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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從整個訪談與資料分析中可得知，在台灣的兩岸婚姻，存在著多種複雜的結

合型態，這些不同的認識、結婚過程，影響之後在婚姻中的幸福與對彼此的瞭解，

來台之前對台灣的想像與接觸，也造成配偶們對台灣的期待，但是當來台之後的

適應與之前的想像差距過大時，很難產生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情感，我們也

看到大陸女性配偶身份指稱不斷的被媒體、人際和社會等建構，二元對立的情結

成為一種撕裂認同情感的來源，外籍東南亞配偶與大陸配偶的政策差異，會引起

大陸配偶的自我離散意識，各個不同階段，如工作、居留、身份證取得後的認同

轉變，在這些資料中都可以發現。 

從整體訪談，與田野觀察中看到，來台時間的長短，與結婚形式是影響認不

認同台灣身份及「台灣」整體的重要因素，以來台時間的因素來看，進入到第六

年居留階段，可以領取工作證之後，常是大陸配偶真正認同台灣的開始。 

在工作之前可能因為生活適應、工作、及人際頓失社會性支持等關係，使得

大多數的大陸配偶在這一階段較排斥台灣的生活，也因為對於原鄉的思念，和生

活型態尚未更改，造成許多大陸配偶會具有相互評比的態度來看待週遭環境，當

具有相似情況時，大陸配偶的認同度就高，但是與原鄉的事物具有差異時，往往

會以原鄉的好取代台灣的條件，來否定台灣的事物，也不會有認同的產生。 

另一個與認同產生連結的是想像因素，大陸配偶在來台之前若對台灣存有較

高的期待與想像時，在面臨到真正的台灣環境與想像之間的落差，會造成一種排

斥感，但是現實若是比想像預期來的好，認同的態度就會非常明顯，台灣的民主

制度就是大陸配偶最為認同的部份，而家事分工、女男不平等的傳統觀念則是大

陸配偶最無法認同的地方，以下就針對本研究做總結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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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陸配偶整體認同意識總結 

一、外在社會與個人意識綜合論述 

(一)認識管道的多元性構成對台灣的想像和期待差異 

 在結婚的型態中，大陸配偶以自由戀愛與未經戀愛、接觸便嫁來台，成為兩

個明顯特質差異的群體，在選擇對象過程中，自由戀愛者因為之前有交往期，所

以對於自我本身和另一半，在語言、個性、文化上至少都有基礎的認識與瞭解，

會去適應和評估雙方的能力之後再決定是否結婚，也因為對象的選擇上具有較大

的彈性，情感成了主要的考量，而不是語言、文化的考量，但是仲介、介紹者，

卻因為害怕或擔心本身和另一方的溝通，或是自我的適應問題，會選擇較能快速

融入與適應的新環境做為遠嫁地，所以台灣在具備同文同種的語言、文化優勢

時，就成了仲介業者以及大陸配偶的優先考量。 

 此外，在台灣配偶方面，民國 38年由大陸來台的榮民，在開放大陸探親之

後，因為家鄉還有親朋存在，在回鄉探親時也因此拉近了人際間的距離，榮民或

是外省後代，因為對大陸仍存有「鄉愁」之感，所以在對象選擇上也會因為對家

鄉的思念，或是「鄉愁」的記憶，而增加其選擇同文同種的大陸配偶。 

 從趙彥寧（2002）的研究中發現，是否經歷過文革成為影響大陸配偶是否對

台灣認同的重要因素，經歷過文革者，仍是存有「台灣是大陸的一部份」，加上

文革造成的經濟困境，使得這些五十歲以上的大陸配偶，對於台灣經濟因素存有

比較大的想像空間，經由當時台灣榮民探親造成的深刻印象，而將台灣與「有錢」

連結在一起。 

兩岸之間的交流複雜，構成不同年齡階層有不同的婚姻形式，兩岸因為過去

的歷史關係，以及全球化經濟流動造成目前的經濟交流，加以網路發展，使得兩

岸人民在認識型態上存有人際介紹、仲介、網路交友、派駐大陸工作、留學認識

等六種主要管道，年齡階層的不同，影響其選擇何種管道，年紀在 40歲上者，

以人際介紹、仲介為主，40 歲以下者，自由戀愛的比例增加，科技使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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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認識者多，配偶的家庭形式、個人特質多元，不再停留於過去的勞工，或經

濟底層者，白領、高薪、具有專業性工作的社經高層增多，打破過去對兩岸婚姻

者的負面刻板印象。 

(二)遷移由多面向交錯糾結而成 

 大陸配偶的遷移受到多面向影響，對台灣的美好想像，與人際之間的交流是

最大的影響因素，除了傳統賦予人的經濟想像概念外，年輕配偶更透過小說、網

路媒體等使用，增加她/他們在社會、文化、男性形象、女性形象，以及都市建

設上的想像，經由想像構成對台灣遷移的主要動力。 

此外，遷移也會因為在大陸的認識管道、經濟壓力、個人理想以及外在社會

壓力，決定是否移動，受到政策的影響，大陸配偶來台不能工作，而傳統父權觀

念思想下，男性需承擔家計，女性以先生、家庭為依附的思考，使得大陸配偶遷

移來台的性別上，以女性為主。 

對台灣的訊息獲得，經由電視使用、家鄉人際傳遞等，因為資訊的封閉與取

得困難，增加大陸配偶對台灣遷移的動力，透過人際連結成為一個連鎖移民的形

式，大陸與台灣在人種、血緣、語言、文化的相容性高，轉換差異小使台灣成為

大陸配偶的首要選擇，來台的每位配偶也在心中存有美好想像。 

(三)預期來台的美好與真實形成強大落差會影響認同形塑 

對台灣的想像和真實體驗，如果相符的話，會增加大陸配偶的認同感，進而

由生活細節擴展到對台灣整體的認同，例如台北城市的繁榮、大眾交通系統便

利、百貨公司多，這些事項與她們來台前的想像符合的話，在認同程度上就會提

高，透過生活鎖事與細節的想像和真實體驗，吻合度愈高或是超越預期的話，會

讓大陸配偶有愉快的心情接納台灣本地的事物，增加接受其他不愉快的事物，但

若是差距過大，則會造成大陸配偶對家鄉的思念與鄉愁情緒。 

不同的認識管道對於想像的形塑有很大的差異，愈能夠在婚前清楚知道實際

狀況的人，在婚後的適應忍耐上都大於過度想像者，心態的建設和調適也牽連到

之後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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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遷移對女性權力意識改變，經由身份差異連結到家庭認同轉變 

 大陸配偶在來台之前，家事分工男女平等的概念，在遷移來台後，面對家事

由女性承擔的家庭權力變化，影響到個人對家庭的認同，以及夫妻間權力角色的

認同態度，面對台灣家庭在父權制度下的女性權力，大陸女性配偶呈現反抗性，

對於父權體系的壓抑，使大陸配偶與家庭之間的關係產生衝突，減少個人自由發

展，從事個人活動的權力。 

雖然性別工作與態度的不平等，大陸配偶只有不斷調適自我心態來接受台灣

家庭制度，增加家庭中的和諧，以及滿足社會的評價，遷移流動帶給大陸配偶的，

是與自我想像不同的性別權力失衡，與自我期待不合的結果，降低大陸配偶在台

灣家庭中的滿意與認同。 

(五)同族群的想像認同經由人際、媒體與意見氛圍產生 

媒體對於大陸配偶負面議題建構的強大性，不僅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大陸配偶

的認知，也對大陸配偶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媒體是讓人對外在世界認識與瞭解

的管道之一，大陸配偶在台灣社會中，透過媒體的觀看和使用，會經由報導內容

而產生「與我同類」的想像，從媒體對家暴、識字、賣淫、逃婚、騙錢這些報導

內容，建構出「大陸妹」的負面形象，來與自我身份做差異比對，在心中反而凝

聚出想像群族的認同。 

從訪談中可發現，大陸配偶的社群中，以使用網際網路產生的想像共同體意

識最為強烈，其次是經由電視，或人際交談氛圍而來，為了尋找同社群的人，或

是建構出相同的族群意識，大陸配偶會經由結交同樣來自大陸的朋友，做為自我

群體意識的增強，整個想像共同體的表現上，大陸配偶存有想像的群體意識，是

以「大中國」的觀念出發，但是面對負面的指稱時，則會產生「大陸妹」的群體

想像，由其承擔負面不良的形象與訊息，成為二元化的想像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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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指稱差異造成大陸與台灣人民彼此的不認同 

 指稱是構成大陸配偶對台灣社會、人際與周遭生活圈產生觀感的來源，大陸

女性配偶在台灣的生活中，面對「大陸新娘」、「大陸妹」、「陸娘」的指稱，造成

她們在內心的排斥情感，而擴大到對外的社交表現，台灣人民也透過這樣的稱呼

來與之區別，並扣上負面的形象與標記，都促使大陸女性配偶覺得被區分、歧視

與排斥，遂有不認同台灣的意識。 

 這些負面性指稱強加於遷移者身上，尤其是大陸女性配偶，顯現出台灣社會

在男性權力主宰的框架之下，經由媒體、社會環境建構出對弱勢女性的負面指

稱，區分彼此的結果，是使台灣社會更加的二元對立，無助於群體之間的融合與

交流，也讓大陸配偶對台灣社會、人民無法產生認同情感。 

(七)身份認同的無奈感，口音是造成認同矛盾的來源 

 大陸配偶在遷移來台灣，生活形態、語言的學習和適應，造成生理特徵的改

變後，在個人的國家身份認同上產生歧異的狀態，在台灣沒有管道可被接納或進

入人際圈，被稱為「大陸人」，回到大陸之後又被視為是「台灣人」，由於口音和

日常生活習性的改變，缺乏外在人際認同的情況下，產生了失根與飄泊的無奈感。 

 地域的認同上，大陸配偶在台灣的認同情感與家庭認同、以及平日生活會產

生連結，家庭認同愈強，日常生活適應愈好，會將這種認同情感轉移至台灣地域

的認同上，但是以「大中國」思想產生的認同意識，構成大陸配偶在遷移後的矛

盾認同，顯示出國家政治意識對於個人認同，仍有潛在的影響性。 

(八)各種階段造成不同程度的認同態度，語言、工作、證件是改變認同的方式 

兩岸婚姻的多種型態，難以果斷性區分影響認同的因素，從來台時間的長

短、工作與身份證的取得，以及福佬語言的操弄、口音的接納，增加大陸配偶對

台灣的認同來看，這些必要的證件與資格是改變認同的關鍵，在取得工作證、居

留證，能夠赴外工作時，建立與外在聯繫管道，提升自我成就與價值，成為大陸

配偶培養自信心，間接產生自我認同方式，權力的限制是一種區別的手段，當遷

移者能夠取得必要的資源時，也表示當地的政府和地域的接納態度。 



 133

「國籍」仍是一個人將自我與身份做連結的重要象徵，即使今天許多的大陸

配偶為了拿身份證而不得不放棄中國身份，也都包含經濟的思考角度，在工作、

經濟的前題之下，國籍身份自然就不是某些大陸配偶的象徵要素，但是對於經濟

無憂，以自由戀愛來台的大陸配偶來說，國籍身份就是一個和原鄉做為連結，以

及和家鄉人民認同的重要要素。 

在整個國家政策的論述中，將大陸配偶視為政治上的角色，而忽略其身為人

的權利與義務，將傳統的政治體系概念移植至人民的權利限制上，因此當我們在

檢視大陸配偶對於台灣的不認同時，應該要從鉅觀的社會文化、國家，以及微觀

的生活環境來檢視，才能明瞭大陸配偶在其中產生的不滿來源，以及構成她們轉

變認同的要素為何。 

(九)政策的差異，引起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的壁壘分明，自我的認同在離開原

鄉，受到他鄉的多重刺激下，顯現飄泊離散的種族認同情感 

中國的集體認同在五四之後由文化主義轉變成民族主義，即以民族與國家的

結合來做為中國人民的認同訴求，而非由文化上著手，因此大陸配偶在對認同的

意識上以「台灣為大陸的國土」做為其國家的論述形式，而透過國家與民族的結

合，台灣人自然便成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大陸配偶對於自我的身份論述仍以「我

是大陸人」居多。 

以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來指稱身份時，會將台灣視為中國之一省，但當談論

到工作法令、身份取得的政策時，大陸配偶此時卻會以文化離散的角度出發來做

論述，這種闡釋指涉的是以文化為出發的認同性，大陸配偶會以「台灣媳婦」、「台

灣人」自稱來獲取法令政策上的認同，因此大陸配偶的身份指稱會因為時間、地

點、對象、事物、利益的不同而選擇運用指涉的名稱，但是由觀察發現，其核心

論述的身份意識仍以「大陸人」為主。 

由於政策的差異，造成大陸配偶與外籍東南亞配偶間壁壘分明，完全沒有互

動往來，只有在與東南亞籍配偶做身份上的區分，以及面對台灣政府爭取身份、

權益時，大陸配偶才有中國人的離散宣稱，會以血緣、文化、和歷史角度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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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出其與台灣相同，而東南亞配偶才是外籍的意識。 

 (十)都會區的景象差異，台北做為理想差異的自我解讀與環境認同 

過去的大陸配偶研究中，以金門、台中、彰化等離島、中南部地區為多（徐

源生，2003；簡孟嫻，2003），本研究擇定以全台最多大陸配偶人數的台北縣市

為研究 35，發現在都會區中的大陸配偶，會因為居住於首善之都，而產生對環境

的認同情感，與居住於中、南、東部的大陸配偶相比較之後，做為一種心理上的

滿足。 

 由於在大陸時候對台灣的美好想像，來台之後雖然破滅，但大陸配偶以「居

住在台灣的首善之都—台北」，做為和那些遠嫁至中、南部鄉村的大陸配偶對比，

成為撫慰心中失落與難過的無聲理由，以現居地做為比較後的滿足感，是居住在

台北縣市的大陸配偶獨有的特色，這是過去大陸配偶研究中未曾發現的現象。 

 在台北都會的大陸配偶，觀念意識上較為自主，日常生活除家庭外，會尋找

外部資源、學習或交友，具有擺脫男性父權的思想觀點，個人的服裝打扮較為流

行時髦，因為台北都會的便捷性，使大陸配偶有更多的移動能力，接收較多的資

訊，不過經濟上的負擔增加，讓都會區的大陸配偶相對感到經濟沉重，人際之間

的交流薄弱，往來互動不如非都會區頻繁，缺乏相處的機會和管道，是她/他們

認為都會區人情較冷淡的原因。 

二、大陸配偶與其他外籍配偶的異同性 

台灣在工業化之後，由過往的資本輸入，進到資本輸出，造成國人婚姻「配

偶」輸入的歷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似，正如同國外的「郵購新娘」一般，在

台灣轉化成仲介的方式進行，這些做為輸入的「配偶」，不論是東南亞、大陸、

甚至是東歐等國，共同的特徵都是處於經濟力較低的層級之中，為了取得較優勢 
35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外籍新娘搶走台灣女市場，高縣女議員：不准我兒子娶老

外〉，外籍新娘至91年底，在台北縣有12440人，人數上居於全台之冠，台北市則有

6537人，資料來源http://www.ettoday.com.tw/2003/02/25/301-1417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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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經濟地位，以「上嫁」的方式，找尋較高階經濟與社會的人民，做為婚

配的對象，也因此，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在改變個人經濟、社會地位的思考點上，

是相同的特質。 

台灣配偶在迎娶外籍女性配偶，尤其是較低度發展國家的女性，仍是以投資

的觀念態度為出發點，造成這些外籍女性來台後，都感受到在家事、女性權力、

社會的不公平態度，而做為女性角色的低發展國家配偶，都存有自我犧牲、為原

生家庭、與自我子女付出的情感意識，母性的情感，造成所有女性配偶在不願割

捨子女關係下，寧願隱忍不公平的家庭生活與衝突，甚至是暴力的威脅。 

雖然大陸配偶與其他外籍配偶具有上述的共同特徵，但是文化相近性，以及

語言相通，使得大陸配偶在台灣能夠快速的融入社會，這是其他東南亞、東歐等

非華人體系的配偶所沒有辦法達成的，卻也因為兩岸特殊的政治關係，以及長期

的分裂統治，對立的意識存在於中國、台灣的人民之中，影響到法規政策的制訂

過程、限制條件，這是其他外籍配偶不需面臨的困擾，而這樣的特殊法規，也構

成大陸配偶的反抗意識，以及畫分自我與其他外籍配偶社群的接觸。 

歷史血緣下的承襲與同源，造成大陸配偶始終將台灣視為其國土，人民的區

分不能以國族做為界限，認同的意識仍以中國意識涵蓋於台灣之上為論述，與其

他國家來台的配偶，能以國族之間的區分做為意識，有所差異，不過，也因為血

緣的相同，使得來台的外籍配偶中，除了少數的華人配偶外，大陸配偶會強調祖

先的同源性。而中國大陸在共產制度下，對於人民遷移、居住、行動、工作的限

制，使得大陸配偶對遷移有更強烈的渴望與期待，這也是在非共產國家的外籍配

偶中，所沒有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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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反思與建議 

一、反身性的建立 

(一)避免與經濟、淘金連接，改變歧視態度 

在台灣對於大陸配偶的指涉，皆以負面性的居多，但是深究來台灣的大陸配

偶中，雖然不乏負面性的案例，可是經由正常管道，為了自我家庭與現實考量而

來台灣的人，卻被相同的論述做了兩極的畫分，造成彼此的對立和不認同，其實，

在全球化流動快速的時代下，台灣的遷移流動人口愈趨多元，兩岸婚姻趨多，人

民和政府都應該用一種正面性的客觀角度，來對待這些移居的人，加上法令的限

制，對大陸配偶缺乏妥善的保障，在台的大陸配偶面臨的是更未知的適應習慣和

生活恐懼，台灣愈來愈多大陸配偶的情況下，改變全民對於多元種族的接納觀

點，以及宣導融合的必然性，才是增加全體彼此認同的方式。 

(二)對大陸配偶在人權、身份上的重視 

台灣與大陸存在著政治上的複雜關係，因此對大陸來台配偶以「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做為政策依據，以國家政治的角度來對人民的權利義務做規範與限制，

造成大陸配偶的人權在諸多法令政策下被限制與抹殺，包含最基本的工作與身

份、居留權，政策的制定篩選應該要從多面向著手，並非用以一概全的手法來限

制所有合法的大陸配偶。 

在研究觀察的期間，政府著手擬定移民署與大陸配偶面審制度，增加了篩選

與主管機關，雖然是另一種輔助手法，但是對於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政策的二套

標準，更易引起不平的心態，在制定政策時應以個人基本的人權做為考量，否則，

對於兩岸愈趨頻繁的流動與婚姻，增加的是更多對於自我身份模糊與不認同的態

度和群體，也造成這些群體在認同上焦慮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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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觀察心得 

每當討論到身份，及工作問題時，就是大陸配偶開始抱怨台灣政府如何不公

平對待她們的開始，每次也都會與外籍東南亞配偶做一比較，其實在訪談接觸過

程中，我發現東南亞的女子在語言、文化的差異性上，更甚於大陸配偶，她們所

具有的生存條件更弱於大陸配偶，而且牽涉到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模糊」關

係，只能制訂一個特別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應對大陸配偶的問題，而外籍

配偶則因為國籍之間的確立，可以引用國籍法施行，這是一個最大的不同，但是

許多的大陸配偶當我在試著解釋這個不同時，她們往往會將政府的不公平與對大

陸的歧視混為一談來論述，她們覺得台灣今天故意這樣刁難她們就是因為台灣看

不起大陸，做為她們一個合理的想像解釋，對於這樣的連結我往往感到很無奈。 

觀察期間，我曾參與大陸配偶在2003年9月20日，為了抗議政府要將大陸

配偶在台居留、取得身份證期限，從原來的八年延長至十二年（表四），而在中

正紀念堂舉行的抗爭活動，整個過程中，弱勢群體為了合理化自我的抗爭意義與

抗爭行為，會透過敘事策略的運用，與藉由媒介的再現，凸顯出他/她們的抗爭

議題，以爭取他人的認同與接受，大陸配偶在爭取居留身份延長的抗爭過程中，

即運用這種方式，透過對自我的指涉，讓「他者」的角色可以被「我者」的台灣

人民認同，所以自稱為「台灣人」，但是其真正的自我意識仍是以「大陸人」的

身份自居，就如同920抗爭前，台聯立委陳建銘在三立新聞台的大話新聞節目

中，與大陸配偶蔣小姐進行對話，蔣小姐因為說了：「台灣女人都很賤，我拿到

身份證後就要移民加拿大」，造成大陸配偶受到一些較激進的份子抗議，於是網

站的台灣配偶希望她們能克制自我情緒，不要指涉太對立的身份與激烈的言論，

這樣才能爭取到媒體的認同，增加能見度，也改變台灣人民對大陸配偶的看法，

增加接納與認同度。 

 台灣配偶主導了抗爭的形式與內容訴求方式，經由符合台灣媒體接受與喜愛

貫用的抗爭模式來進行這次權益爭取活動，所以媒體對大陸配偶的報導，在她們

的想法中，認為負面性大於正面為多，且多非事實，但依然需要透過媒體的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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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宣傳來推動，促使她們的身份被人接受，呈現一種矛盾的心情。 

當我隨著抗爭人士實際到中正紀念堂後，看到大陸配偶只是一直抱怨、互吐

苦水，而台灣配偶拼命的和立委交涉的場面，實在讓人搞不清楚主角是誰，權益

的主體是誰，但是媒體又偏偏喜歡取材小孩、女性大陸配偶，還有老榮民，像我

就正好目睹到某家電視記者為了做SNG連線，一到現場就說：「我們去找老榮民

來拍」，好像是為了符合某種特性而選擇這些體材在作文章，忽略了一些正面的

婚姻對象。因此，在媒體的眼中似乎只有老少配、或是符合邊緣化的婚配才是兩

岸婚姻的典型代表與主軸，其他的角色和訴求重點都被抹殺掉了。 

在現場我看到符合一般人想像的殘疾人士，也有看到老榮民娶年輕的大陸配

偶，也有像兩岸公園網站一樣，高學歷又幸福的家庭，其實能來抗爭的都算是比

較幸運的一群，許多都是老公、小孩一起陪著來的，在我穿梭的情況下，聽到一

些談話，不外是「你是那裡人啊？老公多大？做什麼的？以前在大陸多好多好，

現在在台灣都不能工作，又被人歧視」，要不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拿身份要八年，

現在又要延長到十一年，而東南亞的只要四年，難道我們就不是人嗎？」，我甚

至還聽到一位說「你們台灣人憑什麼瞧不起我們，你們在四十年前還不是和大陸

在一起的，那是因為你們自己打不過，要跑來台灣的，憑什麼看不起我們，現在

大陸這麼發達，說不定二十年後你們就被大陸統治了，還瞧不起我們呢！」，也

有聽到一位接受記者訪問說道「你們為難我就是為難台灣人，這樣對你們有什麼

好處呢？」。 

 在特定集會場所的抗爭訴求，如同訪談者跟我說的，在爭取某些權益時，要

以台灣人自居，否則你不會被台灣人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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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被目前的台灣意識綁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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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配

偶似乎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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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一種軟弱、背叛的行為，是一種忘本的



 139

作法。 

 兩種身份在特定情況與利益之下的選擇和宣稱，成為一種指涉的區分，潛藏

在其中的卻是配偶們生活中的無奈和飄泊感，從這一年中的相處和觀察，發現對

於身份的刻意畫分，只是增強彼此之間的不接納和不認同，不過，對她們來說，

我的角色只是一個學生，突然出現於她們的生活中，無法提供任何具體的幫助，

加上年齡的差距、生活歷練的不同，相處上仍被視為一個無法體認共同遭遇的角

色，獲得不到真正的心情分享或朋友之誼，這是我覺得很遺憾可惜的地方。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 主客觀的限制因素 

大陸配偶是一個需要投入長時間相處與接觸，以及具有相同婚姻、母職經

驗，才能夠獲得信任與細微觀察的研究案例，駐點式的田野觀察，以民族誌的方

式進行，是比較適合的方式，但礙於時間、經費與客觀環境的限制，只能以替代

的方法進行，再加上大陸配偶做為一群移民者，存在著怕違反政策會被遣送的恐

懼，和被人陷害、受騙的心理陰影，尤其是身為女性的配偶，對於母職角色與子

女情感的維繫，皆有賴身份的確立，因此，對於陌生人的接觸，具有強烈的防衛

心，於是在沒有人脈關係做為引線之下，尋找受訪者成為整個研究之中最困難的

一部份，對於和受訪者的信任建立，以及蒐集到的資料深度和廣度，也是研究中

一直深感困擾的地方。 

對於大陸配偶來台的多樣類型，本研究雖然依據不同型態，選取二十二位訪

談者，但是對於社會底層、家暴案例，仍未能有相關的受訪者，是本研究的不足

之處，而對於女性深具的母職情感和犧牲態度，以及子女關係，也是未來研究可

以深入探究的案例與內容，做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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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可從大陸男性配偶或台灣配偶的角度著手 

本研究主要是從大陸配偶自身對於移居過程前，以及遷居來台後，個人自我

產生的認同意識與想像、適應做連結探討，在擇定訪談的對象時，仍舊以女性做

為主軸，並且目前對大陸配偶的研究中也以女性的「大陸新娘」為主，欠缺以男

性為主體的大陸配偶研究，而這樣的性別差異，對個人的認同意識與情感，以及

男性與女性在子女關係上，相信應有極大的差別，所以建議未來可以專門以大陸

男性配偶做為研究主體。 

此外，做為影響大陸配偶甚具關鍵的台灣男性配偶與家人，則未做討論，但

是這部份的意見和論述是相當具有探討價值的，尤其是對於兩岸之間快速增加的

大陸配偶現象，台灣配偶存有的觀點，以及其擇偶態度和之後大陸配偶來台的適

應與認同過程，都是可以去探究的重要議題。 

 (三)大陸與東南亞外籍配偶之間的差異認同 

在台灣這幾年的外來配偶中，以大陸與東南亞的人數最多，但是這兩個群體

呈現的特質差異相當懸殊與明顯，兩個群體之間對台灣的影響又存在著何種不

同的形式，她們之間彼此的看法又為何，存在於人的認同意識中，不只有國族，

更包括自我身份、社會事物、人際情感等，這兩個社群對台灣產生的認同情感

和想像、適應又有什麼不同情況，這些或許是未來研究可以擇定的研究方向，

能夠針對這兩大群體做深入性探討，比對其中的歧異，提供給社會大眾和政府

做為一個接納與考量的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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