一定得長得像什麼樣子，要長得很土嗎?還是

很俗?說這句話好像是在侮辱她，對於講這句話的人，她會很討厭，嚇得我趕緊補充我

對這句話的解釋，也增加了我去思索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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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女性配偶受限身份的不同，為了取得夫家的認同，通常會受到外在人際

的評價，影響夫家對她們的接納態度，這些外界評價成為日後家庭關係是否合諧

的考量點，特別是負面偏見，如騙錢、好吃懶做等，長期流傳於人際網絡時，造

成家庭成員間的彼此不信任，及關係疏離，引起大陸配偶對原生家庭的想念，也

影響她們來台的家庭認同。 

二、對應歧視的解讀  

大陸配偶認為沒有人直接在面前表現過反感，但是間接聽到的耳語，以及透

過媒體感受到的氛圍，是讓她們在自我內心中產生台灣人排斥大陸人的想法，像

是 201 說的：「在台灣沒有人權，什麼都不是，連吃個菜人家也要叫你大陸妹，

在這邊很受人家歧視」，訪談 202 也覺得大部份的台灣人仍存有異樣的眼光在看

她們，像是眼神、表情，但是沒有當面被歧視或深刻的例子，自己會主動告知別

人是重慶人，不會直接的表現，但是心裡上覺得就是有些台灣人會瞧不起大陸

人，最多人會說「ㄟ，不像喔」，她第一天來台灣她的婆婆就跟她這樣說，但她

不會生氣，因為她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世俗的眼光，她已經能接受這樣的想法和說

法了。 

在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時，大陸配偶將過去「大中國」思想套用在台灣的身

上，認為台灣是自己國家的一省，跨越省份的遷移模式，應該如同在中國大陸時

一樣，沒有什麼特別與奇怪的，但是來到台灣後，經過先生的反應表情，才逐漸

在內心明瞭，在台灣，大陸人的身份是帶有特殊標籤與意涵的，也引起眾人的好

奇和審視，不過只有當個人具有被歧視認知的情形下，才會出現反感的態度，而

這些指涉和行為的聯繫，皆是透過先生的感受而來。 

當時結婚早，兩岸交流還不發達，不知道自己會被排斥，1995 年第一次來

台灣，當時到大陸娶妻的都是老伯伯比較多，人家會覺得說，怎麼可能會去

大陸娶老婆，我第一天到我公公家，就有鄰居來說我要看看大陸妹長什麼樣

子，我那時沒有不舒服，只覺得這個人好奇怪，但是當時我老公的臉就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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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我是透過我老公的表情和感受才知道，原來我們在這個地方是很被排

斥、被人家瞧不起的，會引起別人異樣的眼光，因為當你一講話，用字不同

時很快就會被人給認出來你是大陸人了，我那時候覺得大陸沒什麼不好，但

是我老公的臉色會很不好，他會覺得很丟臉，我是透過我老公的感受，才知

道原來我們在這裡是很不被受歡迎的。（訪談104） 

在台灣最常被連結的歧視內容 27，不外乎是淘金、拿身份這樣的論述，當這

樣的框架透過媒體、人際的傳送，再現形塑至人們的腦海時，配偶也不自覺的被

套進框架之中，成了自我對應歧視態度的反抗者： 

台灣人有幾個不好的想法，認為過著比大陸好的生活，然後覺得大陸人是沒

有知識、沒有文憑，所以大陸人要被台灣人管的心態，我們很多人都是專科

畢業的，也有工作，但是台灣人的錯誤觀念，害我們這些人也跟著受累，大

家都會認為我們是來淘錢的，但是事實上我們在大陸的生活過得更好（訪談

102） 

訪談 103 則是經由先生與朋友的聚會言談，得知台灣人對大陸的負面看法，

基於愛鄉及歸屬情愫，對於論述指涉中呈現台灣比大陸優越的態度，以及質疑先

生是不是娶不到老婆才至大陸找的刻板印象，讓她構成台灣人都歧視大陸人的意

識，推論至社會全體。 

 

27  雖然來台大陸配偶以女性為主，但目前在台約7000名大陸男性配偶，則存有不同的

歧視內容與角度，因為身為男性的大陸配偶，得面臨傳統父權式的思維架構，男性

是賺錢養家的代表，但是當大陸配偶在未達居留期限之前，他們只能被建構成「吃

軟飯」的形象，兩岸公園一位在哈爾濱時擔任傢俱工廠廠長的男性大陸配偶，就曾

跟我說：「像我是男人，來台灣以後就被說什麼靠女人吃飯，聽了多難過啊，要不就

是警察來檢查，就隨便的說一些話，讓人聽了不舒服，來了台灣以後，為了和老婆

一起生活，要忍受很多外人的批評和言詞」，雖有別於女性的負面建構，卻改以經濟

與家庭責任角色來論述男性大陸配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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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中就會歧視大陸人，像會說什麼大陸的書很淺啦，我們這裡的書去他們

那裡唸很深奧啦，我們這裡三年級的水平是他們那裡四年級的水平啦，給我

面子的人就會說，唉內陸的比沿海差啦，然後像我先生要結婚時，有人就跟

他說，啊~~你要娶大陸人唷，你好好的幹嗎去娶一個大陸人啊，你好奇怪喔，

台灣人看不起大陸人，這是一個事實，雖然我的鄰居不會當著我的面對我講，

我先生的同事也不會說什麼，而且常是吃飯聚會，可是你從接觸，還有他們

的言語中你就可以發現，他們都會說你們大陸不好，大陸人怎樣怎樣的，他

們一定會有這種錯誤的觀念，在你沒辦法改變他們這種觀念的時候，你只好

不去理會他。（訪談103） 

雖然訪談者大都覺得台灣人民對大陸配偶的歧視是不合理的，但是訪談 20628 

因為從事台商貿易工作，周遊於各國，而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到美國、到其

他國家受到其他人的歧視也是會有的，但是到其他國家受到的是種族與種族的歧

視，而在台灣是國家與國家的歧視（她把台灣和大陸視為兩個國家），所以她覺

得會有歧視是正常的事情，她也遇過但是沒辦法，基於經驗和知識，她能瞭解所

以也能忍受，因為就算是台灣人本身，南部和北部、城市和鄉下也都是會有歧視

的，在大陸也是一樣，她敘述出較為中立的言論，擴大了歧視態度的層次與來源，

不再侷限於台灣和大陸的二元區分。 

整體而言，大陸配偶對於受到台灣人的歧視感覺，通常來自於彼此之間的口

耳相傳，若是問到個人是否有親身經驗，大家都回答沒有，從分析資料中發現， 

28 訪談 206 的先生是台商，嫁來台後曾赴美留學，由於夫家的公婆已經移民美國，因        

此206的女兒是在美國出生，她跟我說，有一次她們全家一起出國旅遊，過境香港時，

她女兒、先生和她一起過移民關，由於女兒拿的是美國護照，官員看了一眼就快速通

過，而先生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在稍微看清基本資料後也通過，但是輪到她時，

因為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移民關不但仔細比對她的相片許久，更是詢問很

多問題，移民官甚至直截了當的跟她說：「因為你拿的是中國的護照，所以要花比較

久的時間檢查，怕你們會有偷渡」，這些不愉快的經驗，讓她在進入台灣，面對台灣

社會的不友善態度時，較能平心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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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認為台灣人民最大的歧視態度，來自於對大陸人民素質和經濟低落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訪談中她們對於其他大陸配偶受到的歧視，會大於自己所遭受到

的歧視論述，這些會被歧視的人，尤其是知識、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認為外在

的評價和態度會對他人產生作用，而不會對自我產生影響，但是這樣的心態卻塑

造成「台灣人民歧視大陸人」的刻板傳統概念，深植於每位訪談者心中，因此訪

談206認為台灣與大陸是兩個國家的看法，是將其他經驗合理的解釋這種歧視的

過程，不過對於兩岸之間的關係，尚無法以國與國之間的論述做為一個正確的使

用方式，因為負面、歧視的來源，與過去兩岸的歷史、經濟發展差距以及人民素

質，才應有更大的關聯性。 

 

第五節  大陸與外籍配偶在政策上的差別 

 大陸配偶因為兩岸特殊的政治關係，依據的是「兩岸關係人民條例」管理大

陸配偶來台事宜，而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則根據國籍法進行政策實施，因為法源

依據的不同，造成兩者在身份證的取得時間，工作、居留的年限上都不同（表三），

大陸配偶以自己身為同文同種的族群關係，進行身份論述時，對於這樣的差別對

待，與身份資格取得的不同，認為是種歧視的態度，所以本段先由同文同種的概

念進行出發，由大陸配偶對自我身份的認定，來看她們在談論政策時的認同態

度，尤其是和東南亞的外籍配偶比較時，大陸女性配偶論述的身份常以「台灣媳

婦」為主張，以一種台灣身份意識來和外籍對抗，這樣的政策分歧，讓大陸女性

配偶在比較的過程中，有了嚴重的歧視認知，而進行對身份權益的爭取和抗爭，

演變成反覆循環的架構模式。 

一、何苦為難自己人?  

在之前的分析中，大陸配偶對於台灣的定位，認為是大陸的一省、同為中國

人的傳承，自我認同意識也以大陸人自居，然而在面對台灣對於大陸配偶身份取

得的政策議題時，兩岸視為同源的意識就更加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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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問受訪 201覺得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時，她變得非常激動，她認為台灣

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只是大陸的一個省而已，她很激動的舉了台灣的汽車為什

麼都要寫台灣省做為一例，因為自己的政府都承認是大陸的一個省而已，還需要

別人的判斷嗎?然後還說孫中山、蔣介石的家在這嗎?又一直重複說台灣算是個什

麼國家?對於這個話題她非常的不認同，覺得以前台灣是由大陸過來的人統治，

或是日本人，根本不是國家，而台灣會富強基本上也是靠之前由大陸過來的榮

民，否則根本沒有今天，所以我們是同根同祖的。 

我們都是龍的傳人，但是那些越南、泰國、印尼新娘，為什麼比我們還要快

拿身份，難道大陸和台灣不是一個民族嗎?就算不是一個民族，但是我們都

是流著相同的血緣，幹嗎來到這裡還這麼嚴格限制，這樣不是吃裡扒外嗎?

不是在欺負自己的親姐妹嗎?不是所有大陸人都是來淘金的，而且算就是來

淘金有錯嗎?台灣人沒有這樣做嗎?而且她們去做一些台灣人不做的工作，你

們要做嗎?把那些淘金的人和所有過來的大陸新娘混為一談，這樣是不是對

我們不公?你們為什麼不要求自己，不能結太多次婚，幹嗎讓人家來來回回，

為什麼不法定結婚次數，自己約束自己。（訪談201） 

對於政策的憤怒，轉移至情緒宣洩時，將偷渡來台的錯誤行為，做一種合理

化的解釋，並讚許大陸配偶為了自己的生存權利，從事低階性的勞動工作，間接

同意淘金的目的，最後甚至將嚴格的政策規定，造成大陸配偶的困擾與不便，轉

嫁至台灣人民的身上。 

雖然她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感覺她仍將台灣視為是自己國土內的一部份，所

以才鼓勵自己的女兒嫁來台灣，但是她卻不是以一個「他者」的角度來詮釋自己

在這塊土地上的角色，反而是以「我者」的上位姿態，認為台灣應該要照顧大陸

人，且要約束自己人民的結婚行為才對，在她的觀念中，仍舊是以政治統治上的

「中國意識」為出發點，並沒有因為地理、場所的歸屬感，產生地域為主的「台

灣意識」，雖然是對台灣有種想像，但這種想像還是連結到民主社會、金錢這兩

個因素上。當實際來到台灣，發現處處受到限制，無法真正獲得人權及自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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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時，就會開始以「台灣是大陸的一部份，我們都是自己人，台灣和大陸都是

中國人，應該更照顧自己人」的「中國人」血緣意識論述出現，將台灣與大陸人

民視為同族，否則其他時候一概以區別身份的大陸人自稱。 

她的主要論述是基於血脈相承的理念，大陸配偶的權益要比東南亞來得更好

才是，可是她卻忽略兩岸之間長期分裂的事實，間隔四十年的政治、文化、社會

差異，構成特殊的角色關係，大陸配偶在訪談裡皆忽視這些因素，而將焦點一再

的置於不平等對待、工作、居留年限縮短議題上，在人權的觀點上，基本的工作

生存權是應該保障的，但是當大陸配偶演變成對東南亞配偶的批評和不滿時，正

是落入另一種差異性的歧視之中。 

我以前在大陸是當幼稚園園長的，在那人家都是老師老師的叫，地位很高

的，會過來台灣就是因為在大陸的時候，看到報導或是聽人家台灣很好，所

以想過來，沒想到過來後一點都不是這樣，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限制一堆，

跟外籍東南亞的比起來，更不如她們，為什麼她們三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證，

然後要這樣限制大陸的，要八年才能拿，甚至是十一年，真不公平，如果真

的覺得不要讓大陸的過來，可以明定啊，為什麼讓人家過來之後才又用這種

方法刁難人呢!真的很生氣。什麼事都不能做，要不然就只能做些低下的工

作，早知道就不要過來了。（救總上課的大陸配偶
29） 

因為政策的限制，牽連到工作與身份證的取得，面臨過往的地位階級，在結

婚遷移的過程中不升反降的情況下，相當不能接受，於是當大陸配偶無法接受工

作或身份制度時，便會直接將論述提升至全面禁止的層次，她認為透過全有或全

無的極瑞方式，都比現行自由娶嫁制度下，又嚴格規定來得好。 

 

 
29  
這位配偶來自江西，經由仲介結婚，四十多歲，來台一年多，在閒聊時不斷的跟我抱

怨台灣的制度歧視，害她無法工作，想回家又不能，陷入兩難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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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歧視與制度差異成為不認同的循環 

大陸配偶認為對她們的最大歧視，來自於法令的政策制度，尤其是與東南亞

的外籍配偶比較之下，心中不滿的情緒更是高漲，此時同文同種、身份相同的論

述就會出現，做為一個制度不合理的闡釋。受訪 103有此看法： 

一點都不關心政治，她只在乎自己的生活而已，不要把政治和她們平常的生

活扣連在一起，我們是正當來台，自由戀愛，為了愛情而犧牲一切，我們已

經很辛苦在生活了，政府反而對我們更嚴苛，而且政府為什麼要對同文同種

的人做這麼大的設限，反而對不同的種族人民，像是東南亞、越南的就可以

四年就取得身份，這是不公平的嘛，我們是同種族的人民，照理來說應該要

更快的拿到身份啊，為什麼還比東南亞國家的更不如，如果要說學歷低，東

南亞國家的更低、經濟也更差，她們才更有可能是來撈金的吧!但是為什麼

對她們就不這麼嚴。 

她對於政策不滿的看法，是基於東南亞配偶在經濟、教育、家庭背景上比她

們更差，卻能得到較優渥的資源，而感到有差別待遇的歧視。對於政策嚴格的限

定，將其連結到對整個台灣家庭的限制，將自我的身份融合台灣的整體思維中論

述，對負面不好的限制對象，框限於來台賣淫的大陸女子身上。 

社會的歧視，當局的不公平，我們都一一忍了，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我們只能出來說，不要歧視我們，我們也反對假結婚真賣淫，可是請政府用

另一種方法來審查，不要以點概全，「居留從寬，身份從嚴」，把我們當什麼？

這在古代叫什麼？叫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過一人。台灣應該打擊的是色情

業，所謂源頭，這樣才能制止假結婚來台賣淫。而不是借藉由這個藉口，就

處處為難大陸新娘，你為難的不是我一個人，是我全家(先生、小孩)。是你

們台灣自己人，知道嗎!（訪談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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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大陸女性配偶一致認為東南亞是個更落後、素質更差的地方，或

許是因為台北地區有些大陸配偶素質較高的原因，她們認為權力大小的取得，應

與國家整體能力有關，大陸是個逐漸興起的強國，而台灣的富裕也要歸功於之前

大陸來台的人士，在同文同種的血緣脈絡下，對於她們因為離散遷移來台的大陸

人，應該有更好的政策對待才是，大陸配偶只有在與東南亞配偶比較之下，才會

提出「中國人的離散」概念，來拉近彼此距離，做為一種合理性考量，以及血緣、

文化的流動依歸，除此之外，在單純敘述個人身份與對台灣的認同意識時，中國

人的離散意識是隱而未見的。 

台灣的主權以及做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模糊性，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國際主

權宣示上，充滿了矛盾，當做為「他者」的大陸配偶，想要歸化台灣時，即凸顯

了這種定義的難題（paradox）（趙彥寧，2003），大陸地區人士自然無法比照東

南亞的外籍配偶，只將其視為「一般外籍人士」，於是「特殊」身份的定義下，

便以「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執行，居留的取得上需要八年，不像

東南亞籍的三年，因此成為大陸配偶對台灣政策的最大不認同。 

當初來台知道的法令，卻因為不斷的修改，演變成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因為

已經進入婚姻的環節中，無法放棄與脫離，大陸配偶們只能委屈自己在法令政策

下變成被犧牲的人，而對於一再被政治牽連的標籤也只能默默接受。 

我們結婚的時候並不瞭解法令的具體規定，這幾年來法令不斷的修改，我們

也不清楚修訂的過程與結果，也很無奈的去接受社會大眾對我們的負面看

法，好像是我們觸及到國家安全，好像我們是台灣的罪人，好像我是要來賺

錢的。大陸新娘和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訪談102） 

在 2003年 9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曾提出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大陸配

偶來台取得身份證的時間延長至十一年，引起許多大陸配偶的不滿，走上街頭抗

爭，之後的訪談中，每每聊到這個抗議活動時，政治似乎是她們將居留延長的一

個連接符碼，也有配偶直接表明自己和政治無關的言論，好像來台的政策決定，

已經成為一種泛政治化的討論角度，人權的意義、自我家庭生活、以及個人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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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感，都隨著政治影響著政策，而連帶變動。 

訪談 103甚至把身份居留問題直接與「政黨政治」畫上等號，認為都是民進

黨的錯，因為他們怕讓大陸配偶取得身份之後，會把票投給國民黨，讓他們無法

執政，所以才制訂這麼嚴格，「政府如果把我們視為外國人，就應該讓我們等同

印尼、東南亞的人四年拿身份證，現在又還沒統一，而且我們的飛機是飛桃園的，

是不是應該比照越南、印尼的人，否則是自相矛盾嘛，就像約談 30，如果是真結

婚，是不是應該四年給她身份證」?某些 31大陸配偶似乎已經刻板的將「國、親」

是幫助大陸配偶，而「民、台」是排斥大陸配偶的，做了絕對的兩極化區分，大

陸配偶透過外界訊息清晰而單純的將某些政策連接到特定的人物，政黨或意識

上，忽略背後龐大政治國家體系的運作思維。 

在抗議現場中使用的自我宣稱名詞，也成了不同形象的代表：「即使你不認

同台灣，也不能在公開的場合說啊、在電視上一定要說我愛台灣，就算是中共的

飛彈打過來我也會站在台灣人的立場」，這種說法讓我聯想到之前和 101的訪談

中，聊到宣稱「台灣媳婦」與「大陸新娘」的差異，她覺得在爭取某些權益時，

要以台灣人自居，否則不會被台灣人認同，但是在自我對外宣稱時，一定會說自

己是大陸人，因為她們不想當台灣人，甚至覺得身為大陸人若不承認是大陸人的

話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先歧視自己，似乎把「大陸人」的身份當作一種「反

歧視的宣稱」，認為只有自己能夠正名的稱呼自己是「大陸人」的同時，才能夠

算是獲得尊嚴，若是屈服於外在社會、人際之下就宣稱自己是「台灣人」就像是 

 

30  2003年9月份開始，大陸配偶入境台灣需在中正機場進行面訪，以防止假結婚入境台

灣，但是在面訪過程中所詢問的個人隱私問題，以及只針對大陸配偶進行面訪的規

定，卻引起更多配偶的不滿。 

31  最深刻的例子是參與中正紀念堂的「920」抗爭活動，當時到場支持聲援的都是泛藍

體系政治人物，而且前一晚眾多媒體中，泛綠政治人物出現許多反對居留的言論，使

得當天在現場的大陸配偶對於泛綠體系的人物非常排斥，加上泛藍主張的兩岸之間互

動的訴求，較符合大陸配偶的期望，因此大陸配偶普遍有較傾向泛藍體系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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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軟弱、背叛的行為，是忘本的作法，為了拉近自我與台灣的距離，並爭取平

權，使用「台灣媳婦」、「台灣之子」口號，卻只有讓自己又陷入另一種國族意識

型態（趙彥寧，2002）。 

在觀察整個 920的抗爭活動後，發現這次的遊行沒有清楚的組織，不同的單

位，如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兩岸公園、還有零星的個人群體，無法做有效

的整合，許多人也都不明白流程，以及該有什麼表現和行動，只有呆呆的站立、

走動，許多人後來都走了，甚至開起聯誼會，彿彷是來交朋友似的，不過在場的

台灣男性配偶反而比大陸女性配偶極積許多，看到現場有多位妻子沒來而自己前

來的台灣配偶，在抗爭會場中不論熟識與否，大陸配偶見面時最常吐的苦水就是

台灣人多瞧不起她們，要不就是台灣多不好，不能工作、不能拿身份，在大陸多

好多好，訪談 102算是比較能夠看得開的一位，她覺得這些抗議都於事無補，不

如調整自己的心態來適應。 

 

第六節  配偶、證件建構大陸配偶對台灣的認同 

 大陸配偶對於台灣的身份認同要素是隨著另一半而定，透過對另一半的認同

連結到對土地、自我的認同（趙彥寧，2003），大陸配偶在遷移的過程中產生對

地域不同的認同轉化，也因為另一半身份的關係，改變自己對於自我身份的看

法，尤其是習慣一個地方的生活之後，認同的情感就會產生，這個現象從大陸配

偶取得居留證，有工作之後的轉變特別明顯。大陸配偶會將在台灣組成的家庭視

做自己的歸屬地，透過家庭、另一半的連接，對台灣產生認同的情感。 

本段先從家庭、配偶、社會等外在環境與自我認同的連結，再從工作、身份

證的取得，分析來台時間不同，對台灣的認同意識轉變，從制度面和個人心理面

做一綜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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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家的包容與限度 

在語言的指涉之外，每當問到大陸女性配偶對台灣的認同問題時，她們最常

運用的論述方式是透過另一半的連結來表述對台灣的認同，以取代她們無法工

作，及居留、身份取得時間過長的不滿情緒。 

說實話，我覺得要來台灣，要嫁他就要融入這個社會、入鄉隨俗，我來台灣

感受到台灣的溫情，第一個是老公、然後婆婆、公公、小叔小姑，他們對我

只有一個字：好，我沒有很多要求，只要平平淡淡的過一輩子，愛我的家人，

愛台灣。鄰居或朋友看不起大陸人，那是他們的想法，最主要的是你自己，

對一個女人來說，我先生，我婆婆，我家人都沒有看不起我，至少讓我覺得

不能工作也不會被他們排斥或瞧不起。（訪談103） 

在一次私下聚會中，幾位女性配偶聊到周遭的人總是瞧不起大陸人的問題，

103 跟在場的其他人說：「只要我老公瞧得起我就好了，其他人算什麼，我因為

婆家對我很好，所以我蠻喜歡台灣人的」，先生的支持成為在場配偶的一致認定，

只是這樣的心理態度，在面對社會輿論的流傳下，心中仍潛藏許多無奈，而且得

臣服台灣的父權體系，不過結婚的因素成為是否願意改變個人心理，認同居住地

方的重要因素，因為必須在台灣這個地方生活，使得她們願意改變自己的心態去

接納這裡。 

訪談 103就覺得結婚是讓她改變自己去適應一個地方的原動力，像她非常討

厭香港，因為香港人會刻板的認定大陸人很窮，稱她們是大陸乞丐，言語間就瞧

不起大陸人，但是如果今天她嫁到香港的話，她一樣會努力的去克服這些外在歧

視，去融入、認同那裡，如果只是路過的話，她絕對不要待在那個地方，就像她

的老家是在大陸南方的福建廈門，如果她跟隨先生至北京的話，還是得去適應北

京的乾燥環境，這種心理的接納與調適狀態，建立於夫妻之間彼此的愛情，並不

是刻意的選擇何種社會環境下的人來談戀愛，而是因為愛情讓她願意去努力接納

和改變不同環境，做為傳統社會價值，認為女性是弱勢的角色下，跟隨先生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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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新環境、認同移居地，是她認為理所當然的理由，所以夫家的態度成為她能否

自我解讀與安慰的最大趨力。 

自由戀愛來台者，似乎都會強調「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句話，覺得竟然

跟了老公，就要為老公和小孩認同這個地方，但是當主體跳脫出來，從個人身份

角度思考，往往會聽到她們無法認同台灣的言詞，大陸配偶的認同似乎存在著某

些矛盾的情感、意識，這是與介紹來台者不同的地方，後者的不認同是一體的，

不會因為論述對象的不同而有兩種差異的認同存在。 

二、工作證 32、身份證的包容與限制 

在訪談中，工作與認同成為一大連結，因為人的存在是由他人的評價與指涉

而來，大陸配偶認為，在工作成就中，不僅可讓她們成為有意義的生產者，能轉

換自我價值、提升個人意義，更可轉折其對身份的注意力，不再聚焦於私領域的

太太、母親角色，而能拓展自我於公領域的工作場所，空間的相互交換，形成多

元角色及社會性，如此才能彌補她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歧視的苦悶，透過社會性

的成就，來肯定身份差異上的不滿，受限於學歷不被承認，以及來台後在未取得

工作證前，為了貼補家用只能選擇一些低階層性的工作，像是洗碗、清潔工、保

姆、秘書等私下進行，與來台前在大陸從事的工作地位差距甚大，也影響對台灣

的不認同。 

工作使自我在經濟上獨立，是大陸配偶來台後一個很強烈的願望，因受限政

策法令必須要拿到居留後才能工作，經濟生活必須全部仰賴先生的提供，自我內

心感受非常無奈，訪談 101 就覺得： 

 
32  2004年3月以前適用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舊制中，大陸配偶來台取得居留權後可領

有居留證，得在台工作，免申請工作證，若台灣配偶是殘障人士、低收入戶、或年

滿65歲以上者，則大陸配偶可在來台二年，進入團聚期後申請工作證，在台工作，

而 3 月以後的新制，則是在來台二年後，進入依親居留期可檢附六種證件之一，申

請工作許可證，請參閱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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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以後，自己經濟上可以自主，不用再靠老公，不然以前都花老公的錢，

這種感覺很不好，因為以前我們在那邊也都是有工作，有自己的收入，突然

變成什麼都要看老公，如果今天想要買個什麼小東西或是去逛街的話，也不

能花自己的錢，這樣生活實在不快樂，我有工作以後，就可以花自己的錢，

要買什麼都是我可以自己決定。 

有工作以後，大陸配偶能將自我的生活重心從中抽離出來，轉投入至工作，

對於減輕家中的負擔，不僅心情上較愉快，也能減少夫妻之間的爭執，此外，因

為獲得社會對自我能力的認同，也能增加大陸配偶對自我的肯定，增加對家庭、

社會整體的正向看法：「工作讓我生活有目標，有目標以後可以減少家裡爭吵，

不然不能工作，在家裡實在悶，就常會和先生吵架，久了真的會影響感情，也沒

有任何成就感，會和社會脫節，自己也會愈來愈沒有信心，這種感覺很差。」（訪

談101） 

有了工作不僅在經濟上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擔，因為獲得社會對自我能力的認

同，心情較愉悅，避免家庭不必要的爭吵，訪談102也有同樣看法，認為大陸配

偶會被人看不起就是因為經濟上不能獨立，需要依賴老公而造成，這與台灣人傳

統中對大陸配偶是來淘金的形象吻合，但正因不想落入這樣的形象觀念中，讓她

們極欲擺脫經濟依賴的事實，希望能夠透過擁有工作達到經濟自主的能力，所以

構成她們對工作權的渴望，並將工作與認同連接。 

不能工作，每天在家就是把小孩照顧好，把家整理好，不然就是去上課學東

西，看看書，如果人家問我會不會後悔來台灣，我當然後悔，因為不能工作，

很多事都沒辦法自己做，只能依靠老公，當初我是接受這個人、他也是接受

我才嫁過來的，但是來這裡後沒有工作，只能看老公的臉色，也沒有辦法獲

得成就感，心裡很無力，不能獨立生活，也會覺得被別人看不起的感覺，所

以我覺得不能限制我要工作，因為要不要工作應該是由我來決定的，不是因

為你們的限制讓我不能工作。（訪談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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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拿到工作證，可以明正言順的尋找工作，但是對大陸配偶來說，身份證

的證明才是認定你是具有「台灣人」身份的象徵： 

像我要去找工作，結果人家說大陸人不能做這個工作，我就很生氣要去告勞

工局啊，然後他們說，這個工作有關台灣人民的一些重要因素，所以大陸人

不適任這個工作，其實大陸人沒有身份證真的差很多，像你來應徵工作，我

就每天操你，你也不能去告我啊，因為你沒有身份證，就會被人家欺負，就

算是被人家當狗對待，也不能告他，所以就算有了工作權，沒有身份證也是

差很多。（訪談105） 

 沒有工作另一個恐懼的心理因素是怕與社會脫節，雖然身處於台灣社會中，

但是缺乏人際互動的場合，以及接受人際資訊，造成大陸配偶在心態上的恐慌，

訪談 20233想要工作的原因，是因為她來台半年沒有工作，明顯覺得自己與社會

脫節，表達能力也退化許多，倘若能投身職場，可更快速的融入此地社會，並且

在工作上獲得的成就以及能力表現，是大陸配偶渴望獲得的自我價值。此外，內

心建構出的社會歧視感，也是促使她們尋找工作的動力：「當你沒有工作、一無

所有的時候，就會沒有自信，心裡會有自卑感，會覺得別人都看我不起，因為我

自己先看我不起，但是有工作，別人都認同我被人家肯定的時候，就有自信不會

自卑，不會覺得被看不起，我可以否定別人，而不會被別人否定。」（訪談30534） 

對於身份證的意義，大陸配偶覺得這是一個身份的象徵，代表了個人在空間

中的主權行使，有了這張證件以後，保障在就業上的權利，家庭的地位，以及社

會的位階，學歷也會被認可，比起其他的社會活動，協助機構有實質意義。 

 
33 受訪202是重慶人，來台前曾在北京擔任過汽車業務員、百貨專櫃小姐，認識先生之

後，便至先生在廣東投資的咖啡店工作，這些工作經驗，讓她生活很充實並享受優渥

的生活，尤其是從事業務員的工作期間，因為銷售能力佳，不僅在工作成就與自我經

濟表現上，都讓人刮目相看，相對於到台灣後沒有工作的落差，使她心裡非常的失落。 
34 訪談305目前在台灣從事按摩業，在大陸的時候有從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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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拿身份證，我覺得拿了身份證才被認同，一來是因為有工作保障，二來

是好像代表你就是這邊的人了，有了一個正式的身份，不像以前一樣，只是

拿工作證，或是完全沒有證件，就覺得不被人接納，一張社會認同的身分證，

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比起一堆有的沒的婦女團體關懷，生活學習成長營，

效果絕對大不相同。（訪談101） 

訪談 103 認為還未拿到台灣身份證之前，她還是一個中國人，身份證件的取

得與否，成為一個人轉化自我國族角色的連接，有台灣的身份證，才是和台灣的

地域融合，才有被接納的感覺，訪談 104 也有這樣的感受，雖然對台灣熟悉，但

是只有取得工作證，還是不能容於這個社會，因為自己跟周遭的媽媽不同，學歷

不承認，不能找好的工作、社會一樣不接納，影響到自信心的建立，從她去捐血

的經驗，來分析身份證和台灣身份認同的情感關聯。 

訪談 104在拿到台灣的身份證後，決定以捐血盡國民的義務，某日當她看到

捐血車寫著血荒，便高興的上車，拿出身份證輸入資料時，工作人員發現有異，

資料一直無法輸進電腦，她便解釋說，她之前是大陸籍，才剛拿到台灣的身份證，

工作人員看一下她的身份證，便說：「嗯，9開頭的身份證的確很少，而且大陸

人要在台灣住滿三年，才可以捐血」，由於她只住了二年多，所以不能捐，再加

上對於身份證的數字規則，以 9做為大陸配偶的身份代號，當拿到身份證的那一

刻起，無疑被再度貼上標籤，於是她非常感慨，覺得在沒有身份證件之前，為了

爭取花了多少心力，等到真正拿到後，還是依然存在許多政策限定，就連身份證

的密碼排序也和台灣人區分開來，油然而升「我究竟算是哪裡人」的感概，雖然

心中有這種無奈的感受，但是擁有身份證仍有助於她們在對外自我宣稱時建立自

信，外在社會不全然會改變觀念接受她們，可是在她們的心中，卻逐漸的認同台

灣。  

從身分證來看，我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和先生結婚快九年來，我早已經

熟悉寶島這塊土地，熟悉了這裡的風土人情，這裡的生活習慣，了解這裡大

大小小的各類社會事件，甚至閉上眼睛，也能猜得出電視上是那些政治人物



 125

在高談闊論，可是，如今我雖然已拿到了台灣的身分證，確確實實是這塊土

地上的人，但卻在一開始拿這身分證時，就被打上了標籤，就已注定與土生

土長的台灣人就是不同，想想看，儘管知道我已拿到了台灣的身分證，我的

鄰居跟我講話談論時事時，還總是口口聲聲的說，你們大陸如何如何的，我

的心在這塊土地上，依然像一個浮萍一樣，我好多的觀念與週遭的人們有著

很大的不同，而這塊土地也並沒有從心底接納我。（訪談104） 

這個不愉快經驗，從身份證資料輸不進去，到小姐的質疑，以及在台灣居住

滿三年後才可以捐血的規定，她覺得她受到排斥，她也說去辦身份證的時候，小

姐還很驚訝的說，原來你們大陸還有三個字的名字，她覺得台灣太多人還是對大

陸人的印象停留在那種鄉下人的感覺，然後用一種高姿態，或是比較偏見的角度

來審視她們，會造成她們對台灣人的不滿和不接受，間接的也影響到她們在對外

自我指涉身份認同時，仍舊以大陸人的身份自居，而就算拿到了身份證，在自我

內心覺得是台灣的一份子時，任何一個小事件，遭受到外界質疑時，就會產生對

自我身份認同的游離不定，由此看來，身份證是讓大陸配偶轉化對台灣認同的方

式，卻也會因為外在社會的態度，而無法抹去心中不被認同的想法。 

三、認同沒有絕對性 

在取得工作證、身份證之後，可以完全自我掌控選擇工作、生活的權力，不

用再被政策所限定，所以大陸配偶覺得階段的不同，真的是影響認同的一大關

鍵，而最大的轉捩點就在於居留的階段，訪談 101就說：「來台灣的階段不同對

台灣認同會有差異，像過去沒有工作的時候不會認同這邊，因為整天就是在家

裡，很無聊，但是現在有工作，就像是處在「外圍」的境界一樣，已經比較認同

這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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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的認同，從決定來台灣的時刻就有所體認，只是內心的想法很難為外人

道： 

很多人都會覺得我們不認同台灣，其實這是心態的問題，其實我們都已經過

來了，就是要來接受，慢慢適應這裡，不然就不會過來，直接就回大陸生活

去了，所以別人問我愛不愛台灣、認不認同，我都覺得那些都是心態問題，

反正我自己心裡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可以了，也不管其他人到底怎麼看我

（訪談105） 

雖然有時會將來台灣的生活痛苦建立在先生的過錯上，但是大陸配偶在面對

現實環境後，仍調整自我心態去適應接納，先生也會站在支持的角度上鼓勵她們

走出家庭，建立自我的認同感： 

我跟我先生說，沒有你我不會在這邊啊，可是沒有我你還是要工作，因為你

有事業心啊，我的個性比較強勢，比較喜歡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可是我覺

得我在台灣都要跟在人家後面，沒有自己可以拿主見的東西，每個人都想要

提升個人價值，還是要有外在成就嘛，所以我先生很支持我跟外面的人接

觸，因為整天關在家裡，都盯在我先生身邊，視野也變得狹隘，他煩我也煩。

（訪談306） 

自我的改變也是大陸配偶來台後，面對不友善環境下的自我生存方式，惟有

透過自我內心的建設轉化，從個性的改變，逐漸對自我產生認同的態度，而將這

樣的轉變認同，歸究於外在社會的影響，從而減少對台灣環境的不滿： 

第一年來這邊生活是最不能適應的一年，覺得現在的我比以前更加堅強。剛

來的時候又不能工作，每天關在家裡，就好像自閉症那種患者，很憂鬱。每

天就想說吵架，然後就回大陸。經過這五年走過來，不會後悔。因為沒有這

樣，我可能現在還是像在大陸一樣，很嬌氣，在家裡當公主。現在可以講說

是刀槍不入吧！沒有什麼可以打的倒。（訪談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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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大陸配偶在來台後，個性、心態、思考模式，以及面對生活挫折

上，都比起在大陸時堅強許多，這樣的轉變來自於對台灣的適應與接納，也是對

自我和家庭的認同後，所做的奉獻與改變，可看出大陸配偶對於自我轉變的認同

態度，這樣的潛移默化往往是在長時間下顯現，認同情感則是隱而不顯的存在於

個人自我內心中。 

當我在大陸時我會稱我是大陸人，因為台灣人在大陸普遍還是受到歡迎和尊

敬的，畢竟國力比較強，人均收入高，人家會把你和有錢畫上等號，我和老

公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我們想說就和當地人一樣就好啦，所以我們

都說我們是大陸人，但是心理上已經認同台灣的身份了，畢竟在台灣的時間

久了，也習慣了這裡的生活了。（訪談104） 

訪談104在自我的意識概念中，已逐漸將自我的身份指稱以台灣人為主，但

考量到大陸的社會狀況，使得她和先生在大陸對外宣稱時，還是運用大陸人的身

份，可是心中已默然認同於台灣的身份，因此，時間的長久成了習慣與認同一個

地方的重要因素，大陸配偶們的身份認同意識，也在時間的流動中，逐漸對台灣

產生正面的認同和接受，也因此瞭解認同是沒有絕對性的，會藉由外在和內在心

理的交錯影響，以及時間因素產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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