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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洲打工度假至今已有相當多的台灣年輕人藉由此簽證前往澳洲，已是現代

台灣年輕世代常見的生活經驗。在全球化的情境之下，本研究認為並非僅是制度開

放此一簡單的過程促成了個人的跨國實踐，而是個人於自身生命中挪用並實踐出

全球化。因此，本研究從現代性的角度出發，深入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個人背景與經

驗，探討澳洲打工度假實踐這樣的跨國行動是如何被述說與實踐在個人的生命敘

事中。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的蓬勃發展與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行動網路科技

的普及降低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門檻，並且日常科技使用的變化也影響了台灣年

輕人建立澳洲打工度假想像的媒介途徑，個人藉由人際網絡中的澳洲打工度假實

踐經驗建立想像。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這樣的跨國實踐的背後有著傳統逐漸

失效的現代性特徵，個人不再被傳統規定生涯目標，生命成為持續與個人歷史對話

做出選擇，不斷變動的液態性過程。而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的重點在於流動，為自身

的生命帶來變動的機會。藉由澳洲打工度假，個人得到異於台灣國內的在澳洲涉及

了經濟、文化、社會及網絡等資本的累積機會，這些積累受旅途中個人身處環境影

響，充足的資本積累為個人的旅程來更自由的選擇空間，甚至更進一步的將資本沿

用，改變打工度假後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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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as a bunch of Taiwan young people traveling to Australia through the working holiday visa. It 

has become common life experience to Taiwan young generations. Globalization not only the policies 

result, but also outcome by local persons practice. That is why this thesis start from modernity and 

deep digging working holiday makers (WHMs) who had been traveled in Australia, personal context 

and practice experience, explaining how the such globalization practice been talk and practice in 

personal lif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 Working makers was empower by technologies 

progress, widespread of mobile network technology also make working holiday practice easier. Also, 

daily use of Technologies also changed the way which construct Australia working holiday imagine. 

Not like earlier WHMs, young WHMs usually construct that by the experience which was provided 

by social network. Australia working holiday as a globalization practice also have a modernity context 

that tradition not such powerful anymore, makes people’s life become an endless selecting process 

which always reflecting backward with personal history, a liquid life. The emphasis of working holiday 

in Australia is it make a chance to change personal life. People acquire fields to accumulate culture, 

economical and social capital which is different with Taiwan, each field provide different capitals to 

accumulate. Abundant capital not only makes journey agency, but also can change the life after 

working holiday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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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大學就學的期間，並沒有特別注意澳洲打工度假這件事情，更是沒有出國

生活一段時間的想法。當時覺得出國與我是非常遙遠的一件事情。到了大三、大四

的時期，週遭開始有學長姐及好友選擇離開台灣前往澳洲打工度假，此時澳洲打工

度假這個件事情似乎漸漸地變的與自己的生活相關，但我對於出國依然沒有太大

的興趣。直到我剛結束兵役之時，我發現我正站在一個身分轉換的位置，必須去選

擇我未來的規劃；在那時各種媒體上充斥著年輕人就業困難、起薪低落的訊息，當

時我對於就業感到不確定，最終我決定要往我有興趣的方向發展。就讀研究所的期

間，澳洲打工度假的訊息並未從我身邊消失，有一些朋友或是當兵所認識的人們相

繼的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似乎越來越多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對於年輕世代遭遇到

的社會困境與跨國移動的選擇激發了我對於台灣年輕人澳洲打工度假這種跨國移

動的研究興趣。 

 

當時許多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討論中環繞在「台勞」面相

的討論，將澳洲打工度假興盛的現象綁上台灣近年來就業勞動市場的困境，如「清

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屠夫」（楊紹華，2012 年 9 月 12 日）1、「澳洲打工族：我

一個禮拜賺 22K，憑什麼要我們回去領 22k？」（李鴻典，2012 年 9 月 17 日）2、

「難忍爛老闆 年輕人大逃亡去當台勞」（鍾禎祥，2012 年 9 月 13 日）3等諸多文

章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視為是面對年輕人面對低薪的應對方式以突顯出台灣的經

濟問題，但同時許多在網路上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認為澳洲打

工度假並不只有賺錢，在旅途上他們還得到各種不同的經驗，也影響著他們未來的

人生。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評論，各方也都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澳洲打工度假者

們各自也有各自不同的經歷與背景，實踐澳洲打工度假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為了瞭

解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興盛的現象，首先我試著了解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目的。 

 

詢問曾經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們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目的以及經驗，同

時在網路上找尋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心得文章後，我發現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個人背

景與目的是相當多元的。並非所有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中都將賺錢帶回台灣當

                                                             
1 全文網址：https://goo.gl/Km3x1g 
2 全文網址：http://www.nownews.com/n/2012/09/17/347508 
3 全文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913/101192.htm 

 

https://goo.gl/Km3x1g
http://www.nownews.com/n/2012/09/17/347508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20913/1011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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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首要目的，也並非所有的澳洲打工度假者都是遭遇到了就業與職涯上的困境才

前往澳洲，有些人是已經在台灣工作了數年，放棄了自身的工作前往澳洲，也有些

人更是在澳洲打工度假簽證申請年限（30 歲以前）決定辭去現有工作前往澳洲打

工度假。台灣年輕人的就業困境實為本世代的背景之一，但單以經濟作為解釋澳洲

打工度假者的行動目的推拉論在解釋上似乎有所不足。因此我試著從其他的方面

著手。 

 

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多樣實踐之中，他們共同的經驗是離開台灣的行動，想要離

開台灣的跨國動力成為本研究的第一個思考的方向。Appadurai 對於全球移動的研

究中，以全球化的「想像」作為解釋方向。以想像作為跨國移動的解釋中，媒體扮

演著傳遞異地生活樣貌的角色。在台灣的媒體上除了有著將澳洲打工度假與淘金

綁在一起的媒體內容外，還有著澳洲打工度假可以體驗西方生活、可以鍛練英文等

多種不同的實踐想像。一篇題為「澳洲打工度假挫敗史」的部落格文章講述澳洲打

工度假中許多令自己挫敗的經驗中成為自己成長的養分（Elaine、Vicky，2013 年

12 月 11 日）4；也有文章講述經歷澳洲打工度假後所體會到的「背包客精神」讓自

己走出不同的人生（Remi Tseng，2016 年 3 月 4 日）5。媒體提供了多種不同的實

踐經驗，講述年輕人們的澳洲打工度假旅程有著各種不同的獲得。這些澳洲打工度

假者的心得文章強調著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讓他們經歷了許多與台灣不同的生活，

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了一些「成長」，並且影響了他們回到台灣後的生活，這些文

章中強調著生命歷程的轉變與成長。 

 

企圖改變自身的生命以及成長的現象，和 Beck 與 Giddens 等所提出的反思現

代性中的特質有所類似，Giddens 認為在高度現代性中的反思性特質。這個觀點開

啟了本研究的另一部分的思考方向，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動機是非常個人化的，

與個人的背景與生命歷程有所相關。以此方向思考，要瞭解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出發

動機則是需要從個人的背景與經歷中得到解釋，本研究認為媒體所提供的澳洲打

工度假圖像被個人用來對台灣生活進行反思，並從中汲取符合自身需求的想像，澳

洲打工度假成為反思的實踐。 

 

                                                             
4 全文網址：http://supertrampstar.pixnet.net/blog/post/102083614-澳洲打工度假挫敗史 
5 「我的後背包客生活！打工度假有用無？決定在你」，全文網址：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677316 

 

http://supertrampstar.pixnet.net/blog/post/102083614-澳洲打工度假挫敗史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67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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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一、台灣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歷史 

 

澳洲並非第一個與台灣簽訂打工度假條約的國家，紐西蘭於 2004 年 2 月 20

日與台灣簽訂條約，並於同年 6 月實施。台灣與澳洲打工度假協定於 2004 年 7 月

15 日簽訂，並於同年 11 月正式實行。《駐澳大利亞臺北文化辦事處與澳大利亞工

商辦事處打工度假簽證瞭解備忘錄》中允許年齡介於 18（含）至 30 歲（含）並且

擁有適當財力證明（5,000 澳幣，以 2018 年 1：23 的匯率來估算約為新台幣 11,5000

元）的台灣年輕人取得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簽證，而簽證有效時間達一年。若第一

年在澳洲偏遠地區之指定地點從事特定產業之工作累積達 3 個月（88 天），則可以

申請第二次的澳洲打工度假簽證（俗稱二簽），二簽的有效時間也是一年，因此澳

洲打工度假者最多可以藉由打工度假簽證停留於澳洲達兩年。此外澳洲打工度假

簽證每年核發人數是沒有上限的，幾乎只要合乎條件的人都可以申請到簽證。 

 

打工度假作為一種跨國實踐方式，其定義依照《駐澳大利亞臺北文化辦事處與

澳大利亞工商辦事處打工度假簽證瞭解備忘錄》提到，「對於台灣及澳大利亞雙方

而言，依據此打工度假計畫入境停留之主要目的在度假，打工係屬附帶」（駐澳大

利亞臺北文化辦事處與澳大利亞工商辦事處打工度假簽證瞭解備忘錄，2004）。打

工度假概念與歐美國家所盛行的「Gap Years」概念相關，「Gap Years」是年輕人在

結束學業後，進入職場前給予自己旅行及放鬆的一段時間。「打工度假目的為一種

提供文化與雙方人民更廣泛之聯繫，使青年欣賞締約另一方之文化與一般生活方

式，以促進雙方相互了解」（駐澳大利亞臺北文化辦事處與澳大利亞工商辦事處打

工度假簽證瞭解備忘錄，2004）。打工度假此一實踐方式依據其定義，目的在於度

假，並且藉由這段長時間的度假過程以促進年輕人了解他國之文化與生活方式；而

打工在其中僅被認為是補貼旅費之手段。 

 

台灣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人數相當的多。從 2004 年至 2013 年底為止，

已有 12.8 萬名年輕人前往他國打工度假。其中以澳洲作為最多打工度假的台灣人

去的國家，至 2013 年底為止已有 10 萬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賴映秀，2014 年 4

月 9 日）。根據澳洲移民邊際保護部（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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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釋出的打工度假者簽證程序報告（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me report）

報告中指出在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間總共有 26,648 個台灣人通過澳洲打工

度假簽證（subclass 417）申請通過（包含一簽及二簽），占全部通過的澳洲打工度

假簽證中（subclass 417）的 12.4％，是全部國家中第二多。第一多的國家為英國，

總通過數為 44,730 人，約為台灣的 1.7 倍，台灣的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比

例相當驚人。人口較台灣多的日本、義大利、法國、德國等國家的澳洲打工度假者

皆比台灣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少。台灣澳洲打工度假人數約自 2011 年起快速增加，

直至 2013 到 2014 年間到達頂峰，而後人數逐漸下降，近三年台灣澳洲打工度假

簽證通過數每年皆維持在 22,000 至 20,000 張之間。以 2018 年之報告，台灣在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間通過的簽證有 21,357 張，占全部之 11.9％為全部國家中第

五多，前四名分別為英國、德國、法國、南韓。由前述的數據可以發現台灣人前往

澳洲打工度假是一件相當特殊的議題，因為台灣在同樣與澳洲簽定打工度假合作

的國家中是人口數相當少的國家，但是卻擁有相當多的打工度假者。 

 

澳洲打工度假者申請二次澳洲打工度假簽證的條件同時也是澳洲打工度假者

在選擇工作之時作為衡量的條件之一。台灣人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間共

有 18,071 張首次簽證（一簽）通過，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間共有 17,673 張

首次簽證通過，占全部國家通過數量第五多。在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間共

有 8,975 張二次簽證（二簽）通過，是全部國家二簽通過數量最多的國家。若將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間通過首次簽證的人數除以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間通

過二次簽證的人數的話，會發現約有 50%的台灣人申請二簽通過。而以 2016 下半

年至 2017 上半年間通過的首次簽證數與 2017 下半年至 2018 上半年間通過的二簽

署量比較時仍有約 47%的台灣人申請二簽通過。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始終有著很

高的比例的人會在打工度假期間取得二簽申請資格並且進行申請。 

 

除了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人數以及申請二簽的人數眾多外，台灣年輕人的澳

洲打工度假實踐還有其他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特徵。根據康文文教基金會所進行的

「台灣青年從事國外打工度假之動機與體驗調查」指出，台灣青年出國打工度假平

均年齡為 26.3 歲，是世界各國中打工度假年紀最大的，比國際青年出國打工度假

                                                             
6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為澳洲政府中的其中一個部門，並已於

2017 年 11 月更名為「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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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齡的 24.3 歲晚了 2 年。主要影響成行的阻力是預算不足、家長反對、勇氣

不足。並且台灣出國打工度假的男女比例懸殊，男生只佔了 3 成，女生佔了 7 成，

比國際青年男女生各占一半，也有很大的差異（康文文教基金會，2012）。台灣年

輕人澳洲打工度假的高比例、高二簽申請率、高齡化以及男女比例標註出了澳洲打

工度假現象中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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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社會背景 

 

打工度假實踐並非是台灣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現代台灣年輕人面臨的社會及

就業環境被視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出走台灣的主因。打工度假現象與台灣社會背景

有著某一程度的關係，現代台灣年輕人面臨的社會及就業環境被視為澳洲打工度

假者出走台灣的主因。一篇由作者許韋婷（2013）發表於「weReport」調查報導公

眾委製平台之名為《被忽視的跨國勞動新篇章－打工度假》調查報導文章中認為澳

洲打工度假已成為青年世代的共同經驗之一，其原因與台灣之就業市場環境有所

關係。文章中指出： 

 

澳洲移民局認為，申請打工度假人數的快速成長，很大的原因是來自

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台灣當然也包含在內。申請打工度假的這個年齡層，

在台灣所面對的，是倒退十六年的平均薪資，以及超過 14% 的青年失業

率。即使是傳統認為代表高度就業與高薪的大學學歷，也在學歷貶值後，

成為失業族群裡的最大宗（許韋婷，2013）。 

 

台灣年輕人所面對的就業市場衰退，大學畢業後也不易取得優渥的薪資。這樣

的就業市場困境已為現今年輕世代的共同經歷的時代背景。除此之外，本研究所初

步蒐集的訪談資料中受訪者指出許多與台灣就業市場與社會背景相關的困境。有

些人面臨了求學期間所學與實際興趣的脫鉤，造成其在出社會尋找工作時面臨了

就業選擇的兩難；有些面臨了大學所學與就業所用脫鉤；有些大學畢業時面臨了不

知道該要做什麼的角色轉換緊張；也有些人是進入就業市場後遭遇到該工作無助

於生涯發展與積累。種種的台灣社會背景與就業市場困境以時代背景的角色影響

著澳洲打工度假者出走台灣的現象。 

 

台灣青年就業低薪的焦慮也展現在澳洲打工度假議題討論之中。澳洲打工度

假議題躍昇成為台灣社會大眾爭論的議題，約於 2012 年前後數年間成為大眾關注

的議題，《今周刊》之「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屠夫」為其中一篇著名媒體文章。

此文中的主角敘說自己在澳洲的生活並非如此浪漫的以度假為出發點，他表明了

他就是為了賺錢而前往澳洲，並且以在澳洲屠宰場的工作生活做為主要內容，講述

台灣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所做的工作就是「澳洲人不願意做的工作」，在澳洲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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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台勞」就是台灣人眼中的「外勞」（楊紹華，2012 年 9 月 12 日）。此文之後

被證實有真實性問題（此文遭指出文中的主角其實為結合了多名澳洲打工度假者

的故事）7，但依然引起許多社會大眾的注意及討論。 

 

針對《今周刊》此篇文章，研究者焦佳弘指出了台灣年輕人成為外勞的現象，

挑戰了台灣社會對於自身經濟發展停滯的敏感神經，讓澳洲打工度假制度現象在

台灣社會的討論中出現了對於行動者的「台勞」標籤（焦佳弘，2014：頁 75）。台

灣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現象的高度關注除了反映了台灣社會對大量年輕人前往澳洲

現象的關心外，還包含了台灣社會自身對於經濟困境的焦慮。然而這種以台灣經濟

現狀解釋澳洲打工度假的解釋觀點，並非未獲得普遍台灣社會大眾的認同，在當時

引起了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爭論。 

 

即便是澳洲打工度假這樣的跨國行動仍受到台灣的社會文化影響，舉例而言

台灣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也造成了前述的澳洲打工度假者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的現象。在台灣的社會之中經濟被視為是男性的重要任務，而女性則是被放置在維

持家庭的對內位置。因此台灣的年輕男性在結束了求學生涯後開始得要面對職場

生涯，被賦予在經濟上得要有所積累。且男性有著當兵為期一年的職涯空窗期，在

工作資歷累積上會較女性晚，因此男性在出社會後選擇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則較容

易被視為是不應該的。而女性由於被社會賦予了對內的維繫家庭地位，雖現代在外

工作的女性並非少數，但是當女性成家後可能面對的是家庭的束縛，張慧慈提到，

「因此許多年輕女性由於生涯規劃與性別想像，將打工度假視為進入婚姻前的放

手一搏，藉由打工度假實現國外生活一陣子的願望」（張慧慈，2014：頁 105）。 

 

這種性別化的澳洲打工度假同時也展現在其動機中，許峯源的研究中指出女

性出國不需要以賺錢、累積家庭內經濟資本為主要目的。許峯源的訪談內容中這樣

談到：其實男生比較不會衝動出國吧。男生畢竟時間比較少，當兵一年，會比人家

晚一年出社會…。許峯源認為這是基於家庭內性別分工與家庭策略，家庭對於女兒

在經濟領域中的期待較低，導致女性出國比較不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的責任，並且出

國也不如男性容易遭受阻礙（許峯源，2015）。 

 

                                                             
7 「赴澳洲當台勞？清大生斥今周刊瞎掰」。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15723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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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脫離了台灣的疆界，前往澳洲長住一年至兩年的時間，台灣年輕人的澳洲

打工度假仍是與台灣的社會背景與台灣社會文化牽連在一塊。澳洲打工度假者的

出發與否發生在台灣的時代背景之下，同時牽涉了與家庭與社會賦予的角色身分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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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 

 

Appadurai在討論全球移動中，以全球化的「想像」作為解釋的方向。Appadurai

認為想像已然成為現代人們普遍得以運用的能力，而媒體在其中扮演傳遞異地生

活樣貌資訊重要角色，使得全球化下的人們可以想像異地生活並且實踐。Appadurai

對於想像的探討本研究將會於下一章深入探討。Appadurai 將全球的想像作為全球

化下人們移動的驅力，Orgad 提出了媒體對全球想像的重要性，Orgad 認為，「媒體

再現培育出假想世界，這個假想世界是由陌生人共有的；他們象徵性地讓我們與遠

方的他者更親近，並且他們推進了於他地追求替代生活可能性的想像」（Orgad, 2012: 

8）。「想像使讓我們可以持續的重塑自我，去尋找新的、替代的改進的生命」（Orgad, 

2012: 108）。也就是說想像與現代媒體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媒體再現的力量生產

出餵養個人與集體想像的符號來源（Orgad, 2012: 41）；並且使我們得以追求想像中

的它地生活。 

 

對於全球想像，媒體的重要性在於它中介了眾多不同的實踐想像。澳洲打工度

假者的實踐經驗中也可以看到這個中介過程。澳洲打工度假簽證開放至今已經 14

年，現今的網路媒體上有著許多資源與資料提供澳洲打工度假者查詢，但在開放的

早期並非如此。經過最早期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回國後，一些澳洲打工度假者將自己

的經驗撰寫成書籍出版，其中包含了較著名的《澳洲打工度假聖經》等等。這些書

籍如一般的旅遊書籍相同的提供了澳洲各地區的名勝景介紹，但兩者重要不同之

處在於許多澳洲打工度假書籍中往往強調工作的重要性。以《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為例，此書中提供了讀者在澳洲求職的指導，甚至提供了一些各地區仲介的聯絡方

式。 

 

到了現在，由於網路資源充足以及行動網路科技成熟，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依

靠網路找到各種所需的資料，已經較少在使用這些澳洲打工度假書籍了。經由本研

究初步蒐集的訪談資料中指出，大多澳洲打工度假者使用的網路媒體以「背包客棧」

論壇與 Facebook 上的眾多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社團這兩種最多。 

 

「背包客棧」論壇8是提供台灣自助旅行者相互交流的平台，「背包客棧」論壇

                                                             
8 背包客棧澳洲打工度假專版網址：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121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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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提供了打工度假者專用的討論版，其中「澳洲打工度假」專版中除了澳洲打

工度假的綜合版面以外還提供了以澳洲地理分區的各個子版面，並且在這地理分

區版面下又以功能性區分了其他各種功能的子版面，如「布里斯本二手交易」版、

「墨爾本住宿徵求」版、「阿德雷德工作機會」版等等，是澳洲打工度假者常使用

的重要資訊交流網站。「背包客棧」中的文章除了給予打工度假者實踐上幫助的工

具性文章（二手物品交易、住宿徵求等等），也有著許多已經歸國的澳洲打工度假

者分享的遊記。「背包客棧」論壇也提供了澳洲打工度假新手發問的空間，許多新

手在遭遇到問題時會上「背包客棧」向老手們發問。除此之外，「背包客棧」論壇

也提供了澳洲打工度假者找尋工作的管道，「背包客棧」論壇中劃分了澳洲各地理

區域的子版中都有著提供工作機會的版面，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會從中尋找工作。 

 

除了「背包客棧」論壇外，還有許多部落格、Facebook 社群也提供了澳洲打工

度假者實踐上的建議。舉例而言，名為狄靜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在經歷過澳洲打工

圖一：網站「背包客棧」截圖 

（資料來源：背包客棧網站，截圖日期 2017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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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後自費出版了《澳洲打工：不看會死》一書，此書以澳洲之工作做為重點，教

導新背包客們如何於澳洲順利找到工作。狄靜認為自己並非是一個善於到處玩樂

的人，因此他在回國後經營的「狄靜／DONOW 不做會死」部落格網站9提供的澳

洲打工度假者實踐上各種方面，如「簽證辦理教學」、「建議行李清單」、「睡袋推薦」

等等詳盡的建議與教學讓新背包客參考；並且狄靜也同時也在 Facebook 上有著「澳

洲打工度假.不去會死!!!!!D.NoW」成員達五萬人的澳洲打工度假討論社團，提供給

澳洲打工度假者們相互討論以及互相幫助；以及「澳洲打工度假 .不買會

死!!!!!D.nOw(團結力量大)」，狄靜會定期於該社團辦理澳洲打工度假用品團購，並

且此社團也提給澳洲打工度假者進行二手物品交易社團，其成員也有兩萬五千人。 

 

除了前述的狄靜相關社團之外，Facebook 上還有「澳洲打工找工作」Facebook

社團有著約 15,900 名成員，另一個 Facebook 社團「澳洲出發討論版/澳洲工作/打

                                                             
9 狄靜／DONOW 不做會死部落格網址：http://a1630a.pixnet.net/blog 

（資料來源：狄靜／DONOW 不做會死部落格，截圖日期：2017年 4月 1日）。 

圖二：「狄靜／DONOW 不做會死」部落格截圖 

 

http://a1630a.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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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度假/澳洲打工度假/澳洲住宿/澳洲打工/澳洲白工/澳洲黑工/澳洲分享/當地交流/

澳洲仲介/澳洲工頭/澳洲簽證/背包客棧/」（單一社團名稱）也有著約 25,000 名成

員。除了不限定澳洲特定地區的 Facebook 社團外，還有許多以特定澳洲地點以及

功能性做為區分的 Facebook 社團，例如「伯斯周邊工作交流區」社團、「墨爾本住

宿／Melbourne Sharehouse 情報站」等等社團，類似的 Facebook 社團不勝枚舉。這

些 Facebook 社團擔任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旅程中提供各種資訊的重要角

色。 

 

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前就已經接觸這些網路媒體。在決定前往澳洲打

工度假後，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出發前對於自己可能在旅程中可能會遭遇的各種

狀況感到陌生，網路提供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動身前的重要經驗來源。許多澳洲打工

度假者會利用前述的各種相關網站以及 Facebook 社團、部落格等等找尋澳洲打工

度假相關的資訊。李明璁（2011）提到旅行不僅是身體實際移動的過程（由此地啟

程出發到異地），更涉及出發前的各類文化實作與想像。這些「前旅遊實作」（pre-

travel practice）同時蘊含了行動者主體的想像，以及形塑這些預期的社會建構（李

明璁，2011：頁 3）。這些網路上的資訊多半是澳洲打工度假的前輩們寫下的遊記、

心情抒發、重要經驗分享等等。藉由這些經驗片段之閱讀，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出發

前就先認識了澳洲打工度假的可能面貌，並且得以想像在澳洲打工度假之時的生

活可能是甚麼樣子。 

 

澳洲打工度假者使用之媒體除了報紙、雜誌、電視等較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還

有社群網站、論壇（如背包客棧論壇、PTT 等）以及行動通訊軟體（如 Line、What’s 

App 等網路中介的人際通訊軟體）中組成之社群等由網路中介的媒體。這些媒體對

於澳洲打工度假者有著不同程度之影響。 

 

媒體報導傳遞的澳洲打工度假訊息以及澳洲打工度假者所閱讀的各種媒體影

響著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跨國想像。這些實踐圖像的內容以 2010 年一篇中央社題為

「打工度假：賺進第一桶金」的新聞報導正可以傳達部分台灣社會對於澳洲打工度

假的想像，文中這樣寫道： 

 

喜愛旅行的黃婷璟當初帶著新台幣 9000 元到澳洲打工度假，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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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字都不懂……短短的 8個月打工度假，黃婷璟賺進了人生第 1桶金。

不過，即使是到澳洲打工度假，黃婷璟也告訴自己一定要週休二日，因為

她不想如同在台灣一樣，整天只為了工作而忙碌（莊雅馨、黃瑞宏，2010）。 

 

此篇新聞環繞賺進一百萬、英文能力以及台灣忙碌的工作環境這三個主題上。

賺錢是常見用來討論澳洲打工度假的主軸之一，結合前述台灣社會年輕人就業的

困境以及同一時期年輕人就業低薪的 22K 議題，相較於台灣年輕人工作忙碌並且

低薪的環境，澳洲打工度假可以賺進百萬並且還能保有較好的生活節奏則是相當

吸引人的。英文能力也是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討論的常見主軸，澳洲為英語系國家，

一些澳洲打工度假者想像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可以為自己提供鍛鍊英文的機會。 

 

除此之外，常見還有另一個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討論的面向是來自於反駁前

述提到澳洲打工度假的台勞論點，最常見的反擊說詞便是「澳洲打工度假重點並非

勞動，而是在旅程中的體驗與成長」（焦佳弘，2014：頁 10）。以這個方向談論澳

洲打工度假的媒體內容也不在少數，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強調自己在澳洲的旅程

中得到的成長。 

 

前述對於媒體所提供的圖像，組織了台灣年輕人對澳洲打工度假的初步想像，

代表著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可以為自己帶來的生活之想像。這些想像有些在於賺錢、

有些在於自我成長、還有些在於體驗西方世界的生活，是相當多元的。 

 

但根據康文文教基金會的調查，真正在澳洲賺得百萬回台的打工度假者僅占

約 5%；決定出發前往打工度假的前三大主因為「開闊視野」、「提升語言能力」與

「培養獨立、滿足對新世界的好奇」（康文文教基金會，2012）。本研究在此需要先

強調最終是否能從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中賺得百萬台幣回台與個人的際遇有所關

係，不見得所有以賺錢為目標的澳洲打工度假者都可以賺得一百萬台幣回到台灣，

而康文文教基金會的研究對於本研究來說重要在於它說明了常見澳洲打工度假的

出發主因中還包含了賺錢與鍛鍊語言以外的因素存在。研究者張慧慈的研究中指

出，僅有經濟拉力並不能完全解釋台灣青年的遷移行為，現代性與西方國家的憧憬

同時影響打工度假者的選擇（張慧慈，2014：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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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為台灣年輕人帶來的澳洲打工度假圖像是多元的，多種不同的實踐圖像

共同組織了媒體中的澳洲打工度假想像。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們本身的實踐目

的也展現出了同樣多元的景象，每個澳洲打工度假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實踐目的以

及經歷，目的本身也不見得只有一個。為何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終歸是個人在自身的

歷史脈絡中做出的實踐選擇，探討澳洲打工度假者時捨去個人的過去經歷與台灣

的生活等背景脈絡則是有過度化約的危險。本研究認為探討澳洲打工度假者需要

將個人的背景與台灣的社會脈絡皆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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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洲打工度假與高度現代性下的反思與個體化 

 

對於現代性，Giddens 將之區別為現代性與高度（晚期）現代性。高度現代性

的特徵在於高度現代性的知識與制度並不那麼具有關鍵性，因此開啟了批判的可

能性（Lash & Urry , 1994／趙偉妏譯，2010：頁 57）。在高度現代性中知識成為會

因新知識的出現而不斷的被反覆修正。人們在高度現代性中展現出監視自我的個

體化反思性特質。 

 

反思的現代性的個體化的特質可以在 Kim（2010）對韓國、日本、中國跨國前

往西方國家深造的跨國移動研究中，看出一些端倪。Kim 認為現代的人們對於社會

中較傳統的制度的抗拒，跨國移動作為一個突破這種困境的嘗試。Kim 的研究中，

提出跨國移動為女性個體化的對抗母國的性別化社會困境觀點。這樣的觀點本研

究認為也是可以放在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身上探討的。 

 

結合台灣就業市場的困境，並且年輕人對生命與職涯的想像與傳統觀念脫鉤，

澳洲打工度假的跨國實踐正好為台灣年輕人帶來扭轉困境與改變的機會。一篇於

《聯合報》網站上題為「去澳洲回來的年輕人有什麼不同？試解讀新世代工作觀」

的投書中提到對於台灣就業環境與澳洲打工度假與年輕世代對於職涯想像的觀察

可以看到這種斷裂。 

 

他們很多人以前相信念大學就會有好工作，許多人背負學貸也要念，

結果是學歷貶值、起薪倒退。2008年金融風暴以後，大學生連研究所都不

考了，轉考公務員，2012年創下 80萬人報考公職的歷史紀錄，結果勞退

基金預期破產的新聞出來，2013年報考人數馬上降低。房價高到買不起、

薪水低到在台北租屋生存不下去，出國摘水果、切牛肉、端盤子竟然還賺

得比較多還不用加班爆肝，你會不會想去那裡放鬆一下？……面對這樣的

現實我們反而應該慶幸，正因為世道爛得可以，做什麼都相差無幾，更多

人乾脆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台灣過去總是一百種人都追求一種成功方式，

反正那是賺大錢的最快途徑，但在這個愛拚不會贏的時代，一百種人可以

追求一百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就算途中死掉九十種，也還有十條新路會被

開闢出來，我們的未來大概就會從這裡展開（劉揚銘，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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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現代性中對於傳統價值觀念有批判空間，展現於此的是個人在生命規

劃上可以不再依據傳統的方式執行，個人可以在生命的規劃上有自己的選擇。年輕

人不見得需要再依循著傳統經驗所提供的路徑規劃自己的生命，即便依循著傳統

的生涯規劃也不見得可以獲得成功。 

 

家庭因而成為年輕人與傳統間生涯想像可能正面衝突的場域。一篇 2009 年於

PTT 上「Workan Travel」版中以《面對家人的強力反對》10為題的文章中可略知一

二。文中提到：家人反對的理由中包含「不找個正當工作，當打工族就是不務正業。

體驗不一樣的生活＝逃避現在的生活」（chianti，2009）。網友對於文章作者的回應

則是提到「工作，不管是在哪裡，做什麼，都是你自己的。……這是你自己的工作

生涯，你自己的履歷表，不管你自己要做什麼，都是你自己要對自己負責」。澳洲

打工度假會中斷實踐者於台灣職涯的連續性，澳洲打工性質的勞動工作內容在台

灣傳統觀念被視為是「低下」的，與傳統觀念中對於職涯發展的想像產生衝突。另

一方面澳洲打工度假者則重視自身的選擇，沒有必要一定要遵守傳統的觀念。反思

的現代性中在此展現了的個人生命歷程脫離傳統，不再受到傳統思維的強力約束，

而其中的選擇回歸到了個人身上，顯示出了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化特質。 

 

反思的現代性以不斷的反思與修正自我認同的方式呈現在個人身上。Giddens

認為現代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或者說，在後傳統秩序的場景中，自

我成為反思性計畫。……在現代性的情境下，變化的自我作為連結個人改變和社會

變遷反思過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構（Giddens，1991）。現在人們之自我認同有

著更多的反思性，經歷不斷的修改與修正。以 Giddens 的說法： 

 

在一段被慣稱為「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時間間段內，自我認同形

成跨越現代性的不同制度的軌道。……我們每個人不僅具有而且實踐著一

種個人經歷，依據有關可能的生活風格的社會或心理資訊流，這種個人經

歷被反思的組織起來了。現代性是一種後傳統的秩序，在其中，「我將如何

生活」的問題，必須在日常生活的瑣事如吃穿行的決策中得到回答，並且

必須在自我認同的暫時呈現中得到解釋（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

                                                             
10 全文網址：https://www.ptt.cc/bbs/WorkanTravel/M.1243713150.A.B43.html 

 

https://www.ptt.cc/bbs/WorkanTravel/M.1243713150.A.B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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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頁 13）。 

 

以反思的現代性作為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的思考方向，並結合 Bauman 所敘述的

現代社會中「液態」的變動特質。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的過程是個不斷修正與

改變的過程。「背包客棧」論壇中一篇題為《在澳洲七個月賺百萬的生活，我以為

得到的只有錢》文章中，作者提到自己前往澳洲的最初目的為賺錢，但在澳洲的旅

程中作者感到自身漸漸的轉變。該作者在澳洲的旅程中改變了自己旅行的方式，放

棄於澳洲的高薪工作獨自一人公路旅行。文中作者提到： 

 

原本以為金錢才是這趟旅程的終點，卻意外的讓我到達了另一個起點。 

在經歷了台灣不曾有過的情境，多次面臨盤纏所剩無幾的生存危機、

親眼看見未曾想像美景、結交各國知心朋友、以及遇見那真正的自己，都

發生在這 213倍大的台灣----澳洲。 

這對於生長在楚門世界的我來說，無疑是強行通過了那預設多年的佈

景 

現在，我開始真正的在乎我內心真正的想法，我對未來多了更多喜悅

而不是恐懼，我拿掉了我那曾經深信不已的舊有思維，但我拿回了消失已

久的東西，勇氣~~~~~~~~（a1603a，2012）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最初為對於自身過去生命歷史之反思後之決定，其在澳洲

打工度假的經歷也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帶來新的反思與修正，在這之中貫穿整個旅

程的是一個不斷修正的自我認同。這也符合了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強調澳洲打工

度假為自己帶來的各種改變的現象。 

 

研究者譚心莛同樣的以 Giddens 之反思性之自我認同作為對澳洲打工度假者

的研究方向，認為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含有著反思性的特質，譚心莛（2014）藉由

媒體報導的文本分析認為這些文本之中將旅行作為學習的形式，無論在媒體或是

個人的框架中，都希望打工度假者能夠藉由在國外生活的期間多見識這個世界不

同的文化和風景，以累積自身的人生經驗，再從中形成反思性的自我認同。因此將

旅行作為學習的過程，能夠幫助形塑自我認同。與譚心莛研究不同之處，本研究著

以晚期現代性的反思性述說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自我生命歷程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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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工具性的網路媒體使用 

 

Urry對於「移動」（mobilities）的討論中，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的概念

裡有著兩個重點：運輸與傳播科技，其中傳播科技的部分在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經驗

中較為明顯。本研究於本章第三節提到的網路媒體常常為澳洲打工度假者於實踐

中使用。澳洲打工度假者在蒐集相關經驗、找尋工作、買賣物品等等層面上都利用

著這些網路媒體，扮演了輔佐的角色。 

 

除此之外，網路所提供的行動通訊軟體使用在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近年來變

得顯著。近年來智慧型行動裝置與行動網路普及也為澳洲打工度假者提供了其他

資訊交換管道，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會在實踐之時利用 Line 等網路通訊軟體集合

同時期的澳洲打工度假者，成立相互提供資訊的網路社群。 

 

但這些網路媒體以及網路中介的人際網絡的使用並非只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帶

來好處，在使用的過程中帶來了一些潛在危機。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剛踏足澳洲時，

面臨了可用資源不足的困境。這些缺乏的資源包含了實際實踐打工度假的經驗、應

該如何應對各種問題、可用人際資源的不足、對於所在地區的細節經驗（如實際有

哪些農場、哪些肉場、哪些工作好哪些工作不好，以及這些工作應該用哪些方式找

會比較好等）不足。 

 

澳洲打工度假者借用網路媒體所提供的前人經驗以及網路中介的人際網路來

幫助自己面對實踐前期資源不足的難關，但也因此促成了澳洲打工度假者們的實

踐常常出現非常相似的實踐經驗。網路媒體與人際網絡的幫助成為一種雙面刃，一

方面輔助著澳洲打工度假者，另一方面卻可能限制了澳洲打工度假者實踐的可能

性。焦佳弘的研究中也指出： 

 

行動者在澳洲打工度假的過程中，由於其與原有的社會網絡的分離，

同時又必須一方面建立起自身在澳洲的社會連結以支持其旅程中的尋職，

因此，尤其是在行動初期，行動者往往會落入不得不仰賴仲介作為工作來

源的狀態，而在行動者相似的移動路徑與社群網絡的建構的模式下，也讓

原先在台灣來自不同社會位置的行動者，出現了類似的尋職困境以及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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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而這也是為何有著不同動機與文化資本的行動者，會在澳洲呈現了

極為相似的行為模式的原因（焦佳弘，2014：頁 77）。 

 

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初期尚未累積自己的經驗以及可用資源，面對著燃燒

從台灣帶到澳洲的資金的壓力，在行動上較可能依賴各種網路上所提供的資源，參

考著網路上其他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經驗。 

 

也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會在前往澳洲前就已經先藉由朋友介紹或者是在網路

上找到工作。但許多於網路上可以取得的工作為經由仲介或者是工頭層層剝削後

的工作，本研究進行之訪談中也有受訪者認為，這些在網路上可以得到的工作通常

都是別人不要的工作，很難在網路上找到好工作。本研究會藉由探查澳洲打工度假

者的經驗，探查澳洲打工度假者參照其他實踐者的經驗以及藉由人際和網路管道

找尋工作的實踐策略是否會對他們的實踐經驗造成限制。 

 

總結至此對於網絡媒體與網路中介人際網絡的討論。Giddens 認為媒體對於反

思的高度現代性有所作用，媒體提供路徑使個體進入到他們以前從來不會相互接

觸的情境中（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2002：頁 80）。媒體為人們提供了

各種不同的生命經驗，為人們帶來跨國實踐的圖像。網路媒體與網路中介人際網絡

作為澳洲打工度假的便利工具，於出發前提供澳洲打工度假者可參照的經驗資料，

幫助他們應對在旅程中遇到的總總困難。但這些網路媒體與網路中介人際網絡的

使用卻可能框架了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經驗。網路媒體與人際網絡的使用影響

著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旅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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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洲打工度假與觀光旅遊之區分  

 

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有著工作與休閒的兩種面向。澳洲打工度假簽證之本意

為允許實踐者以打工賺取旅行之費用，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也認同這樣的觀念。花

費一至兩年的時光實行以休閒為主要目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對於重視工作積累

的傳統生涯想像中是較難被接受的，部分澳洲打工度假者在與家人協商的過程遭

遇到家人的反對也並非令人意外。而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工作與休閒兩個面向的安

排並非必然遵照澳洲打工度假簽證協定實行，每個澳洲打工度假者都有各自的實

踐傾向，工作與休閒兩者的比重以及如何安排自己於澳洲打工度假的一至兩年時

光皆是個人的決定。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性質也使得不能將之單純地定調為工作

或者是觀光休閒。打工度假實踐與觀光行動之間有其相似之處，同時又有重要的不

可一概而論之處。Urry 對於觀光活動（tourism）的討論中提到幾項觀光最基本的

特質。Urry 認為凝視觀光地的目的跟給薪工作並無直接相關，這些地方通常跟工

作（無論是給薪與不給薪）形成鮮明的對照（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黃宛

瑜譯，2016：頁 25）。旅程與停留的目的地是去到且待在居住與工作以外的地點。

留居他地屬於短期、暫時性質。遊客有近期之內返「家」的打算（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黃宛瑜譯，2016：頁 25）。打工度假者實踐時是長時間留居他國，並

且工作佔據了實踐的一大部分，這些性質使得本研究認為打工度假不應單方面的

認為是觀光。 

 

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同時包含著工作與觀光休閒的部分，這兩者

的比重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於其理想生活想像的實際實踐，如何安排澳洲打工度

假的生活為其自我認同實際展現在外的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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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之研究，澳洲打工度假的爭論牽涉了傳統觀念與年輕人

對生命與職涯的不同想像之間的落差。為幫助理解澳洲打工度假者的想法，本研究

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視為個人對於生命歷程的一種反思性規劃，並連結澳洲打工

度假實踐與現代網路媒體、網路中介的人際網絡對其的影響。本研究以此出發點研

究澳洲打工度假者之個人背景、生命規劃、台灣社會背景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之關

係、澳洲打工度假經驗與現代網路媒體、人際網絡。以勾勒出澳洲打工度假者之行

動與其生命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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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全球想像與全球化 

 

想像的重要性 Appadurai於《消失的現代性》一書中認為想像早已突破了藝術、

神話和儀式這些特定的表達空間，在許多社會裡已然成為尋常人們日常心智活動

的一環（Appadurai, 1996／ 鄭義愷譯，2009：頁 9）。人們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實踐

之中運用自己的想像，但並非藉由幻想即可成為想像，想像本身有著實踐的力道。

Appadurai認為幻想是會散逸的，然而想像卻能夠成為行動的能量，在集體想像的

情況更是如此（Appadurai, 1996／ 鄭義愷譯，2009：頁 12）。Appadurai 同時強調

想像個體和集體意義上的區分。想像在今日是集體性的特質，並不只是有天分的個

體的能力而已。大眾媒體提供了人們集體閱讀、批評和享樂的條件，Appadurai在

其他地方稱之為「情感共同體」（Community of sentiment）的類型就因之可能出現，

這類群體能夠共同想像並感受事物（Appadurai, 1996／ 鄭義愷譯，2009：頁 12）。 

 

Appadurai對全球化的研究中，區分了全球化下文化流的五種向度，分別為族

群景觀、媒體景觀、科技景觀、財金景觀和意識形態景觀（Appadurai, 1996／鄭義

愷譯，2009：頁 47）。Appadurai 引申了 Anderson 的想像意涵，認為這五個地景構

成了想像世界的基本要素，這指的是由全球的個人、群體受歷史限制而想像、建構

出來的多元世界。而其中的媒體景觀最為重要之處在於它們為全世界的觀者提供

了大量且複雜的影像、敘事和族群景觀，而商品世界和新聞政治的世界在此即為混

雜難分（Appadurai, 1996／鄭義愷譯，2009：頁 47）。 

 

媒體景觀對於本研究格外重要。媒介景觀所帶來的影像都是對現實片段進行

影像中心的、敘事主導的解釋，而這類的解釋提供了一系列的可以提取出想像生活

的劇本，並且這些劇本可以，也確實會分散為人們賴以生存的複雜隱喻（Lakoff and 

Johnson, 1980）：他們試圖建構出他者的敘事和可能生活的原型敘事，這些幻想可

能成為佔有和遷居慾望的前聲（Appadurai, 1996／鄭義愷譯，2009：頁 50）。媒體

在全球化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Bltanski 同樣的指出想像的能力並非是某種自發性

世代的完全產物。想像是被滋養的（Bltanski, 1990: 50；Orgad, 2012: 2）。Orgad 認

為媒體再現構成與框架全球化經驗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象徵性的拉伸了跨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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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空間的社會關係（Orgad, 2012: 15）。電子媒體輕易地為我們帶來來自遠方的景象

以及資訊，無論是電視上的旅遊節目、網路社群媒體中在遠方它國生活的台灣人所

分享的生活札記等等。媒體呈現出的台灣年輕人於澳洲打工度假的景觀，構成台灣

民眾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初步想像。 

 

但這並不意味著媒體所呈現出的景觀宰制性的直接成為人們對於澳洲打工度

假的想像。Appadurai 認為，雖然許多著作認為想像會因為商品化、工業資本主義、

社會普遍的組織化和世俗化趨勢而窒息，這些觀點主要來自批判大眾文化的法蘭

克福學派，並早在馬克斯．韋伯的作品中有所預示。但事實上並未如此。大眾媒體

的消費行為經常招致反抗、反諷、挑剔，也就是說它激發了能動性（agency）

（Appadurai, 1996／ 鄭義愷譯，2009：頁 10-11）。人們在媒體提供的內容中並非

只能夠受到媒體的宰制的，人們在其中有著一些實踐上的能動性。 

 

Orgad 指出想像是一個對個人與集體的想法與感覺進行談判與互動的過程。想

像對在地個人發揮作用的方式，Appadurai 提出了「在地想像」（local imagining）

的概念，在地想像參考了巨型事件（macro-events）與廣大的敘事，作用在高度在

地化的感受中結構以及個人在地的敘事中。在此產生了能動性在個人或團體挪用

全球化的大故事並且生產出自己的表達方式，以這種方式全球化控制並且成為

Appadurai 所稱的「從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Orgad, 2012: 

44）。 

 

Orgad 認為現代我們持續的重塑自我，去尋找新的、替代的改進的生命。消費

者文化、自我幫助的中心性與自我改進在餵養想像可能生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Orgad, 2012: 108; Illouz, 2007; Mc Goe, 2005; Wood and Skeggs, 2004）。移居者進

行持續的想像。他們想像生命應有的樣貌，將無可避免與本質性的想像與他們生命

應當如何的想像之間對互比照（Orgad, 2012: 108）。在全球化下的個人移動是種對

於自己生命的自我修正。Giddens 對於現代社會的反身性也展現於此，對於 Giddens

的現代社會反身性將會在下個小節探討。 

 

以此方式作用的全球化是是滲透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之中。在地的個人是

將全球化的思維挪至在地生活中，人們將全球化的實踐作為改進自身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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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媒體景觀中的澳洲打工度假呈現出淘金、體驗西方生活、鍛鍊外文、自我成長

等等多元的想像。個人在這些媒介所帶來的多元實踐影像中挪用、抽取出符合自己

的部分，組織成為自己的澳洲打工度假想像。也因此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與目的每

個人彼此皆不同，有的人是為了賺錢、有的人是為了體驗憧憬的西方生活、也有人

是為了緩解於台灣的生活壓力而前往放鬆。澳洲打工度假在此提供了台灣的年輕

人們一個可行的實踐機會，讓年輕人們可以藉由澳洲打工度假實現各種不同的目

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被放置在個人彼此不同的個人背景脈絡之中探討，呈現出個

體化的特質。 

 

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下的在地較傳統的思維就會被全球想像給完全侵蝕。想

像 Orgad 認為是辯證的。想像是未確定的，是一個符號競爭的場所（Orgad, 2012: 

46）。因此想像是會變動的，並且其中以多種力量作用於其中。想像同時是真實與

規範性的，同時參照了有意義的實際行動與幻想。想像也提供了「對於事情通常會

怎麼進行」，並且交織著「事情應該如何進行」的想法（Orgad, 2012: 45; Taylor, 2002 : 

106）。舉例而言，澳洲打工度假議題中許多討論環繞在對於生涯規劃、職涯規劃上

的爭論，有些人們認為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對於在台灣的職涯累積是沒有幫助的，

年輕人與台灣傳統的價值觀在這樣的爭論中正體現這樣的辯證性，受媒體所激發

出的全球想像與在地的思維在澳洲打工度假議題中相互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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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反思的現代性 

 

正如本研究於前章第四節所提及的，部分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行動背後包含著

和傳統價值觀與生涯想像間的脫鉤，然而這個脫離傳統的特質並不侷限於前往澳

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身上，而是標註著現代社會中的特質。 

 

這種世代間思維的斷裂，在過去的研究者們已有相當的討論。現代社會的持續

發展過程中大敘事逐漸地失去其在過去的影響力，有部分的研究者認為現代社會

已經進展到了新的階段：後現代已然到來。東浩紀在《動物性的後現代》一書中從

觀察御宅族消費文本中敘事的角度出發，認為在大敘事仍有用的現代，世界大致可

被歸納成樹狀模式（投射模式）（東浩紀，2001／褚炫初譯，2012：頁 54），這個

模式中的故事來自於深層大敘事的投射，而我們則是被這些故事所決定。簡言之，

這個模式所代表的是在現代社會之中，我們依然受到深層的大敘事的影響。但後現

代中的大敘事已經不再擁有現代中大敘事的效力，因而在模式上產生了變更。現代

樹狀型世界的表層是經由深層所決定的，但在後現代的資料庫世界裡，決定表層並

不是只有深層，還會隨著讀取順序而呈現各種不同的表現（東浩紀，2001／褚炫初

譯，2012：頁 56）。 

 

本研究在此提到後現代的觀點並非意指後現代已然來臨，相反的本研究藉由

後現代的觀點闡述大敘事在當下時代中大敘事發生了變化，但並非完全消失或是

完全失去其影響力。本研究所進行的訪談中，在詢問到受訪者的實踐與生涯想像時，

受訪者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相似的傳統生涯想像，雖然受訪者們並未被強迫必須

符合這種傳統的生涯想像，有著自己的實踐空間，但在此可以看出大敘事依然持續

地影響著現在的人們，並未完全消逝。斷言後現代的到來或許言之過早，但現代性

確實發生了一些改變。Bauman 認為： 

 

將要進入 21世紀的社會和進入了 20世紀的社會，是同樣的現代；人

們可能說的最多的是，它們的現代是不同方式的現代。使得 21 世紀的社

會和 20 世紀的社會同樣現代的，是那些將現代性和所有其他的人類共存

的歷史型態分開的東西：是強迫性的、使人著迷的、連續不斷的、永不停

息的、永遠沒完沒了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對創造性的毀滅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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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壓倒一切的、根深蒂固的合無法抑止的慾望（Bauman, 2000／歐陽景

根譯，2002：頁 42）。 

 

Bauman 認為現在的現代社會與過去的社會依然在相同的現代社會延長線上，

但現在所展現出的現代性出現了些轉變，變得和過去不同。Beck 將這兩種展現出

不同性質的兩種現代性分為「第一現代性」與「第二現代性」（也稱反思的現代性，

reflexive modernization），其中個體化即為 Beck 第二現代性的研究主題中重要的一

個部分。本研究於前一章節也已提及 Giddens 將顯現出不同性質的現代性區分為晚

期（高度）現代性。這個新的現代性所展現的現象之中，個體化都是常被探討的重

點之一。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現代性，Bauman 認為使得現在的現代社會與過去的

現代社會依然在相同的現代社會延長線上，使現在的現代社會不同於過去的現代

社會在於兩個特點： 

 

第一點是早期現代錯誤觀念的逐漸瓦解和迅速衰弱：有一個我們可以

到達的歷史變遷的終極目的，一個明天、明年或者下一個千年就要達到的

完美狀態……；第二點是現代化任務和責任的解除控制和私人化。……儘

管改進的思想（即是說，所有現狀的進一步的現代化）經由作為整體的社

會法律行動還沒有被完全拋棄，但是，重點（重要的是，連同責任的負累

一起轉向個人）已經向著個人自信和自主的方向，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

這種重大的分離，已經體現在對源於「正義社會」／人的權利（just society

／human rights）架構的道德／政治（ethical／political）話題位置的重新

確定，這使得個人有權保持不同，並有權按他們自己的幸福模式和合適的

生活風格來任務作出選擇和取捨的話題重新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44）。 

 

現在所展現出來的現代性與早先時代有所不同，標誌了這兩種不同的特性分

屬兩個不同的現代性。新的現代性中，Bauman 所提的第一個特點是所謂的「確定

性」，「確定性」在新的現代性中逐漸衰弱，轉而以一種不確定的、懷疑的狀態組織。

Giddens 也提到了這點，他認為現代社會生活有三種獨特的動力品質：時空分離

（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抽離化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制度反思

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時空分離使得社會關係得以跨越時間與空間領域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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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這個現象使「用歷史去創造歷史」的觀念普遍化，它的深入發展，使得現代社

會生活漸漸脫離開傳統的束縛。抽離化機制讓社會中的互動得以脫離特定的地點。

制度反思性源自於現代知識方法論上的懷疑原則（Giddens，1991）。懷疑原則使得

高度現代性的人們對於制度、知識等有著批判空間，人們對於傳統的生命想像抱持

懷疑態度，對於生涯的決策轉而呈現了自我的內在參照特質。 

 

Bauman 則認為個體化是源自於現代社會朝自由化的發展產生出的現象，在個

體化浪潮中的個人生活樣貌，Beck 認為現代生活正在把我們所能想到的一切：上

帝、自然、真理、科學、技術、道德、愛、婚姻都轉變成「不確定的自由」。這樣

的個體化與現代社會的傳統逐漸地失去作用有著重要的關係，Beck 認為在高度現

代性下，共同體和相互關係的維持，不再依賴穩固的傳統，而是依靠一種弔詭的互

致個體化的集體（collectivity of reciprocal individualization）（Beck, 2002／李榮山等

譯，2011）。 

 

位於這樣的現代性中核心的是現代社會中不確定性、逐漸失去效力的傳統、失

去參照的生活。這種現代性源自於在現代中不再有一個高度權力機關的情況，目標

的問題再度提升到了被爭論位置，為現代人帶來了新的焦慮。Bauman 引用了

Gerhard Schulze 的說法，這是一種新型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一種不知何為

終點目標的不確定性取代了傳統的不知何為工具方法的不確定性（Bauman, 2000／

歐陽景根譯，2012：頁 93）。然而這樣的個體化並非等同於個人主義，而是意味著

既有社會形式的逐漸解體，比如階級、社會地位、性別角色、家庭、鄰里等範疇的

逐漸弱化…國家認可的標準化人生（normal biography），參照圖式和角色模式的崩

潰…透過就業市場、福利國家和制度，人民被纏結在一個由規則、條件和條款組成

的網絡中。從退休金權利到保險保障，從教育津貼到稅率；這些都是制度性參照點，

它劃定了現代思維、計畫和行動的界線（Beck, 2002／李榮山等譯，2011）。也就是

在第二現代性中個體化的個人，脫離了傳統的控制後不再被限定自身的生命樣貌，

但並非是隨心所欲的自由狀態，而是受到現代社會中的各種制度所給定了在現代

社會中行動的方向，從過去受到傳統給定的腳色範本中跳脫，進入在一定的規定範

疇與方向中得以自由自決的個體化。  

 

在這新的現代性之中的個人，由於 Beck 又或者是 Giddens 所敘說的傳統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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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代生活漸漸與傳統脫離開的過程，Bauman 提到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身分

（identity），不同於過去的前現代社會，個人的身分並非是繼承而來。「個體化」指

的是，個人身分（identity）從「承受者」（given）到「責任者」（task）的轉型，和

使行動者承擔完成任務的責任，並對他們行動的後果（也就是說副作用）負責

（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48）。Beck 認為與過去不同之處在於過去

的傳統社會是已然規定好了出身（例如社會階級與宗教等），然而現代人們需要將

這些現代社會中的規則與指導方針，通過自己的行動導入自己的人生之中。標準化

的人生就成了「選擇性人生」、「自反性人生」或「自主人生」（Beck, 2002／李榮山

等譯，2011）。如此一來，現代中的個人可以同時也必須在每日的生活之中不斷的

為自己的生命做出選擇。Giddens 認為在現代社會生活有著內在參照的社會系統，

這開始於自我的反思。一種內在參照的生活歷程的產生很大程度是受到一系列同

時湧現的社會變遷影響。這些社會變遷分別為：1. 生活歷程作為一種分離開的時

間段，遠離於世代的生命週期。2. 生命歷程與地點的外在性分離開，地點本身又

受到抽離化機制擴展的侵蝕。3. 生命歷程變得越來越脫離開與其他個體和群體存

在固有聯繫的那種外在性。4. 生命歷程圍繞著「開放的經驗門檻」（open experience 

thresholds）。現代社會之中，人們對於自身生活可以進行選擇，人們較可以選擇不

同於周遭社會關係較接近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且可以將生活脫離自身所處的環境，

不同於周遭環境的生活方式。現代性為我們帶來的不是需要藉由參照而生活，而是

生活歷程變得越來越脫離開與其他個體和群體存在固有聯繫的那種外在性

（Giddens，1991）。一些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於生命與職涯的想像與傳統的脫鉤也正

呈現出了這種性質，澳洲打工度假者得以選擇與自身周遭社會環境不同的生活方

式，呈現出不再是向外參照而是向內參照的可能脫離傳統的特質。 

 

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得以脫離傳統向內參照的現代生活中，個人需要藉由不斷

的為自己的生命努力，持續不斷地選擇與行動，其原因正是因為過去由社會、傳統、

國家等決定的個人生命範本如今得要由個人自身維持。Clarke 對前往澳洲打工度

假的英國人之研究中提到 Giddens 的說法，認為在後傳統的秩序中，社會階級不再

是固定的並且生命不再是固定的通道，自我認同也不只是被給予的，它成為一種選

擇，一種反身組織的努力，一個計劃或積極介入，涉及了維持或生活的連貫，至此

持續的修訂傳記的敘事、自傳、解釋自我的歷史（Clarke, 2004a: 504；Gidden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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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an 也提到了類似的觀點： 

 

作為承襲的社會歸屬的＂家庭出身＂（estates），已經被虛構的成員資

格的＂社會階級＂的目標給代替（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49）。社會階層不像家庭出身，它必須是加入（join）進去的，而且成員必

須連續地在一天一天的行動更新、再確認並得到檢測（Bauman, 2000／歐

陽景根譯，2002：頁 49）。 

 

然而在早期現代性中脫域（disembedding）是一個為社會所認可的結果，其目

的是為了再嵌入，然而新的現代性中脫域不再有再嵌入的位置，人們面臨的是要長

期不斷走下去的道路，而盡頭見不到在嵌入的希望（Bauman, 2000）。如此一來，

在傳統失去效力的現代，個人面臨的是藉由自身的行動不斷的，涉及了一個個行動

選擇修正並更新的追尋過程。Giddens 認為自我的反思性是持續的，也是無所不在

的。在每一時刻，至少有規則的時間區隔內，個體依據正在發生的事件被要求實現

自我質問。作為有意識地詢問的問題系列的開始，個體習慣問詢「我如何利用這一

變化的時刻」（Giddens，1991）？反思性潛藏在個人在生命中各種遭遇，有意識的

自我反問。Rice 對於打工度假者的研究中指出打工度假者和 Moaz 在對背包客

（back-packer）的研究中有所相似。大多的背包客在他們生命中的過渡期旅行，某

些人在他們的旅程之前經歷了「生命的危機」（Rice, K, 2010: 31; Maoz, D, 2007: 127）。

Rice 所提到的過渡期是關於一些關於事業上的決定、延遲或推遲工作婚姻或是其

他的責任，這樣的現象正反映著個體化的現代社會性質。這樣的人生轉折中，人們

轉而詢問自身該如何做出選擇，又或者是該如何改變？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已不如

過去的時代一般藉由傳統所解答，現代的個人生命正是由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選擇

頭尾接續而成，而現代的反思性特質發生在這些行動的選擇之中。 

 

也因此這樣的生命經驗向外展現的是正向並且充滿活力的。澳洲打工度假者

於網路上所分享的心得文章中，可以發現許多文章中講述的並非海外生活的困苦、

危險與失敗的故事，而是充滿正向思維，即便失敗也被轉換成得以讓自己重新站起

的正向故事。一篇於背包客棧論壇上名為「澳洲航海日記 10000 字心得總結」提供

了這樣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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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大家往往因為工作的忙碌生活、麻痺的職場生活、社會上的爾虞

我詐，讓自己陷於習慣的承受，但承受的同時也要適時的善待自己，感受

傾聽自己的內心，讓自己可以利用時間規劃安排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從中

體會自己存在的價值，這樣的價值是為自己而活，而不是為別人活著。生

命的一切在自己離開人世後什麼都不是了！很多時候都會說：「以後再

說！」人生沒有這麼多以後，在現有允許的情況下，適時的樂於生活、感

受自己，真的很重要！人生的挑戰更不計其數，我的人生至今也總是起起

伏伏，常常讓自己身陷兩難的思考，但依然都得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

放下它！一直都在學習體驗中（bubble610, 2013）。 

 

這樣的故事正展現了現代內向參照特質的敘事，這樣的敘事中生命中各種遭

遇與困難被視為對於自身的挑戰，而選擇的過程中則轉而傾聽內心的向內參照性

質。「為自己而活」，其在理論中有一個雖粗糙卻實用的指標，就是個體主義基本要

素的呈現，以及個體自身生活史的一種積極敘述形式（Beck, 2002／李榮山等譯，

2011）。個人擁有了為自己做選擇的機會，但同時選擇所帶來了何種結果，無論成

功或是失敗以及選擇的風險與責任也落到了個人頭上。如此一來，現代的個人生活

便像是在沒有防護索的鋼索上行走，不小心失足了就得用自己的身體承擔跌落的

後果。儘管（因為）有著各種各樣的制度引導方針，並且常常伴隨著各種無法計算

的不安全感，但為自己而活是充滿活力的。即使失敗了，為自己而活在需求的結構

化上仍是一種有活力的生活（Beck, 2002／李榮山等譯，2011）。這也意味著個人生

命中的責任歸屬也歸於自己，即便這些責任不見得屬於個人。Beck 認為這並非來

自個人的認知，而是一種文化上的約束。然而責任被歸屬於個人，並不代表個人能

夠妥善的僅將確實屬於自己的責任歸屬於自身。社會危機現象，像結構性失業等

（現象）所帶來的風險可能轉嫁給個體（Beck, 2002／李榮山等譯，2011），因為個

人慣於將生命中所遭遇的各種狀況規因而自身而非外在。但 Beck 也強調了：這並

不能排除出現錯誤意識的可能性（Beck, 2002／李榮山等譯，2011）。 

 

然而現代的個人正藉由這樣的向內責任歸屬並反思與社會互動著。人們被整

合進世界背景中。個人的獨特性通過與社會危機結合而表現出來……在這種情況

中，人們自然而然會去檢視各種紛雜的事物；比如人們在生活中會發現許多相重疊

的認同，這些認同的疊合構成人們的生活（Beck, 2002／李榮山等譯，2011）。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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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並不僅是個人的事，同時牽引著社會的改變。為自己而活是一種自反性生活。

社會的自反（social reflexion）－一個充滿矛盾信息、對話、協商的過程－幾乎可以

等於為自己而活。 

 

傳統並非是完全失去了其作用而從此失去蹤跡，而是它們已然顯得不合時宜，

傳統正面臨著更新與修正。Beck 認為這樣的去傳統化的生活，並不意味著傳統不

再發揮作用，正好相反，傳統仍然發揮很大的作用，傳統必須被重新選擇、重新發

明並且只有通過個體的經驗才能以作用（Beck, 2002／李榮山等譯，2011）。不合時

宜的傳統，又或者是僵化的傳統範疇依然存在於社會之中，Beck 稱之「雖死猶存」

（dead and still alive）的「殭屍類型」（zombie categories）傳統和「殭屍似的制度」

（zombie institution），它們雖然已死，但人們仍在使用它們（Beck, 1999）。而更新

的些傳統的過程涉及了個人的行動與社會之間相互涉入的互動過程。Bauman 認為

現在社會存在於它的持續不斷的「個體化」（individualizing）的行動中，就正如個

體的行為存在於對這樣一個－我們稱之為社會的、互相捲入的－網絡的每天重新

塑造和重新談判中。這兩個角色沒有一個能夠長久地保持不動（Bauman, 2000／歐

陽景根譯，2002：頁 46）。藉由著個人的行動，社會與個人間不斷相互相互影響與

重新塑造。個人的行動與社會變化的關係，也因此 Lash 於「Individualization」一

書之的書序中提到在第二現代性中，存在著與第一現代性不同的非線性系統，這樣

的系統導致了社會的變遷： 

 

第一現代性中社會被視為線性系統…只有外部力量才能打破這種平

衡，導致系統變遷。第二現代性的自反性個體化則認為存在著非線性系統。

這裡，不平衡與變遷是通過反饋迴路內在作用於系統的…問題的關鍵在於

反饋迴路要穿過個體。因而，個體化同時也是系統的不穩定。複雜系統不

只會再生產，還會變遷。意外後果導致系統不平衡，而個體則是意外後果

的來源渠道。 

 

個人生活中行動的選擇，並非單純的只是自己個人的事情，它同時應對了外在

的社會與環境，並且檢測著自身的行動選擇更新著下一次的行動，在這一次次的選

擇與行動中，實踐重新驗證與更新著社會，逐漸促成著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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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 所重視的是現代社會中個人的自我認同中有著比起過去更多的反思

性，個人的自我認同處於不斷的反思與變動的狀態。與 Giddens 相比，Bauman 更

為重視的是不斷變動的液態特質，在這樣的現代中沒有什麼東西是被承認為永恆

的勝利或者是真正的失敗。也因此這種變動性中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它給予了人們

可以在生活中有著成為任何人的自由（freedom to become anybody）。然而 Bauman

認為這樣的無限可能性造成了沒有終點存在的開放狀態，當你變成要人（being 

somebody）時……意味著到達了終點，也就不再是自由的了（Bauman, 2000／歐陽

景根譯，2002：頁 96）。Bauman 所闡述的液態現代性中得以變動才是真正有價值

的，資源豐富的人們不單有挑選與選擇的自由……有著免於承擔錯誤選擇的自由，

有可以擺脫最沒滋味的生活選擇的自由（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137）。

這也正是 Bauman 與 Giddens 的觀點之間重要的差異之一，這樣身分認同的機動性

與靈活性與其說是一種解放的工具與手段，Bauman 認為是種自由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of freedoms）的工具（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138），

它造成的是人們之間的分裂而並非是團結。 

 

本研究認為反思的現代性源自於現代社會中個體化的現象以及傳統的逐漸失

效，作用在於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中，作為現代社會與年輕世代的背景，反思性充

斥著年輕人的生命，藉由反思性澳洲打工度假者串連起一段不斷反思與自我修正

的人生歷程。反思性是個人持續不斷進行對於外在社會與自身生命的反思並且決

定，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動身的決定也應是個人在自身的歷史背景、台灣社會脈絡以

及現在的生活中反思做出的選擇，並且澳洲打工度假後，這段旅程同樣可能成為個

人的歷史背景，進入個人變動的自我認同之中，又並且，在液態性當中藉由一個個

生命的選擇將個人歷史、澳洲打工度假及未來的生命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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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打工度假、觀光與生活風格 

 

本研究於前一章節中提到 Urry 對於觀光之基本特質闡述，澳洲打工度假實踐

與觀光有著部份的差異但又有所部分接近。Rice 對前往愛丁堡打工度假的加拿大

年輕人的研究中提到許多學者質疑觀察旅行者時將工作與觀光是為相互包含而展

現了工作的旅行者尋找特定的工作是為了促進休閒的生活風格類型是否合理，這

個趨勢 Rice 指出其在愛丁堡所遇到的打工度假者身上是真實存在的（Rice, 2010: 

31）。Rice 指出於愛丁堡觀察到的打工度假者之生活風格展現出享樂主義的傾向，

比起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令人聯想到觀光客的休閒（Rice, 2010: 33）。Rice 所指的

工作與觀光相互包含的工作是在特定的工作之中，比如說提供休閒空間的背包客

棧中的工作等等。Rice 觀察到在一位雇主意識到在這個工作之中，他身為工作人

員與客棧中的顧客與雇員的的位置關係以及對兩者的互動方式是一致，他需要提

供雇員與顧客有著娛樂氛圍的環境。在這種狀況中顯示將目標鎖定為旅行者與打

工度假者的企業或雇主，傾向模糊工作與休閒的界線，藉由提供他們的雇員一些獎

勵來讓他們將他們的工作場所視為是休閒場所（Rice, 2010: 35）。Rice 的研究中顯

示出某些打工度假者的工作情境中是可能出現工作與娛樂之間的界限模糊的。打

工度假者的生活中，工作與休閒有不是單純的截然二分的，有著兩者互相包含或是

混合的形式存在，並且有著享樂主義的傾向。 

 

Urry 從對於觀光的觀察出發，提到 Bourdieu（1984）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看法

認為小產階級有著自由自在，不是集體記憶羈絆，不受眾人期待約束（Urry, 2012; 

Bourdieu, 1984）。Martin 也提供類似的分析，他認為中產階級青年，特別是 1960 年

代以後的年輕人，普遍展現「去結構」慣習（destructured hibitus）（Martin, 1982）。

馬丁認為這個慣習是「中介迷離」（liminality）大幅延展所致，原因為家長的權威

逐漸式微以及非兒童又非成人的階段比以前拖得更長（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黃宛瑜譯，2016：頁 147）。在此顯現了一種類似世代間認知脫鉤的狀態。

Urry引自 Turner（1973, 1974）於朝聖的分析中所使用的「中介迷離」概念：「跳脫

原本的時空……處於反結構（anti-structure）狀態」－原有的日常社會連結皆告暫

停，強烈感受到彼此的緊密連結「休戚與共」（communitas），並直接獲得神聖或超

自然的經驗（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黃宛瑜譯，2016：頁 35）。而對於觀

光客，V. Turmer 與 E. Turner（1978）則是提出中介迷離症狀（liminoid）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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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的責任義務可以暫擺一旁，甚至能將其推翻（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

黃宛瑜譯，2016：頁 35）。觀光客於觀光過程中實際上經驗一種與結構脫鉤的狀態。 

 

澳洲打工度假並不等同於觀光。澳洲打工度假的歷程中，實踐者經歷的時間遠

較大部分的觀光行動長，並且該實踐方式又與工作相關，在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並

非全然的休閒，並不能單純的視為觀光。打工度假實踐實際處於移居工作與觀光之

間。Urry提到觀光活動勢必牽涉到「脫離常軌」（departure）：人可以有限度地擺脫

例行事務與日常活動，讓感官投入一連串刺激活動，與平凡無奇的平日形成強烈對

比（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黃宛瑜譯，2016：頁 24）。以這方向探討澳洲

工度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可能呈現了部分擺脫了於台灣日常生活的常軌，澳洲的

新生活成為對比於台灣日常生活的非常軌，類似於觀光活動。但澳洲打工度假實踐

本身並非是一段短期的觀光行動，澳洲的生活多半也包含了工作。澳洲打工度假者

於此更接近於脫離了於台灣的日常生活，在澳洲建立新的日常生活。 

 

澳洲的生活開始之時，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此涉及對「在澳洲該過怎樣的生活」

此一問題進行選擇，澳洲打工度假者選擇的結果實際呈現出的則是生活風格。

Giddens 認為生活風格這個術語，並不適用於傳統文化，因為它隱含著在多種可能

的選擇中選擇，並且因為它是「被採用的」而不是「被傳承的」（Giddens, 1991）。

生活風格在此涉及的是對於生活之中的各種事物的選擇。生活風格的選擇與環境

也有著重要關聯。Giddens 提到 Berger（1974）所稱之「生活世界的多元化」。…生

活風格尤其依附於特定的行動環境，並且也是這種環境的體現。因此，在可能的選

擇對象的範圍內，生活風格的選擇常常是沉浸在這些環境中的種種決策（Giddens, 

1991: 83）。Giddens 在此所敘述的環境是個人在現代生活中有著各種場域，這些場

域彼此之間可以有著各種不同的行動模式，Giddens 將之稱作為生活風格區

（lifestyle sectors）。澳洲打工度假者所面臨的選擇狀況有所不同，是生活環境大幅

改變。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得要對新環境的生活進行選擇，面對澳洲之新生

活，澳洲打工度假者依據自身最初所預設的目標安排自己的生活風格。無論是偏向

賺取金錢取向的淘金生活又或者是以享受異國文化為首要目的的旅行生活等，都

是澳洲打工度假者自身的選擇。然而更重要的是生活風格，是對應環境所做出的決

策實踐出來的，並且個人可能不僅僅表現出單一種生活風格，而是各個所處的不同

環境中選擇展現出不同的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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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欲分析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生活風格，需從他們在不同環境中所做

的選擇中觀察，澳洲打工度假所包含的工作與休閒兩個元素。本研究認為分析澳洲

打工度假者的生活風格重點在於觀看個人如何調配這兩種元素，在不同情境中這

些元素被選擇的情境、頻率與強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澳洲打工度假者的旅程中所

處的環境是會變動的，在不同的環境中個人可能實踐不同的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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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媒體與人際網絡 

 

前文中本研究已經提過全球想像與媒體的關係以及 Appadurai 對於全球化下

景觀的分析。Clarke 在研究中指出了媒體對澳洲打工度假的影響。Clarke 指出媒體

再現對打工度假者所形成了結構，認為我們藉由一些環境儀器來經驗這些地點：聲

音、書寫與照片，並且將某個特定的世界呈現出來，而非另一個世界。觀光指南是

個文化中介：它讓我們選擇性的注意；只留心於被標註為有趣的地點，對於其他渾

然不覺（Cohen，1985；Clarke，2004a: 503）。媒體的再現給予了觀光客及打工度假

者一個框架，框限了實踐的過程。 

 

現今的科技媒體與以往有著相當不同的形態。Thompson 研究現代的媒體轉變

並將之稱為「新視野的時代」（the age of new visibility）。新視野的時代有三個主要

的核心特色。首先是集約（intensive），集約所指的是在現代的資訊流量比以前更

多。第二是廣泛（extensive），個人所劃入的傳播網絡範圍及能夠接收到的媒介組

織輸出比上個世紀還要大。藉由網路，如今接收者的地理範圍更大，現今資訊流的

流動不再是國家規模而是全球規模。第三則是不受控制（less controlable），媒體組

織，網路通訊使得政治人物對他們的行動越來越難保密，更難控制影像和資訊，更

難預測洩漏以及會出現的後果（Orgad, 2012:5；Thompson, 2005: 48-49）。這些現代

媒體轉變的特色對於研究澳洲打工度假相當重要。在網路上有著相當大量的澳洲

打工度假文章可以提供人們閱讀，藉由網路人們也可以直接連結至澳洲本地的網

站，或是藉由通訊科技直接與澳洲當地的人們聯絡。網路提供澳洲打工度假者比過

去的人們更多的可利用資源，更大的資訊散布範圍。 

 

網路上可以取得的資訊也與過去的資訊流通方式有所不同。過去的旅遊觀光

資訊往往需要藉由旅遊書籍、旅遊節目或者是旅行社等等組織的直接傳播；而現代

在網路上的這些資訊中也不乏實際進行歸國及正在實踐中的實踐者所提供的資訊，

如今來自個人的媒體內容相當重要。Urry於《觀光客的凝視 3.0》一書中也提到了

旅遊資訊過去全由觀光業者把持，觀光客不易取得資訊，也無法貢獻自己的意見，

直到晚近情況才稍有改變。Web 2.0 翻轉了虛擬世界，網路環境比以前更開放，鼓

勵民眾共同參與，也孕育出開放的線上參與文化，用戶彼此串聯，不只被動瀏覽，

更主動創造，編輯、更新、撰寫網誌、重組資訊（remixing）、PO 文、回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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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標籤（tagging）等等。……如今消費者正成為生產過程的一部分（John Urry 

& Jonas Larsen, 2012／黃宛瑜譯，2016：頁 91）。 

 

除了媒體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造成影響外，人際網絡也同樣影響著澳洲打工

度假者。Clarke 的研究中提到了澳洲打工度假者被背包客工業、家人及朋友以及再

現的技術所結構（Clarke, 2004a: 503）。打工度假雖然外表上是一種有著相當自主

性的旅行方式，在資金上可以藉由打工賺取，並且對於旅遊地點的選擇也都可以自

己選擇，但 Clarke 認為打工度假者依然被種種結構限制。除了前述的媒體對於澳

洲打工度假者形成的實踐結構，打工度假者會因為種種原因被家人及朋友結構他

們對於旅行地點的選擇，為回應家人及好友的建議，打工度假者在選擇前往的地點

上因而受限。在旅途中所認識的新朋友所提供的旅行故事也影響著澳洲打工度假

者的實踐（Clarke，2004a）。Clarke 的研究中人際網絡對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的影響

也展現於其中。 

 

現代的部分人際網絡是藉由網路媒體及科技中介的，澳洲打工度假從 2004 年

開始至今正好經歷了現代網路科技與媒體的進步與改變。在 2004 年台灣人前往澳

洲打工度假剛開放的時期，智慧型行動裝置尚未如此普及，當時的澳洲打工度假者

人數既不多，彼此溝通的方式也以別於現在。現代的智慧型行動裝置使得實踐者與

實踐者之間以及台灣的親朋好友聯繫方式發生改變。研究者許峯源（2015）提到

Madianou 和 Miller（2011, 2012）的研究，提出任何一種新的傳播科技或新媒體平

台出現時，則會改變人們如何安排每種傳播科技應當在那些情境下使用。而在那個

情境下選擇特定媒體，與特定的人溝通，則是一種道德選擇。過去打工度假者常常

藉由「背包客棧」論壇網站進行資訊交換及蒐集，而在近年智慧型行動裝置普及後，

「背包客棧」論壇中的「澳洲打工度假同好交誼」分頁11中的文章也漸漸轉變，約

2012 年左右開始從原本大部分為徵人一起於雪梨跨年、一起往墨爾本移動等等依

照活動及目的的徵人組團式文章慢慢轉變為許多依據特定時間地理區分或是目的

區分的 Line 社群等通訊軟體群組徵人文章，例如「2016 墨爾本新群組」或是「阿

德雷德－工作資訊 LINE 群組～」等等文章。媒體環境的轉變也讓澳洲打工度假者

使用媒體的方式跟著轉變，澳洲打工度假實踐過程不僅僅與網路科技媒介相關，同

                                                             
11 背包客棧之澳洲打工度假同好交誼版面網址：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195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forumdisplay.php?f=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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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與人際連結相關。  

 

對於移動與人際網絡間的關係，Urry對於移動（mobility）的探討中，引介了

Bourdieu（1984）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Urry 提出了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概

念。移動進入區辨的場域，有著競爭、品味、習癖的特色。它位於多重交錯的爭論。

這個場域分拆了經濟、政治和文化過程，並自我擴展產生一組資本，「網絡資本」，

這是在富裕的北半球當代資本主義生存的先決條件（Urry, 2007: 194）。現代社會的

中，運輸與傳播科技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旅行夥伴」，也是網絡資本的重要零件。

網絡資本包括了兩個重點：傳播科技的近用能力以及良好的運輸與安全的會面地

點。沒有足夠的網絡資本，人們會遭受到許多社會網絡的排除（Urry, 2007: 179）。

網絡資本是與並非一定接近的人們生產並維持關係之能力，並且生產出了情感、金

融和實質利益（Urry, 2007: 197）。Urry在此著重於探討移動（mobility）所帶來的

社會關係。而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討論上，澳洲打工度假者依靠網路科技所帶了的

遠距離人際連結能力，幫助其於澳洲的旅程中遭遇到的各種困難。澳洲打工度假涉

及的移動與人際連結則是本研究在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經驗探討中的其中一個

重點。 

 

Clarke（2005）提到人際傳播科技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過程的影響。

Clarke 以「旅於居」（traveling-in-dwelling）、「居於旅」（dwelling-in-traveling）概念，

對澳洲打工度假英國實踐者的生活進行分析。關於「旅於居」，Clarke 以「沒有移

動的旅行」（traveling-without-moving）解釋。Clarke 認為因為現代網路技術、電視

節目、廣播等等傳播科技，與從家中帶出的物件（例如紀錄、音樂 CD、親朋好友

的照片）。並且他們會持續的與家人、好友等等過去舊有的人際網絡聯繫。澳洲打

工度假者也會與其他打工度假者使用電話、電子郵件、禮物和面對面溝通。意味著

打工度假者雖然在旅行當中，但這些通訊科技、物件及溝通技巧及策略等等都使得

這些在旅行中的打工度假者與母國的家人、朋友以及於澳洲的其他澳洲打工度假

者聯繫著，這些人際上的連結讓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旅程中感到依然是和人們連接

並且接近的。而「居於旅」Clarke 則是用以敘述英國澳洲打工度假者於澳洲當地的

組織連結。物件（object）與科技（technologies）如卡牌遊戲、桌遊、酒、網路、

手機等等提供了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澳洲大範圍的移動過程中與眾多打工度假者相

互認識與聯繫的機會。地點（sites）指的是如居住的地點、布告欄、可進行戶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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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地點等等澳洲打工度假者活動的地點。事件（rhythms）與節奏（events）指的

是各種澳洲打工度假者於澳洲從事的活動。這些要素作為主軸澳洲打工度假者建

構出於澳洲的生活。此外 Clarke 提到澳洲打工度假提供了一個去除母國的權力關

係的環境，但又重新在澳洲的社群中以旅行故事做為經濟基礎，重新建立了權力關

係。本研究將以澳洲打工度假之相關知識與科技作為一種資本，探討澳洲打工度者

間的互動以及於澳洲之生活。 

 

Clarke 藉由「旅於居」及「居於旅」的分析描繪出澳洲打工度假者的人際生活

樣貌。在全球化與現代傳播科技的背景之下，作為跨國實踐的澳洲打工度假，同時

牽涉了與母國的連結以及澳洲旅程中所產生的連結，橫跨這兩種連結，打工度假者

陷入了受到科技所中介之人際連結的遙控而限制了其旅程中的能動性，並由於打

工度假不如觀光來得純粹，在旅途中再度涉及了資本的積累，重構了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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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問題 

 

總結前述討論，本研究欲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個體化與傳統失效的背景中，台灣年輕人如何反思性的與個人歷史對話，串聯

澳洲打工度假與液態的生涯規劃？ 

二、澳洲打工度假者如何藉由新媒體與人際網絡建立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與實

踐之間呈現了什麼樣的關係？ 

三、科技使用如何協助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跨國行動？ 

四、台灣年輕人如何在澳洲打工度假中累積資本？資本的積累為他們的生命帶來

什麼樣的網絡連結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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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以反思性作為研究重點之一，在此面相本研究探討澳洲打工度假者與

個人歷史及所處之環境間的互動，在這三個要素間澳洲打工度假者如何進行選擇，

隨著這些選擇，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風格、個人認同與生涯目標都可能隨之改變。 

 

而媒體提供澳洲打工度假者對其澳洲打工度假生活的想像素材來源。提供了

在行前澳洲打工度假者即可藉由媒體獲得前輩的實踐經驗與建議，幫助了澳洲打

工度假者在行前的想像建構。媒體（尤其是網路媒體）同時也幫助降低澳洲打工度

假的實踐難度門檻，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於如背包客棧、臉書社團等等網路媒體上

找到工作資訊、各種澳洲生活相關資訊或者是其他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幫助。如同本

研究於第一章的說明，澳洲打工度假者從出發前就已經接觸澳洲打工度假相關媒

體資訊，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的持續接觸這些媒體。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者使

用這些媒體時會將這些資訊與自身之過去歷史背景互動，建立出對於澳洲打工度

假實踐的想像。在澳洲打工度假過程中的媒體使用、人際互動過程、於澳洲的際遇

也使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的修正自身的實踐想像、自我認同，影響著

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旅程的規畫與實踐。最終澳洲打工度假者回到台灣後，澳洲的經

驗也會成為其對於自我認同反思檢討的個人背景歷史之一，對其於台灣的自我認

同、生命規劃產生影響。 

 

為研究所需，本研究所指的網路媒體主要為多數澳洲打工度假者會使用的與

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的網路媒體，如本研究於第一章所提到的「背包客棧」論壇、澳

洲打工度假臉書社團、澳洲打工度假相關部落格、PTT 之「WorkanTravel」版等等。 

 

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在近年來的趨勢，開始偏向使用網路通訊軟體「Line」幫助

其建立與澳洲打工度假者間的人際網絡。本研究所觀察之人際網絡部分包含前述

網路媒體（如背包客棧、臉書等）、網路通訊軟體（如 Line、WhatsApp 等）、以及

澳洲打工度假者於澳洲生活之實際建立的人際網絡（如於工作中、一起居住在 share 

house 中的人們等，於實踐過程中所建立的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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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藉由個人生命中眾多的選擇讓個人得以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欲觀察

這個變動性，本研究需將研究的範疇含括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出發前的生活樣貌、

澳洲打工度假期間以及後澳洲打工度假的生活，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鎖定為

結束澳洲打工度假旅程之澳洲打工度假者。藉由這些澳洲打工度假者之經驗描繪

出澳洲打工度假背後之反思現代性。 

 

本研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近年來網路媒體生態有著快速的轉變。2004 年澳洲

打工度假剛開放時人們的網路使用方式與現在有所不同；並且在 14 年間，經歷了

智慧行動裝置以及無線網路科技普及。這些網路科技於現代為人們頻繁的使用於

蒐集資訊以及維繫人際網絡等等生活的各個層面。為探查這些網路媒體的使用，本

研究需要將時間此一因素放入考量。不同時期前往澳洲的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媒

體使用有所不同。澳洲打工度假剛開放不久之時期，行動網路及智慧型手機尚未普

及，當時的實踐者使用網路不如現在方便，並且網路上可取得的澳洲打工度假資訊

也未如現在充足。近期不僅僅是網路上的資訊充足，並且行動網路科技與智慧型行

動裝置也都普及的時期，並且人們開始可以以 Facebook、Line 等等科技進行人際

網絡連結。雖在不同時期網路媒體環境與使用上有所差異，本研究認為不需要將研

究對象單單鎖定在某一個特定時期之實踐者，不同的時期之網路媒體差異正好可

以展現出實踐者與網路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為接觸本研究所鎖定之「已經結束旅程之澳洲打工度假者」研究對象，本研究

首先將藉由線上觀察網路媒體之文章接觸並篩選出合適之研究對象。在網路論壇

「背包客棧」的澳洲打工度假物品買賣版面及各種 Facebook 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物

品買賣社團中同時聚集了尚未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新背包客、正在實踐打工度假

中的背包客以及已經歸國的舊背包客。觀察背包客們在這些買賣物品的貼文中的

互動可以區別出哪些背包客是已經結束澳洲打工度假旅程將再也用不到的澳洲打

工度假相關物品賣出，藉此辨別出本研究所鎖定之已結束旅程之澳洲打工度假者

身份。這個接觸研究對象的方式同時也可以確保本研究所接觸到的研究對象有著

一定程度使用網路媒體的經驗。 

 

找尋到潛在的研究對象後，本研究首先進行初步的接觸，確認這些背包客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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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否確實符合本研究之需要。在建立與這些歸國背包客之初步關係後，本研究接

著安排與研究對象之訪談，以取得研究對象之經驗作為本研究之研究素材。本研究

採取了九人的受訪者經驗。關於訪談進行方法本研究將於下一節詳細討論。 

 

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過程中往往會拓展個人的人際網絡。本研究以滾雪球

方式抽樣為輔，利用澳洲打工度假者的人際網絡以找尋新的研究對象。以此方式進

行滾雪球的好處在於，藉由原先受訪者的經驗可以鎖定有著特定實踐特質或背景

的受訪者，比如說以賺錢為主要目的導向的澳洲打工度假者或是以遊樂為主要目

的導向，又或者是特定個人背景等，都可以藉由原先受訪者的經驗進行第一步的篩

選。本研究可以藉由此方法較容易找到本研究所缺乏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經驗。 

 

需要注意的是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時間最多兩年，實踐者之澳洲打工度假

相關人際網絡多半是這兩年間於旅程中所認識的人們。因此單純以滾雪球方式進

行很容易造成抽樣呈現出對象都是在特定幾年中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狀況。為避

免此一現象發生，本研究以其他管道為輔以認識新的澳洲打工度假者。許多組織會

不定期的舉辦澳洲打工度假相關分享會，這些分享會通常會邀請已經回到台灣之

澳洲打工度假者分享個人經驗，藉由這些分享會本研究可以取得與不同時期實踐

之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聯繫。研究者本身也有一些朋友於各個不同時期前往澳洲打

工度假，藉由這些朋友之人際網絡也可以讓抽樣不至於被固定於特定時期。 

 

在抽樣上本研究雖以滾雪球方式進行抽樣，對於抽樣對象本研究在抽樣時仍

遭遇到性別比例上的問題。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男女比例相當不平均，呈現出女

多男少的狀態。本研究在抽樣過程預期可能會遭遇到多半的受訪者皆為女性的狀

況，然而在最終的抽樣過程中卻呈現了男性居多的情形，此一狀況可能與研究者之

性別以及抽樣手段上的影響。且澳洲打工度假者有各自不同的實踐重心，影響著澳

洲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實踐經驗。這些不同的實踐重心與經驗可能會影響著澳洲

打工度假者分享其經驗的意願。本研究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即注意到許多較容易

接觸到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實踐重心都是比較偏向旅遊與休閒等，而將實

踐重心放於工作與賺錢的實踐者則是比較少接觸到，又或者是淡化實踐中的對工

作與賺錢的潛在期待。本研究並非企圖重現台灣澳洲打工度假年輕人母群的樣貌，

而是述說澳洲打工度假的經驗與液態現代性之關係。以下為本研究之受訪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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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

稱 

性別 年齡 前往

時年

齡 

前往

年份 

澳洲打工

度假時間 

訪談時距

澳洲打工

度假時間 

出國前職業 訪談時職業 教育

程度 

受訪者 A 男 34 30 2015 2 年 1 年半 樂手 澳洲之旅遊業、

樂手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B 男 37 30 2012 2 年 3 年 平面媒體工

作 

策展人並有自行

開店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C 女 37 29 2011 2 年 4 年 房仲業客服

與店務 

電子生產業之業

務助理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D 男 29 22 2012 1 年 4 年 學生 考公職中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E 女 27 23 2015 9 個月 2 年 學生，畢業

後求職過一

陣子 

餐飲內場並累積

創業資源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F 男 35 30 2014 2 年 約半年 銀行職員 金融投資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G 女 28 24 2015 1 年 1 年 待業 待業、嘗試自行

創業 

大學

畢業 

受訪者 H 男 27 24 2016 1 年 約半年 幫忙家中事

業 

待業、嘗試自行

創業 

大學

肄業 

受訪者 I 男 33 30 2016 2 年 約 3 個月 旅行社、兼

職樂手 

嘗試以音樂教學

維生 

大學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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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作為主要方式進行研究。參

與觀察法的使用，研究者可以依照需求將自身擺放於介入與非介入的位置。研究者

可以規畫各種不同「參與」……一個極端是「完全參與者」，實際進入研究情境日

常生活所建構中的一個角色或是角色組（set of roles）；另一個極端是「完全觀察者」

（complete observer），完全不介入社會互動，甚而刻意避免涉入所研究的世界。當

然，研究者在光譜的可能組合都是可以採用的（Babbie, 2001／劉鶴群、林秀雲、

陳麗欣、胡正申、黃韻如譯，2010：頁 425；Marshall, C. & Rossman, G. B., 1995: 

60）。本研究所採取的是不介入互動的觀察者位置，以旁觀的方式觀察澳洲打工度

假者的網路媒體使用。 

 

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研究方法本研究用於了解澳洲打工度假者個

人之背景以及經歷。由於本研究希望將實踐者個人之背景，以及對於澳洲打工度假

之生活及其對於自身生命的想像納入分析架構中，質化訪談的研究方式給予研究

者深入探索受訪者之經驗的機會，並可以在訪談的過程中依據每位受訪者的各自

不同的經驗調整問題。質性訪談方式有著彈性、反覆性以及持續性的特質。魯賓夫

婦提到： 

 

質性訪談的設計是反覆性的。意味著，每當你重複進行資料蒐集、分

析、篩選、檢測等基本過程，你愈有可能為你的研究現象建構清晰且可信

的模型…。 

質性訪談的持續向本質，意指在整個計畫的進行過程中，不斷地重新

設計問題（Babbie, 2001／劉鶴群、林秀雲、陳麗欣、胡正申、黃韻如譯，

2010：頁 456；Rubin and Rubin, 1995: 46-47）。 

 

本研究藉由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時期之訪談後整理並且初步地分析這些資料，

並找出尚未不足的部分，並依據從訪談中發現的新的重要線索延伸出新的問題，以

放在下一次的訪談中。藉由反覆並且持續地修改，讓本研究可以更深刻描繪出澳洲

打工度假者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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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訪談中保持一定的主題方向，依然會事先訂出數個問題，但並非僅依據這

些問題發問，而是依照受訪者的不同情況調整問題並且追問，並且在訪談資料蒐集

的過程中試圖改進這些問題。訪談問題著重於以下的問題範疇。首先關於實踐者個

人的背景，此一背景包含了實踐者之家庭、經濟、學歷等基本探索，先描繪出實踐

者個人之基本輪廓。接著詢問實踐者在決定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過程。這個過程的

探索包含了實踐者在此一時期藉由媒體所意識到的澳洲打工度假呈現的樣貌，實

踐者於該時期是如何思考澳洲打工度假與自己的生命歷史與生命規劃之間的關係。 

 

第二是對於實踐者於澳洲之經歷的探索，這個部份本研究所探索的是實踐者

在澳洲所過的生活。實踐者在澳洲之生活呈現的是怎樣的生活風格為此部分之重

點。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為實踐者與個人歷史、實踐想像與環境間協商後的實

踐。反思的現代性下的個人追求反思後的選擇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與個人所遭遇

之情境互動，呈現出的則是新的生活風格。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澳洲的實踐中使用網

路媒體幫助他們在澳洲的生活，網路媒體的影響隱藏在實踐者網路媒體的使用當

中，並在澳洲的生活歷程中如選擇是否移動、如何找工作、選擇哪一些工作、安排

如何工作與休閒等等選擇中展現出來。在這個階段，本研究從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

經驗探索中出發。首先本研究在此階段先詢問受訪者在澳洲打工度假整體的經歷

（如居住與移動的歷程、藉由哪一些方式找工作、找過哪些工作、實際做了哪些工

作、如何安排於澳洲生活中的工作與休閒、在澳洲所賺得的收入與使用情況等等），

藉由這些探索勾勒出受訪者澳洲打工度假生活的基本輪廓。接著本研究藉由這些

經驗上探索澳洲打工度假者實踐過程中所呈現的經驗與其在出發前建立之想像之

間的關係，想像與實踐經驗中是否有所差異，並深入探討澳洲打工度假者的何種經

驗促成想像與實踐間的差異及轉折。網路媒體及人際網絡的影響是隱含在澳洲打

工度假實踐階段背後的，本研究在此階段的探索以提問的方式進行，藉由觀察受訪

者於澳洲的經歷，向受訪者提問在澳洲打工度假歷程中的媒體科技經驗對其實踐

過程的影響。 

 

本研究訪談還著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對生命安排、自我認同的修正與選擇。澳

洲打工度假者結束打工度假後，一至兩年的澳洲打工度假經歷對實踐者或許使其

對於生命安排與自我認同上有所修正與改變。此部分探討澳洲打工度假者在結束

澳洲打工度假旅程後，他們對於自身生命的安排與反思性的自我認同有何改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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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統合澳洲的經驗於後澳洲打工度假的新生活中，實踐出怎樣的生活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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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澳洲打工度假與反思的現代性 

 

一、轉折時刻：生命軌跡的斷點同時作為一種持續狀態 

 

Rice（2010）對於打工度假者的研究中提到，許多人都是在生涯的轉折時刻決

定前往打工度假。這個轉折時刻可能是人們邁向人生下一個階段的時刻，比如說在

結束了人生中十多年的求學生涯告別校園前往職場前的時刻、即將邁入婚姻生活

前生命將要進入家庭前的猶豫時刻等等。在這些人生轉折時刻中，人們結束了前一

段的人生階段，並且在下一段人生階段尚未定下之時（也許已經確定下一段人生的

方向，但是尚未開始執行，還有著猶豫的空間），人們有著得以跳出人生常軌的機

會。這個讓人們可以暫時脫離的時刻在台灣的澳洲打工度假者身上有著與 Rice 所

敘述的轉折時刻有些稍微不同的運作。 

 

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意味著中止原有的生活，前往異地開啟新的生活，要拋下原

有的生活想必並非是一件容易之事。Rice 所說的「轉折時刻」正是一段人生階段的

結束與新的人生階段的開始。在這個轉折時刻中成行，所要放棄的東西最少，也因

此我們常看到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是在求學階段結束、一份工作結束之時成行。受

訪者 C 的經驗也呈現了這樣的「結束之時出發」。 

 

在澳洲打工度假者之中受訪者 C 是年齡較大的實踐者（37 歲，女性），受訪者

C 在大學時期就已經接觸過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資訊，在當時受訪者 C 就已經對澳

洲打工度假實踐相當有興趣了，但直到 29 歲那年受訪者 C 才實際成行前往澳洲。

在當時阻礙受訪者 C 前往澳洲的主要是家人無法長期幫忙照顧他所飼養的寵物。

直到他 29 歲時寵物過世之後，受訪者 C 才決定出發。 

 

不僅僅是受訪者 C 的經驗中是在人生的轉折時刻成行，實際上這是相當常見

的，受訪者 B（37 歲，男性）在雜誌上看到澳洲打工度假資訊，當時受訪者 B 並

沒有足夠的存款，而在工作生活之中漸漸淡忘了這件事情。直到五年後受訪者 B 約

三十歲時在工作上和老闆發生了不愉快，在思考工作的去留時才想起了澳洲打工

度假這件事情，此時的受訪者 B 的存款已是足夠的，受訪者 B 便趁著這個時機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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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來在轉折時刻出發這件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正好在這個時刻人

生出現不連續的斷點或是出現了合適的中止時機，因而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擺在

這個時刻實踐。但這件看似單純的安排其背後包含了個人生命歷史對個人的深刻

影響。個人常常是背負著自身的歷史出發，出發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決定是個人與

自身的歷史背景，也就是自身過去的經歷，仔細檢視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標以及選擇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可能會造成的失去，將之放置在去與留的天秤兩端仔細衡量。澳

洲打工度假意味著中斷現有的生活，實踐者在抉擇時常會需要衡量其所會造成的

損失，例如失去原有的工作、失去與朋友的連結、失去與家人的連結。然而，當這

些失去在實踐者的當下的衡量後顯得暫時拋棄也無所謂時，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的

可行性就被凸顯出來了。前述受訪者 B 的經驗中，他面臨到該要選擇是否要拋棄

原有工作的時刻，原有的生活出現了可以選擇拋棄的時刻，若要拋棄不如開展新的

生活吧。而受訪者 C 在牽掛的寵物離世後，讓他能夠安心地實踐澳洲打工度假的

夢想。 

 

當可能造成的失去在天秤留下的這端變得舉無輕重的同時，澳洲打工度假者

同時也衡量著對於未來的規劃與追求。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仔細衡量著澳洲打工

度假可能為他帶來的各種獲得，無論是語言上的成長、金錢上的積蓄或是更為虛幻

不確定的人生觀的成長。但澳洲打工度假者不見得人人都帶著明確的目標前往澳

洲，不如這樣說，沒有明確的目標有時更是促使澳洲工度假者前往澳洲的常見狀態。 

 

求學時期的結束前往職場工作前的這個轉折時刻，部分台灣年輕人的這段轉

折時刻是包含著困難、不確定與焦慮的。在這段時期的台灣年輕人面臨到離開學校

並找到工作進入職場。在這個時刻中部份台灣年輕人所遭遇到的是前一個人生階

段結束，新的人生方向尚未完全確立。這種對於人生方向的不確定，有時來自於求

學期間所讀的科系與自身興趣不符合，又或者對未來將要面對的生活感到不滿意。

在這些情況中年輕人在這個轉折時刻往往會是充滿著困難與挫折的一段時間。受

訪者 E 便是在這個轉折時刻遭遇到這種情況。 

 

受訪者 E（27 歲，女性）在大學時期所就讀的是英文系，當初選擇這個系所是

因為英文是受訪者 E 當時唯一一個有興趣的方向。雖然大學所念的英文是符合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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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但英文系的畢業出路的工作類型卻吸引不了受訪者 E。 

 

讀完英文之後，要嘛就是當老師，要嘛就是當翻譯，就是很普通，就

是文書之類的，行政。然後都沒興趣啊（受訪者 E，2017）。 

 

在大學畢業之時，受訪者 E 遭遇到大學系所的畢業出路不符合自己的期待。

正好受訪者 E 有一位遠房親戚在舊金山工作，在這時受訪者 E 思考著既然大學所

念的是英文，且畢業後又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工作，同時在美國工作的機會也吸

引著受訪者 E。因此受訪者 E 去了美國和這名遠房親戚住，並且試著幫親戚工作。 

 

但這段住在美國的日子並非行前想像的美好，這名遠房親戚的工作是接待中

國旅客的司機兼導遊，受訪者 E 跟著親戚一起工作發現這樣的工作英文似乎也沒

有必要。此外，受訪者 E 在行前欠缺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還未想好自己未來想

做的工作是什麼，導致她在美國的日子中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因此這段美國生

活只持續了三個月，受訪者 E 就回來台灣了。 

 

結束了美國短暫的生活後，受訪者 E 下定決心要依據自己的興趣找工作。受

訪者 E 在大學時長期在一間咖啡店中打工，這段打工的經驗培養了她對於餐飲業

廚房工作的興趣，比起使用大學所學的英文的文書工作，餐飲業內場的工作更吸引

著受訪者 E。回到台北後，受訪者 E 就開始找自己有興趣的餐廳內場的工作。但多

次應徵的經驗中受訪者 E 仍然是不斷的碰壁，台北的餐廳不傾向讓女生做廚房內

場工作，而是希望讓受訪者 E 做偏向服務的外場工作。在台北就業的不順遂，受

訪者 E 最終決定回到大學打工的咖啡店工作，在此時正好這時大學同學情侶檔邀

請受訪者 E 一同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受訪者 E 遂而決定抱著給予自己一年的 Gap 

Year 好好放鬆與看看世界，與大學同學情侶檔一同成行。 

 

類似的就業經驗也出現在 受訪者 G（28 歲，女性）的經驗中。受訪者 G 大學

時所學的是運動及觀光相關的學系，在畢業之際她申請前往了美國打工，回台後即

開始尋找工作。在這段時間中，受訪者 G 先是從自己大學系所相關的活動企劃類

型的工作著手，並且進入一間公關公司。但這份工作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受訪

者 G 進入該公司後發現這份工作理應是重視創新的公關類型工作，但是實際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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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往往是依照著慣例執行的工作內容，在工作中若自己有新的想法卻常常

被上司駁回，受訪者 G 認為這樣的工作內容與環境無利於自己的發揮，並非是自

己理想的工作，因此這份工作只維持了短暫的兩個月受訪者 G 就離開了這間公司。

「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又不知道自己要幹嘛」，這段時間中受訪者 G 無法確定自

己人生理想的方向，並且沒有穩定的工作，是她的人生中最低潮的時候。結束了公

關公司的工作後，受訪者 G 則決定要考取旅遊帶團的證照，同時為了緩解當時的

困境並且轉換個環境，受訪者 G 決定在這時執行原先就有計畫要執行的澳洲打工

度假。 

 

在大學畢業到就業之間這段時間，是台灣年輕人們從過去的學生身分轉換成

勞動者身分的時刻。這個轉換身分的時刻也是常見澳洲打工度假者成行的時刻，如

同 Rice 的說法，這個時刻也是一個人生中的「轉折時刻」。但台灣的年輕人在這個

時期不僅僅是轉換身分這麼簡單，有些年輕人在轉換身分的過程中遭遇到了興趣

與就業上的矛盾。如同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G 的經驗，受訪者 E 對於自己系所畢業

後的工作並不感興趣，並且自己感興趣的工作上又遭遇到職場性別化的問題；而受

訪者 G 是嘗試了自己原以為有興趣的工作，但發現這份工作並不如同自己想像的

美好，兩者皆遭遇到了就業上的困境和工作與興趣之間的矛盾。在這種處境之下，

年輕人也試著嘗試其他方向，但這段掙扎過程為年輕人們帶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

延長了這段轉換身分的「轉折時刻」。 

 

工作與興趣的矛盾除了在大學剛畢業踏入勞動市場求職之際之外，台灣年輕

人在生命的其他時刻也同樣會遭遇到這個問題。受訪者 F 與前述的受訪者 E、受訪

者 G 不同，受訪者 F（35 歲，男性）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前已經在台灣踏入職場多

年。受訪者 F 在大學畢業並結束兵役後便投入職場，前後有著兩份穩定的工作。第

一份工作與受訪者 F 在大學時所學的資訊科系相關，是電腦維修的工作，但受訪

者 F 發現這份工作與自己的興趣不符，並認為這份工作沒有成長的空間。受訪者 F

在投入職場的四年後找了另一份與自己興趣相關的銀行業證券工作，工作內容主

要為幫助客戶進行期貨投資，但這份工作同樣的也只維持了四年，離職的原因同樣

的也是因為沒有成長空間，且正好受訪者 F 被轉調到了自己沒興趣的客服部門，

受訪者 F 遂而在自己三十歲時離職前往澳洲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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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不能當飯吃」這是台灣社會中常會聽到對於興趣與工作之間兩難的說

法，但年輕一輩或許並不是這樣想的，有些年輕人努力在興趣與工作之間找到一個

理想的平衡點，較過去的人們在意工作與生命的品質，在工作上部分年輕人們較過

去更希望工作能與自己的興趣相配合，在找尋合適的工作之時，加長了前述的「轉

折時刻」。除此之外，現代台灣就業環境的轉變，工作缺乏發展性，有些台灣年輕

人在興趣與工作的兩端猶豫著，使得這種「轉折時刻」反覆出現或促使個人主動中

斷人生的連續性以追求興趣與工作的平衡，主動創造出這個「轉折時刻」。澳洲打

工度假作為一種在近十年來十分興盛的跨國實踐，除了因為澳洲打工度假簽證申

請的低難度外，這樣的現代背景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轉折時刻」、對於未來的不確定、對現有的生活的不滿意等等，這些元素常

常出現在澳洲打工度假者們的個人歷史中。在這現象中有趣的是這些「轉折時刻」、

不確定與不滿意似乎在任何時刻都有可能出現，不被侷限在普遍生命軌跡中的某

一個時刻。而究竟這些不確定、不滿意是「轉折時刻」所出現的短暫狀態呢？又或

者「轉折」本身便是一個當代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狀態」？ 

 

對於在台灣年輕人們身上常出現的，對於自己在工作、生涯或自我認同不太確

定的現象，東浩紀於《動物化的後現代》一書以後現代的角度談論御宅族時，認為

御宅族們重視虛構世界的態度對於上一輩來說只能當作 Moratorium 來看待。當然

御宅族的例子與澳洲打工度假者並非是可以拿來類比的例子，但兩者可能分享的

是同一個現代性背景，而御宅族與澳洲打工度假者兩者僅是此一現代性影響中的

兩種不同的外顯現象。東浩紀這樣提到：御宅族們之所以封閉在共同的興趣之中，

不是他們抗拒這個社會，而是因為社會價值規範的機能已無法順利運作，被迫需要

創造出另一套價值觀（東浩紀，2001／褚炫初譯，2012：頁 48）。在後現代的角度

來看，正是大敘事的衰退造就了這些現象。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此一現象正是

應該要從整體當代社會新的現代性的角度觀看，這些打工度假的故事而非僅僅是

一個個個體各自的生命故事，也不應以傳統既有的思維詮釋它。 

 

若以 Moratorium 這樣的未定型的自我認同狀態解釋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們

所面臨狀態，那麼年輕人們僅是處於嘗試著各種職業及人生方向，未做出最後的投

入的個人認同危機狀態。但這樣的個人認同危機卻常是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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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不斷的反覆出現，甚至是在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工作生活後又再度出現。本研

究認為現代台灣年輕人身上所出現的並非僅僅是社會生活缺乏成長性，經濟生活

的困難等等社會問題，環繞著澳洲打工度假現象的是對於生命想像的不滿足。 

 

這樣的台灣現代背景中，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都會提到他們在當時前往澳洲

是想要「換個環境」以及「想要休息」。這個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目的常常是年輕

人們試圖為自己的生命帶來一些轉變以紓解對現有生活的不滿以及當下所遭遇的

困境。 

 

年輕人們決定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雖有著類似逃離現有困境的因素在內，

但其選擇過程往往有著多種因素的思考包含在內，並且也牽涉於時代背景的改變

以及年輕人想法、思維上的轉變。與其將澳洲打工度假詮釋為逃離台灣困境，本研

究認為組織著澳洲打工度假行動的核心之一為對於困境的反抗企圖，其核心正在

於帶來變動，藉由澳洲打工度假，台灣年輕人試圖為自己的生命帶來一些改變。

Bauman《流動的現代性》一書中，談論到自由一事之時這樣說道： 

 

感到不受限制、感到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表明在欲求、想像力和行

動能力之間，達到了一種均衡：在想像力不超出人們的實際欲求，在想像

力和實際欲求都不超出行動能力的意義上，人們可以感到自由（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12：頁 24）。 

 

當現代的社會進展到了足夠自由，並且社會同時允許人們「成為他人」的企圖

時，現代的人們生活在明顯的無限的機會中間，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成為任何人的自

由（freedom to become anybody）（Bauman, 2000），在這情況下人們的想像力就得

到了擴充。人們可以去想像他人的理想生活，但自身遭受了限制或困境而無法實際

去過理想的生活之時，苦痛便從這邊產生了。然而在大敘事凋零，更精確的說，如

同 Giddens 所說的，現代性為我們帶來的不是需要參照而生活，而是生活歷程越來

越脫離開與個體與其他個體和群體存在固有聯繫的那種外在性（Giddens，1991），

從這一個層面說來，現代社會中的年輕人們的已從傳統的人生敘事中解脫，但同時

也是失去了人生敘事的參照。傳統在過去的時代發揮著指引的作用，不過現在這些

指引正在逐漸失效、過時或是正面臨修正，此時出現的正是個體化的現象。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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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敘述的是有關社會制度以及個體和社會關係的一個結構的、社會學的轉變（Beck, 

1999）。然而在傳統失效之時，人們失去了過去傳統所給予的參照，這或許為個人

帶來了行動上的自由，但未必是令人感到愉快一件事。對於社會給予的慣例之討論，

Bauman 這樣說道： 

 

社會壓力強加的、濃縮的規則和慣例，能夠免除人們的這種痛苦：由

於可實施的、灌輸了的行為規範的單一性和穩定性，人們在多數時間裡知

道如何前進，並且幾乎不會處於一種身邊沒有路標的環境－這是一種只能

根據自己的責任來作出決定的狀態，是一種對結局缺乏令人放心的知識的

狀態，是一種讓每個人像前進都充滿難以計算的風險的狀態（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12：頁 30）。 

 

Beck 也這麼提到：人們從父輩傳承下來的生活原型不再起作用。……這個世

代充滿令人焦躁不安的東西，因為沒人知道如何才能做成這些事情（Beck, 2002／

李榮山等譯，2011）。不確定性充斥了個人的生活，部分年輕人們對其生活感到不

確定、不滿足也正是在這樣的現代背景中發生。 

 



55 

 

二、逐漸失效的傳統與年輕人的思維 

 

澳洲打工度假橫跨了工作與休閒的兩極，討論澳洲打工度假兩者都是不能回

避的討論範疇。澳洲打工度假中斷了實踐者生命的連續性，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不

避諱地說到澳洲打工度假的目的之一也是想要休息。並且澳洲打工度假帶來的旅

行機會同時也是吸引著台灣年輕人們的原因之一。在傳統的思維中工作與休閒有

著較不平等的地位，並非休閒是不被允許的，但為了休閒而中斷工作的累積、離開

工作崗位，或是破壞生命規劃的連續性，則是傳統思維較為不能接受的。本研究認

為現代澳洲打工度假的盛行還包含著台灣年輕人們對於生命想像轉變，部分年輕

人們有著與傳統思維在生命的想像上有著不同之處。 

 

與較為傳統的省吃儉用、吃苦耐勞的生命觀不同，許多年輕人認為人應該也要

重視生命中的快樂與享受。這種類似享樂主義的特質，對於自身生命的想像上不想

自己的生命僅僅受到工作的牽制，而是希望在工作與享樂上有著良好的平衡。有些

澳洲打工度假者決定成行的動機也顯示著這樣的特質。受訪者 F（35 歲，男性）提

到自己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是一種多方因素的選擇時，他不避諱地也表示除

了當時正好遭遇到工作上的轉折之外，自己同時也是想要休息。 

 

也是剛好是在一個十字路口，就是期貨那邊剛好沒辦法繼續往下走，

就想說休息，也是想說存錢，確實休息真的也是一個選擇，去國外畢竟換

個環境，台灣就是暫時可以不用理他，確實剛去國外這半年覺得有點輕

鬆……（受訪者 F，2017） 

 

但這種較類似享樂主義的生命想像某一程度上的與台灣社會中較傳統的生命

觀相違背。如同本研究於第二章所提到研究者焦佳弘之訪談內容中，澳洲打工度假

者對家人將同時包含工作與休閒的澳洲打工度假將工作層面擴大以包裝澳洲打工

度假實踐的這段訪談內容，在台灣較傳統的觀念中，休閒相較於工作有著較不正當

的地位，並且兩者之間的地位也是不對等的，當重視休閒的年輕人思維與傳統思維

相遇時則常會產生出衝突的狀況，這種衝突的出現意味著遭遇到澳洲打工度假這

種跨國的實踐不相應的社會環境條件，而家庭正好是這兩種思維常會正面衝突的

場域。受訪者 D 的經驗正好有著這種思維上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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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29 歲，男性）是個嚮往歐美式的生活的年輕人，對澳洲打工度假

的想像主要是藉由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學姊的經驗所建構，關於受訪者 D 對澳洲

打工度假的想像本研究將會在後續章節再介紹。當受訪者 D 決定要在大學畢業之

時去澳洲打工度假之時，他的父親因此而相當生氣，父親認為一直以來受訪者 D

的人生方向都讓受訪者 D 自己選擇，當受訪者 D 在大學畢業之時不選擇立刻準備

其大學科系相關的國家考試就業方向而是想去澳洲打工度假，這是受訪者 D 對其

人生沒有想清楚的結果。在這個情境之中，受訪者 D 的父親對其生涯的連續性相

當重視，由於受訪者 D 是不需要服兵役的，在這個轉折時刻受訪者 D 不是選擇直

接進入職場工作，而是選擇有違生涯連續性的澳洲打工度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

包含著較為偏向休閒的部分成為受訪者 D 的父親（與台灣傳統思維上）無法被接

受的部分。 

 

當這種年輕人自身與家中傳統思維上矛盾出現之時，溝通與解釋作為解決的

手段之一，受訪者 D 企圖與父親溝通，他將自己對於人生的規劃與父親說明，認

為自己不像其他男生一般需要當兵，他缺少了如同大部分男生需要去軍中磨練的

機會，因此他希望藉由這一年去澳洲打工度假磨練自己，並且在結束澳洲打工度假

回到台灣之後便會專心準備國考。經由如此之解釋後，受訪者 D 的父親才釋懷並

放行。受訪者 D 的經驗如同研究者焦佳弘的受訪者的經驗一般，在與傳統思維溝

通的過程，受訪者 D 將澳洲打工度假中可能會經歷到的挑戰放大，以父親所認同

的語言包裝澳洲打工度假，隱藏其想要遊玩與放鬆等不為父親認同的目的。 

 

現代台灣年輕人們除了對於休閒的追求之外，對於工作積累的思維與傳統的

思維也有所差異。澳洲打工度假行動某一程度上使年輕人中斷台灣生命軌跡的連

續性，無論是在大學期間休學時、大學剛畢業時或是出社會工作後實踐這為期一到

兩年的打工度假，都會使得年輕人在其台灣的學業、工作累積暫時中斷，或者使得

年輕人回國後較同年齡的年輕人在生涯累積上晚個一到兩年。台灣較傳統的生涯

觀念中對於生涯規劃的積累與連續性上相當在意，也因此台灣社會中對於澳洲打

工度假的討論不乏著「澳洲打工度假經驗對於找工作有沒有幫助」此一類型的詢問

與討論，舉例而言，中國時報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即做了一篇「青年欲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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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職涯方向的報導12」，背包客棧論壇中一篇受到聯合新聞網轉載，題為「地

獄來的草莓－打工度假的迷思13」之文章中這樣提到： 

 

這類的案例看太多了，很多人以為去一年打工渡假，回台灣找工作會

有加分，那我告訴你，NO！不完全都是加分，有時候還是扣分，當個海外

志工跟打工渡假，回台灣找工作不一定有加分，有一些面試官還會因為有

過海外經驗，覺得這人沒定性、一定會老是想要往外跑、脫離台灣職場太

久無法適應、動不動就提過去在海外的經驗比較等等……（ivyleetravel, 

2018） 

 

打工度假議題與歸國後對工作的影響作為常見的議題，然而部分台灣年輕人

與台灣傳統生涯想像不同，並非如此重視在工作上的積累，或是有著與傳統觀念上

不同的積累觀念。受訪者 E（27 歲，女性）對於餐飲工作的興趣使她將人生目標放

在想要自己開一家店，當詢問到他對於工作積累的想像時，她認為對她而言工作的

積累是在於學習經驗和存開店的資金。受訪者 E 的回答確實也是一種對於工作積

累的想像，但是工作的積累對她而言優先順序並非是這麼前面的。受訪者 E 深受

韓國文化的影響，結束澳洲打工度假的她還計畫著將要在近幾年內再度出發前往

韓國打工度假。當問及她是否會擔心這個韓國打工度假的計畫會影響她人生中的

開店計畫的關係時，受訪者 E 認為去韓國打工度假這件事是只有現在可以做，以

後就沒有機會了。比起在工作上的累積以達成其生涯上的目標，受訪者 E 更為在

意其興趣以及僅有在現在可以實踐的體驗。 

 

各種資本的價值是經過價值觀的評級，這個評級在過去藉由傳統敘事中的價

值觀進行評比，規定著那些資本的積累是較有價值的，並且應該要以何種方式累積

這些資本。也因此當與澳洲打工度假者們談論到傳統台灣社會所認同的理想工作

時他們的答案重複性相當高，公務員、醫生、律師等等工作常是他們想像中的傳統

所會認同的工作。 

 

與資本積累的價值評級相同的，傳統同樣的也規定了何為生命中理想的品質。

                                                             
12 新聞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4000681-260107。 
13 文章網址：https://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116916、

https://udn.com/news/story/7269/3200649。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4000681-260107
https://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116916、https://udn.com/news/story/7269/3200649
https://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116916、https://udn.com/news/story/7269/32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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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到澳洲打工度假者們與家長的溝通過程中，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出發前

面臨與家長的意見衝突，經歷了一段說服的過程。這階段的意見衝突與溝通過程可

以看到傳統與現代年輕人思維的差異藉由家長與子女間的世代關係展現。社會中

個人與傳統及現代性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然而以家庭為單位，父母與子女分屬於

不同的世代，父母的姿態在家庭中是子女最能就近觀察之上一個世代的樣本。陸洛

等人認為在傳統與現代性上，台灣社會展現出後一世代較前一世代來的現代與擺

脫傳統的趨勢（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這樣的觀察與推論在新的現代性

中傳統式微的論調以及西方社會的部分觀念逐漸引進台灣社會的現代化歷史背景

中，是相當合理的。 

 

家庭中父母的生活樣貌，作為社會中傳統深層思維的表面投射發揮著作用。如

同前述受訪者 D（29 歲，男性）出發前遭受父親反對的經驗，是家中權力關係的

作用。陸洛等認為華人家庭向來強調人倫與角色規範，父則父，子則子，親子兩造

的地位、權力、責任、義務皆不相同，……親代為了維持親權並延續傳統家庭的運

作（承襲自他們自身為人子女的家庭經驗），可能會特別強調傳統性中如遵從權威

和孝親敬祖等心理內涵（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尤其在受訪者 D 所身處

的大學畢業之際此一生命階段，父親與兒子間的上下關係仍壁壘分明，藉由親子間

上與下的權力關係，傳統企圖在此發揮作用。 

 

在與受訪者 G（28 歲，女性）的訪談中談到了對於生命的想像時受訪者 G 講

到了對於父母生命樣貌的不認同。受訪者 G 的父親是一名油漆工人而母親在某航

空公司的空廚工作， 受訪者 G 的母親對於生命的想像認為應該要有個穩定的工

作，並且在生活與花費上節省以備不時之需。受訪者 G 坦言自己過去深深地受到

母親的影響，也曾經認同母親的想法，但現在的受訪者 G 並不想過這樣的生活，

而是希望在工作與享受生命之間達到平衡。受訪者 G 所提到的母親生命想像中穩

定的追求正是台灣社會中傳統上對理想生命樣貌的想像。穩定的工作，代表著有著

穩定的收入，而節省生活花費也是傳統的生命想像的重要一環。穩定、節省、積累

是台灣傳統生命想像中的常見要素。 

 

然而這個價值觀的評級如今不再完全藉由傳統決定，傳統退居成為社會中的

其中一種「建議」的思維，而決定權被轉交於個人，能否發生作用端看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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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可以將之置之不理，又或者只在有需要的時候使用它，也可以在選擇它之後

再度將它拋棄，現代的認同依靠著個人的各種選擇所支撐。 

 

結合現今台灣年輕人就業市場的困境，現今台灣的就業市場不再像過去的時

代一般投注時間下去便可以有好的成長空間。職涯積累不再如此重要的就業環境

中，台灣傳統的職涯想像不再適用，又同時傳統所扮演的角色從過去的「指示」退

居到了「建議」的地位。台灣年輕人不再急於累積自己的職涯經驗與資本，並且以

自身的價值觀決定生涯目標、要累積的資本、累積的方式等，常遊走於工作與休閒、

興趣間，較過去的人們輕易地離開工作崗位前往追求興趣與夢想，呈現出富有流動

性的「液態」特質。 

 

而現代生命本身因傳統的式微失去了指引的作用，在這層面上個人不僅不再

被「規定」應該要如何行動在常軌上，各種行動方針只要合乎一定的規範，個人如

何選擇自己的人生方向都不再受到強大的限制。換句話說，個人不再被給予生命的

目標，也因此可以自由選擇行動的目標。借 Bauman 對液態現代性中「脫域」與「再

嵌入」的討論（見本研究第 29 頁），現代社會中的個人行動不再是企圖跟上某一個

階級，符合它應有的樣貌，也因此行動的終點是看不到「再嵌入」的希望。如此一

來，個人在進行各種選擇時不再有維持原有的認同、目標的必要性，也因此個人可

以選擇在適當時機或是主動中斷原有的生活，或是選擇較不被傳統認可的休閒作

為行動目的。年輕人的生命變得可以擺脫自己身處的社會環境帶來的文化上的結

構限制，跳脫出傳統所述說的人生敘事範疇，實踐前一世代的人們不太會去想像的

跨國實踐。打工度假給予了台灣年輕人相較於過去的時代較低門檻的海外生活機

會。同時，擺脫傳統的人生敘事範疇，年輕人漸漸的可以選擇在生涯中維持著變動

而不再如過去的時代中受到傳統的阻礙與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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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斷變動的個人生涯 

 

晚期現代社會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特徵在於大敘事在現在已經逐漸失去了它在

過去的時代所發揮的影響力，個人的人生軌跡不再被要求依循傳統所給予的既定

範本，生命範本的缺失使得個人生命充斥著不確定性，呈現出的是由一個個決定所

串連而成的不斷變動之軌跡。受訪者 I（33 歲，男性）的人生歷程或許是較為曲折

的，本研究認為以受訪者 I 的案例正好能夠看出大敘事的逐漸失效以及現代的個人

是如何與之互動的。受訪者 I 在大學時期就讀廣電科系，但如同許多現代年輕人的

經驗一般，大學所學的知識與技術與其興趣無關。受訪者 I 在高中時在因緣際會之

下接觸了 Bass 這項樂器，經歷高中與大學時期的不斷練習、組團、表演，Bass 不

僅僅是受訪者 I 最大的興趣，同時也成為受訪者 I 的重要自我認同－作為一名 Bass

手的自我認同。 

 

與這個 Bass 手自我認同相呼應的，受訪者 I 在大學畢業後對人生所做的選擇

總是環繞在這個自我認同之上。在當兵時由於他家庭經濟環境較差，並且受訪者 I

個人希望能過著能讓他持續接觸音樂的工作，受訪者 I 簽下了軍樂隊的志願役工

作。稍後受訪者 I 才發現軍樂隊的這份工作並非他所想像的如此美好，在經過一番

抉擇後退出了軍樂隊。結束軍旅生涯後，受訪者 I 在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前做了兩份

正職工作：銀行客服以及旅行社的工作，並在兩份工作的中間有著約一年的僅以音

樂相關活動維生的無正職工作時期。 

 

表面上受訪者 I 擁有兩份正式並穩定的工作，但直到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前，

Bass 手的身分始終是受訪者 I 的主要認同，銀行客服與旅行社的工作對於受訪者 I

來說僅是用以維持 Bass 手身分的經濟來源，在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前的約五年間，

受訪者 I 始終作為 Bass 手活動著。也因此，受訪者 I 認為兩份工作之間無正職的

一年才是他過的最快樂的時期，他在這一年間的生活完全環繞在 Bass 上，完全以

Bass 手的身分活著。 

 

但受訪者 I 的家人們並不認同他以 Bass 為重的認同，從受訪者 I 剛開始想學

Bass 之時就相當反對了。當詢問到了家人對他的期待時，受訪者 I 認為對於他的

家人來說理想的工作是能夠賺錢並且能夠穩定成長、向上晉升的工作，Bass 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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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家人的理想背道而馳。也因此受訪者 I 辭去銀行客服工作時，家人對他的選

擇並不諒解，但家人並沒有對受訪者 I 多說什麼。 

 

本研究認為大敘事並未消滅到我們完全不受到其影響，受訪者 I 的經驗與許多

人的經驗一般，我們依然能感受到較傳統的敘事，但其影響力並未如同過去的時代

般強大，現代的年輕人可以也有權自由的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樣貌。 

 

社會給予我們的較傳統的生命想像，非僅是傳統的過時的生命想像，它同時也

是一種在社會上生活的策略，是我們在社會上較易生存的生命想像範本。但並不代

表現代與這些生命想像產生的時代沒有差別，時間不斷的向前推進的過程中，這個

生命想像範本的某些部份變得似乎不被年輕人們所接受。但選擇與傳統所給予我

們的範本相異的道路，就像是在缺乏指引的道路上前進，在每個叉路口必須憑著自

身的判斷做下決定，且無法預測這個判斷是否會帶領自己前往自己想要前往的地

方。在現代的這種狀態之下，人生的傳統敘事作為一個範本，人們可以在各種不同

的人生選擇中走出與之不同的路線，同時也可以從中拆解出部分個人想要的部分

實踐。 

 

受訪者 I 的經歷中正好妥善地展現出這樣的特點，他辭去銀行的工作正是為了

投入他興趣所向的 Bass 工作，但卻又在無法控制的際遇之中，在這條路上變得不

順遂，於是一年後又重新找了另一份旅行社的工作。澳洲打工度假的想法在實際執

行前的一兩年，受訪者 I 的女朋友便已經向他提及，但當時受訪者 I 則是還想要在

Bass 手這條路上再拚看看。直到受訪者 I 接近三十歲時，受訪者 I 的對自己的自我

認同有些改變，認為自己應該要走入人生的下個階段，因而決定出國前往澳洲打工

度假。受訪者 I 認為自己某部分的觀念是較為傳統的，在三十歲之際，他認為自己

應該要思考往後組成家庭結婚的事情，因此藉由澳洲打工度假的機會能為自己賺

些積蓄，並且以後不再依靠 Bass 維生了。 

 

在現在此一時代的現代性中，個人的身分不再是給定的，並且較不再受到傳統

的生命想像的強烈牽制。傳統的生命想像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在過去的時代成為社

會中的主流想像，想必有其益於生存的優勢。基於這個益於生存的基礎，傳統的生

命想像中較為不符合當下時代的部份現代的個人得以將之捨去，僅留下想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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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如同受訪者 I 的經驗所展現的，現代個人的認同在人

生軌跡中是可能變動的，個體化的這個過程為個人帶來了選擇空間。 

 

相同的變動性在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經驗中常常是不斷的出現的。受訪者 I 在決

定拋棄 Bass 手身分認同出發前往澳洲打工度假時所形成的認同在澳洲的旅程中同

樣的發生了一些變化，在經歷了澳洲的旅行經驗，回到台灣的受訪者 I 首先就去各

家樂器行應徵教師的工作，原本因為音樂工作缺乏其發展性，認為自己可能再也不

會想要在音樂這一方向謀生，然而經歷了澳洲打工度假的工作生活後，受訪者 I 則

是認為將音樂教學工作做為謀生的其中一個方式也未嘗不可。現代中個人認同的

這個變動性，作為澳洲打工度假現象興盛的時代背景，同時也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實

踐過程中對實踐者發揮著影響。從對生命想像的敘事觀點看來，澳洲打工度假的現

象背後展現出的是大敘事失去其影響力，也說明了現代的台灣年輕人擁有著與早

些時代的其父母一輩又或者是更早些的台灣人們有著不同的生命想像。從個人的

角度，以自身興趣組織其生命想像並且富含變動性正是此現代性的特質之一。 

 

受訪者 I 的經驗正妥善地展現了，傳統的地位下降帶來的不確定與變動特質。

前面已提及的大敘事及傳統的衰弱背景之下，個人身分不再是被給定的，人生的追

求目標也已然從過去的「社會階級」中脫離出來，換句話說，從現有的身分到目標

都是處於「不確定」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不再有一個令人滿意及安心的範

本存在，年輕人們僅能憑藉著與自身對話，逐步摸索前進的方向，在生命中的各種

決定之中，個人有著不斷變換認同的可能。如同受訪者 I 經驗中，自身興趣、現實

考量及傳統價值等等要素混雜其中，不斷重新決定變動著各種要素的重要性順序。

可以說是液態的自我認同。這種液態的自我認同並非意指現代的年輕人們缺乏著

對於同一目標前進的定性。在這種現代性中個人的生涯目標轉由個人自行決定，個

人可能如同受訪者 I 有著複數的目標，在生命不同的時期改變著這些目標與認同的

重要性順序，這些目標之間也可能相互涵蓋，並且同時在這樣的現代性中前往此一

目標的路徑同樣的未被明確規定，似乎只要是合乎一定規範，並且可以前往此一目

標的各種路徑皆被視為是可被接受的。 

 

來自傳統所給與的生命敘事上的結構變得較為寬鬆許多，給予年輕人自行決

定的權限，但得到跳脫的機會並非代表結構就此煙消雲散。在現代中，本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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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某一程度生命敘事中對於價值觀逐漸變得由個人「選擇」而決定，然而本研究

以個人「選擇」敘說而非「創造」價值，意味著它依然是社會性的，並且仍有著結

構限制，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已有提及的，社會中由多種規則、條件與制度等組成

的制度參照點所給予的結構化的個人選項，Beck 以「制度化的個體主義」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敘述這樣的個體化（Beck, 2002／李榮山等譯，

2011）。在澳洲打工度假這樣的例子中，簽證取得條件以及延長一年的二簽等規定

正是對於個人的結構限制之一，生命中各種可以選擇的選項有著相應的規則，限制

了個人的選擇範圍，並包含著各種使用條件、限制與後果。並且社會中各種生命敘

事中的元素也有著相應的條件與後果。舉例而言以受訪者 I 的經驗作為範例，想要

成家立業的背後有著相應的經濟要求，為達成這樣的經濟要求，受訪者 I 在興趣上

則有所犧牲。當然受訪者 I 也可以選擇企圖同時滿足興趣與經濟上的要求，但這樣

的選擇則是難以執行，若要順利執行則可能需要更多的條件支撐，例如音樂工作上

的際遇、突出的能力、或是個人背景上資源的豐富。藉由這樣的方式，台灣年輕人

們可以不受限於傳統的生涯的想像，但僅有數種選項是較可行的方案（當然依照個

人背景的不同有著不同的選項），結構藉由個人選擇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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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與生涯規劃的「接合」 

 

本研究於這邊以「接合」形容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與年輕人生涯規劃的原因在

於，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有著脫離年輕人生命常軌，類似於人生的插曲之特性，但年

輕人們企圖在這段旅行時光中獲得各種經驗與機會，這段時光也可能影響著年輕

人們的未來。 

 

澳洲打工度假涉及的是前往一個台灣年輕人們不甚了解的國度生活的跨國實

踐，其行動往往包含對於挑戰與成長的想像。在受訪者 G（28 歲，女性）前往澳

洲半年時短暫回國後，將要回到澳洲之時，受訪者 G 的男朋友受訪者 H（27 歲，

男性）也跟著受訪者 G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受訪者 H 原本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興趣

缺缺，在與兩人談到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最初目的時，他們這樣講到受訪者 H 決

定一起去澳洲的原因： 

 

受訪者 H：去是因為，我在台灣比較沒有想法，然後生活上很多瑣碎

的事情都不太會，就人稱的媽寶。她（受訪者 G）是希望我去可以比較獨

立一點。 

受訪者 G：對，一開始是我想要讓他去那邊吃苦…（受訪者 G＆受訪

者 H，2017） 

 

受訪者 H 不同於受訪者 G，他本身對於跨國移動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並且在

受訪者 H 當完兵後的生活就業過程較受訪者 G 順遂及安逸。受訪者 H 曾在自己有

興趣健身領域工作，而後在自己家中新開的早餐店中幫忙。但在受訪者 G 前往澳

洲打工度假時，受訪者 G 不斷的建議受訪者 H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認為澳洲打工

度假可以為受訪者 H 帶來一些人生歷練，為受訪者 H 帶來一些改變。受訪者 H 一

方面想前往澳洲陪受訪者 G，另一方面也接受受訪者 G 的想法，最終和受訪者 G

一起前往澳洲打工度假。 

 

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中不乏這種對於成長、鍛鍊自己的想像。受訪者 G 與受

訪者 H 這樣將澳洲打工度假想像視作改變自己的原有生活以及自我成長的契機，

類似的想像並不少見。近年也有澳洲打工度假者來常將澳洲打工度假與脫離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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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Comfort Zone）的概念相連結，認為前往打工度假的機會是一個可以讓自己跳

出已然熟悉並感到安心的生活與環境，強迫自己面對原有生命中不會遭遇到環境

與事物，讓自己得以成長。受訪者 G 想像即是認為澳洲打工度假的機會可以讓受

訪者 H 從他安逸的生活中脫離，讓受訪者 H 面對在台灣家中的生活中不會遭遇的

事物。 

 

除了這種自我歷練的想像元素之外，澳洲打工度假者還常有對於語言鍛鍊、見

識不同的社會與世界等等的想像。更為顯著的想像則是在台灣社會中已被廣泛討

論的澳洲打工度假可以賺到錢的想像。無論是語言成長、個人心態、視野、國際觀

又或者是對於金錢的澳洲打工度假想像，其背後都有著成長、進步與累積的敘事襯

托著這些想像。這種環繞著成長、進步與累積的敘事並非是甚麼稀奇的事情，在較

為傳統的生命想像中也有著這些元素，而不同的部分在於這些成長與進步轉變成

為較為個人的事情，更為個人美學層次的事情。 

 

沒有了傳統的指引，個人做出選擇的之時常是憑藉自身，與自身的經驗與歷史

對話，分析與衡量現有的生活與現階段想要追求的目標，正是一個向內參照的選擇

過程。正是因為如此，常看到澳洲打工度假者所敘述的出發原因是從其過去的歷史

背景中抽取出令人不滿的要素，從台灣的工作無法提供足夠的積蓄、工作沒有升遷

機會、生活一成不變等等，澳洲打工度假作為個人所追求的一種新的機會，為自己

帶新的改變。如同受訪者 E（27 歲，女性）將韓國文化的興趣排序於想要優先追求

的目標、受訪者 F（35 歲，男性）想要休息、受訪者 I（33 歲，男性）想要藉由澳

洲打工度假賺錢等等，個人的選擇常常是來自於對現有生活的反思。努力工作了五

年十年想要休息一陣子、曾經很努力追求夢想但現在想賺點錢，像這樣選擇正是從

自身歷史修改個人傳記的現代性特徵。個人不再是在人生進展到何種階段後就應

該要過何種生活的公式套用，而是選擇追求前段人生缺乏的目標，也因此，年齡相

近的澳洲打工度假者之間實踐的目標也是各式各樣，同在 30 歲底線前往澳洲的受

訪者 A、受訪者 B、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I 各自的目標也是彼此不同，與其說年齡，

與個人歷史間的關係還較為明顯。 

 

這種液態的、變動的狀態，說明了澳洲打工度假現象的背後並非是軟弱與不負

責，而是源自過去個人歷史不滿而衍生出成長與前進機會的追求。澳洲打工度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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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的背後同時更可能是負責的，只是對象從對社會、傳統思維、周遭的關係轉向

為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澳洲打工度假者將這些各種不同的想像放置在面前並從這些想像中挑選出與

自己的背景與需求相符合的想像作為實踐的目的，使之與自身的生涯規畫（也常常

是階段性）相互契合。受訪者 F（35 歲，男性）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則展現出了將

澳洲打工度假與自己的生涯規劃「接合」的特質。 

 

在受訪者 F 第二份工作的期間，他便已經確定了自己對於期貨投資工作的興

趣，在離職後將以自己的資本進行期貨投資當作自己未來的理想工作。澳洲打工度

假在此成為了受訪者 F 接近其生涯理想的跳板，藉由澳洲打工度假受訪者 F 可以

賺取期貨投資工作所需的資本。同時，他同時也想像了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能為自己

的工作生活帶來些喘息，是個結合多種目的的一魚兩吃的實踐。也因此在出發之時

受訪者 F 對於澳洲打工度假就已經有著一些實踐的想像，他想著自己在澳洲的生

活應該會是追逐著農產的收穫季節的流浪生活，並且預計在習慣澳洲的生活後就

會購車直接前往台灣人跡稀少的內陸地區開始他的流浪生活，藉由追逐農產季而

達成移動與累積金錢的想像。而他的實踐生活中，確實工作佔有著相當的分量，但

實際上澳洲兩年的生活雖與受訪者 F 前期想像的逐水草而居的流浪工作生活有所

不同，而是呈現出了定居的生活風格，但在澳洲兩年的時間中受訪者 F 確實賺了

相當多的錢回到台灣。 

 

藉由這種方式，受訪者 F 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接合」於自身的生涯規畫之

中，並且在實踐中也成功地達成了這個目標。但並非所有澳洲打工度假者都可以得

到這樣的完美的結果，澳洲打工度假並非是夢想的應許之地，在澳洲的實踐中有許

多的結構限制著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除此之外，澳洲打工度假者自己在澳洲的

旅程中也可能遭遇本身思維的改變（關於這些實踐上的限制與結構，本研究將會在

第六章中深入探討）。 

 

前述受訪者 G（28 歲，女性）與受訪者 H（27 歲，男性）的經驗中，受訪者

H 為了讓自己能夠有所成長而出發，在澳洲的經驗也讓他認為自己有所成長，受訪

者 G 為了紓解求職困境的壓力，同時想要換個環境看看，體驗不一樣的生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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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實踐過程中，實踐目的呈現不斷變動與修正的現象。在受訪者 G 實踐的

後半年，由於有了想去念語言學校的發想，在後半年中受訪者 G 則是改變了實踐

方式，認真工作賺錢與取得二簽資格（順帶一題，最終受訪者 G 並沒有存到足夠

的錢）。澳洲打工度假在此與其將之形容為一個夢想、前往黃金鄉的實踐、前進西

方世界的入口，不如說它也僅是基於個人背景中的不滿衍伸出的解決機會，實踐這

個機會為個人生命帶來新的進展同樣的也為個人揭示了新的可能性，不僅僅是澳

洲打工度假這個實踐階段前後因為生活環境的重大轉變可能為個人帶來改變機會。 

 

然而眾多的年輕人從自身歷史反思，卻都選擇以澳洲打工度假來實現各自不

同的目標，原因在於澳洲打工度假的多元性。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橫跨了工作與休

閒的兩極，含括了多種實踐的可能性，無論是追求金錢、休閒或是想體驗外國生活

等等，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寬廣性讓目標不見得相同的年輕人們都有機會在實踐

中追求自己的目標。媒體中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淘金」討論帶來了澳洲打工度假

可以賺錢的想像；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論壇與網路社群中的澳洲打工度假「冒險」想

像帶來了澳洲打工度假可以體驗各種台灣無法體驗到的經驗。澳洲打工度假成為

一個充滿各種機會的入口，藉由這個實踐為自己的生命打開一個破口。澳洲打工度

假實踐的想像藉由多種不同的媒介傳播，多種媒體背後的不同作者傳遞出的實踐

圖像是多元的。在這樣的多元性下，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成為一種可能性的集合體。 

 

澳洲打工度假回應了各種生命期許，這光景來自澳洲打工度假概念的廣大。打

工度假一詞涵蓋概念狹窄，實際上直稱「澳洲生活」似乎更能涵括澳洲打工度假的

整體。台灣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時，實為得到了合法於澳洲生活兩年的機會，

前往他地建構新的生活暗示著可以擺脫部分母國的背景與結構，暗示著個人可以

獲得能動性與可能性。然而這樣的「澳洲生活」的能動性與可能性並非是空泛的想

像，背後有著實質的支撐。首先，現代媒體與科技支撐下，使得長時間跨國行動變

得可能並且較過去的時代更為容易；第二，跨國移動行動提供個人不同於母國內資

本累積條件，他國資本累積環境給予年輕人們突破台灣近年來經濟、就業等困境的

可能想像。這些是澳洲打工度假議題的重要談論方向，也是本研究接下來的討論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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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線的澳洲打工度假 

 

一、科技與經驗中介下的澳洲打工度假 

 

台灣年輕人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經過了十餘年的歷史，在此一主題之下許多部

份在現代都與澳洲打工度假興盛的初期有所不同。敘說澳洲打工度假興盛現象與

其背後的現代性，本研究首先將之放在全球化與科技的背景之下談論。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科技有著迅速的發展，而台灣年輕人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

發展正好經歷了行動通訊技術快速普及的時代。若與現在我們已然習慣的行動網

路及智慧型攜帶裝置科技與受訪者 C（37 歲，女性）的經驗做比較即可發現澳洲

打工度假實踐在此一層面上所面臨的轉變。受訪者 C 進行打工度假時約 2011 年，

那時為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正在普及的時代。在當時受訪者 C 並未擁有這些設

備，他所擁有的可上網裝置僅為一台筆記型電腦，而那台想當然也不具備 3G 行動

網路上網的功能，也因此為了上網，受訪者 C 得帶著筆記型電腦到有提供 WIFI 服

務的公共場所如圖書館等。這樣的上網經驗與現代的行動上網科技相比較之下可

以注意到，近年行動網路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快速改變首先是將上網被從固定地

點給解放出來的行動性。 

 

在現在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網路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從澳洲打工度假者在

出發前所做的準備即可看出端倪。於背包客棧網路論壇之澳洲打工度假版面及

Facebook 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用品買賣版面常常可見 SIM 卡之買賣文章，可上網的

SIM 卡合約與手機已成為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必要配備，眾多澳洲打工度假者更常

將某些通話及網路使用費率特別划算之 SIM 卡稱之為「神卡」。在行動網路科技發

達的現代，網路作為重要的科技背景發揮作用。。 

 

台灣澳洲打工度假早期與近期實踐者在媒體內容以及行動裝置所帶來的時空

壓縮這兩個層面上都有所不同。首先在媒體內容上，在澳洲打工度假早期之實踐者

前往澳洲之時是無法在網路上取得如同現在一般豐富的相關資料，並且當時的台

灣實踐者比起現在也少的非常多，在無法事先進行充足的準備的情況下，實踐者在

澳洲的遭遇之困難多半得靠自身的實力解決，由此可見早期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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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度與現在是無法同日而語。在澳洲打工度假者逐年增加，源自於這些過去的實

踐者們於網路上寫下自身的經驗，經年累月的於網路上累積出龐大的澳洲打工度

假知識庫。在行動網路科技普及前，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會在行前閱讀一些相關書

籍，如著名的「澳洲打工度假聖經」等等，但在近年來這些書籍的重要性大為降低，

受訪者 G（28 歲，女性）表示她在行前則完全不知道這本書： 

 

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去了之後才發現，怎麼有一本這個書，我是在我

去到墨爾本我住的地方才發現這一本，然後我就想說這甚麼？然後我就想

說拿來看一下好了，結果我根本也沒看完。因為其實網路上資訊太多了，

你也不一定要買一本書來看。 

 

網路中充足的資訊量已經逐漸取代傳統的旅遊書籍對澳洲打工度假者取得相

關資訊的重要地位，改為藉由網路上眾多前輩累積的經驗取得所需的資訊。 

 

並且在社群網路興起、行動網路通訊裝置普及後，澳洲打工度假者除了可以隨

時連上網路存取這些網路上的相關資訊之外，智慧型行動裝置及行動通訊軟體將

每一位個人即時性的連結在一起，黃厚銘、曹家榮（2015）以「即刻連結性」（instant 

connectivity）來定位行動電話的技術特性，行動電話如今擁有了「即時性」以及「可

穿戴性」兩大特性，不僅其通訊速度幾乎可以瞬間以全球為範圍與他人溝通，並且

行動電話打破了過去固定於某一地點的通訊模式，實現了可以隨時隨地與他人溝

通，並且也能夠將訊息送達他人口袋之中。 

 

在這樣的科技背景之下，澳洲打工度假者間的相互聯繫能力被大幅的強化了。

除了澳洲打工度假者現在可以較過去更容易找到想要聯絡的對象，行動通訊軟體

及社群媒體的使用讓澳洲打工度假者們可以輕易的組成以特定區域範疇或是特定

目的的網路社群，溝通及人際連結上都更為精確及快速，在此一科技特性上，也降

低了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風險與難度。受訪者 H（27 歲，男性）在澳洲的旅程中

曾有一次遭遇到汽車拋錨，受訪者 H 在當時就利用在地的行動通訊社群向附近的

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求援，不久後即有位在附近的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對他伸出

援手。受訪者 B 也曾有在網路社群中得知附近有剛到達澳洲的實踐者人生地不熟

並缺乏交通工具前往住宿地點，受訪者 B 便行舉手之勞對其伸出援手的經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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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網裝置以及無線網路服務尚未普及的時代，澳洲打工度假者若要向其他的

打工度假者尋求協助並不是如此容易之事，實踐者需要擁有既有的人際網絡，更遑

論剛剛到達澳洲，尚未認識其他打工度假者的新手們。結合了網路以及行動通訊科

技，藉由提供資訊、人際連結，在幫助澳洲打工度假者這一層面上科技實質的降低

了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的難度。 

 

同時，無線網路科技裝置提供了比過去更為便利的聯絡手段，大幅地擴展澳洲

打工度假者聯繫其他實踐者的範疇，從過去需要事先建立人際關係的狀況，變成僅

需擁有相關的在地群組取用資格，即可向鄰近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們求援，並且在訊

息的觸及範圍上大幅的增加。以這樣的科技幫助之下，大幅增加澳洲打工度假者之

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Elliot 與 Urry 認為擁有很高的網絡資本是加入了網絡

擴展的領域，或是 Wellman 與其合作者所稱的連結與再連結的生活模式（connected 

live）（Elliot&Urry，2010）。這樣的網絡資本當然不僅是藉由科技所擴展，還包含

了各種得以幫助自身移動與連結的能力、近用能力等等，Elliot 與 Urry 認為其中有

八個元素讓人們得以構築與再生產網絡資本。關於相關的討論本研究在後面的章

節仍會進行討論，在此僅將討論範圍聚焦於媒體與科技的方向。 

 

科技的出現與被使用同時是社會文化的事情，兩者是相互影響的，亦即為「科

技現實主義」（technorealism）。黃厚銘提到所謂科技現實主義主張，科技有其特性，

但此一科技必須被放置在文化的脈絡中被使用，因而科技應用科技特性是與社會

文化互動的結果（黃厚銘，2014）。澳洲打工度假者使用行動網路科技幫助其實踐

是有著社會文化背景條件，並且科技的使用也影響著社會文化。 

 

利用行動網路科技來幫助自己的行動並非是僅僅發生在於澳洲打工度假實踐

的方面，在科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之下，人們已然習慣將這些科技使用於幫助自身

的各種行動上，在網路上搜尋資訊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其中一部份。舉例而言，

背包客棧的論壇文章中，許多打工度假新手發問時會在其發問文章主題後特意標

註「已爬文」來顯示自己已經試著搜尋相關資訊；相對的若有人發文詢問藉由搜尋

即可輕易得到答案的問題則常會被其他論壇使用者要求爬文。這樣的網路使用文

化並不僅侷限在背包客棧論壇的使用上，在 PTT 等其他網路討論空間也常出現這

樣的網路文化。其背後透露出的是現代社會文化中，藉由上網搜尋解決自身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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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化。網路內容的長期累積中，個人的經驗被個人放置至於網路的公共空間中供

他人存取，個人可存取的經驗與知識藉此獲得擴張，同時行動科技的發展讓個人得

以輕易的隨時隨地存取網路中的資訊。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帶來的是個人得以藉由

網路獲得非親身的他人經驗幫助解決自身的能力，加強現代社會中個人解決自身

問題的能力。同時更多個人所遭遇到的問題被視為是個人靠自己即可解決的問題。 

 

這樣的網路文化特徵某一層面上與一些澳洲打工度假者所追求的「自我成長」

相當的類似，其背後都環繞著依靠自己解決自身問題的獨立議題。Giddens 以「經

驗的中介」（Mediation of Experience）敘述現代的生活中許多的經驗轉為以中介的

方式傳遞，並且這類虛幻的世界已取代了日常生活的世界。然而通過被傳遞的語言

和想像，個體也能夠獲得……更為廣泛和遙遠的經驗（Giddens, 1991:169／趙旭東、

方文譯譯，2002：頁 163）。反思現代性中的經驗並非只能依靠自己親身的經驗，

可以藉由媒介中介傳遞。澳洲打工度假者認識澳洲打工度假的方式正是這樣的經

驗傳遞過程。 

 

在出發前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已經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已經有基礎的認識，

澳洲打工度假實行以來十多年的時間，隨著時間的推進、實踐人數的成長，越來越

多的實踐經驗被放置在網路上供大眾參考，並且澳洲打工度假一度躍昇為大眾傳

播媒體所聚焦的討論重點，這些被分享、被敘說的澳洲打工度假經驗，組織成為了

台灣大眾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基礎想像框架。也因此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與在農

廠、肉廠（屠宰場）工作的生活有著直接想像連接，也是澳洲打工度假者最常見的

工作，這層想像為台灣人們對於澳洲打工度假最的基礎想像。 

 

但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澳洲的想像並非僅藉由大眾傳播媒體中介，個人的人際

網絡也中介了想像，也就是說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同時有著藉由大眾媒介所中介

以及個人的、因人而異的傳播通道，是透過多種媒體所傳布的內容所建立的。也因

此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於澳洲的想像並非是每個人都相同的，有的澳洲打工度假者

行前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較為深刻一些，有些則不然，行前對於澳洲的想像受

訪者 E（27 歲，女性）這樣提到：澳洲應該就是做農的，可能土地很寬大，都是牛

羊，大家的既定印象都是這樣。受訪者 E 行前對於澳洲的想像相當粗淺，並且也

沒有一個清晰的對於自己該如何在澳洲實踐的想像。然而憑藉著這個粗淺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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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 在台灣時就已經事先找好了澳洲的第一份工作：草莓農場的工作，認為

去澳洲打工度假一定要體驗看看農場工作。但這份工作經驗讓受訪者 E 相當的不

適應，因此在短短的幾天中，受訪者 E 就放棄了這個工作。而下一份工作受訪者 E

則是從自己的興趣上著手，也就是找尋餐飲業的工作。最終受訪者 E 於澳洲打工

度假時所選擇的工作與在台灣想做的工作相去不遠，可說僅是將在台灣想要過的

生活搬到澳洲實踐。想像與實際實踐間出現了部分的斷裂。 

 

相對於受訪者 E 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想像，受訪者 F（35 歲，男性）的實踐

想像則是清晰許多。受訪者 F 想像的澳洲打工度假是一個讓自己可以暫時不用管

台灣的事物，暫時放鬆，並且同時可以賺取投資下一段生涯規劃資本的跨國實踐。

出發前受訪者 F 想像著未來的澳洲打工度假生活應該會是實踐著追逐著農產品產

季，四處移動的游牧式流浪生活。受訪者 F 的想像包含著對於自己實踐的目的：對

於自身生活改變的企圖、對於新的生涯規劃的追求以及擁抱流動性的生命想像基

調。雖受訪者 F 在打工度假前便已經有著清晰的想像，但受訪者 F 實際實踐時卻

仍然與他先前的想像有所落差，想像與實踐間的斷裂仍是存在著。 

 

受訪者 D（29 歲，男性）對於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是過著流浪者的生活，同

樣也是追逐著農產品產季移動的工作生活。有趣的是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於澳

洲打工度假的想像都是以農業工作做為想像主軸的。本研究認為這與傳統的大眾

傳播媒體以及網路中介的各式媒體中的訊息有關。受訪者 D 敘述了這個想像當初

形成的過程： 

 

澳洲有一個什麼 Tomato 什麼的網站，它會告訴你，教你辨認澳洲所

有作物的產季，還有它值得收成的旺季。那個時候我是覺得，我自己會跟

著澳洲的作物的產季跑來跑去。…那個時候我想像的可能是冬天在南部採

草莓，春天可能在北部採番茄，可能春天或是秋天的時候我跑去塔斯瑪尼

亞採櫻桃。…，最多的想像是來自那時候很紅的打工換宿…那個時候這種

文章也很紅，在我那個時期，背包客棧一大票文章都是跟你講說我在西班

牙、我在義大利、我在那卜勒斯、我在摩洛哥打工換宿。那種生活方式基

本上就很單純，你找到願意收納你的人家，你就去那邊住，然後你的生活

就是幫主人整理農作啊什麼的，就是作為交換，他給你住跟吃。那個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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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這樣的想像方式、生活方式啟發我想要去那邊工作的想像。 

 

受訪者 D 的經驗中，網路中的在地相關資訊與其他旅者的生活方式經驗，組

織建構出澳洲打工度假想像，吸引受訪者 D 的生活方式是流浪的、較自由、並可

以頻繁移動的生活方式，而在地的詳細資訊助長了實踐的可能性，組織出更為清晰

的想像生活實踐機會。 

 

當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想像主要藉由所接觸到的分裂化的媒介內容之時，

澳洲的想像常是彼此不同質的，對於澳洲同一個地點的想像，每個人可能都有所不

同。這樣的深淺好壞不一的想像展現出了想像的個人性以及與個人所接觸的媒體

與人際網絡有所關係。在與受訪者 G（28 歲，女性）與受訪者 H（27 歲，男性）

談到對於澳洲的事前想像時，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提到了他們曾經去過有著眾多

台灣打工度假者的地點：卡布丘、邦德堡。在行前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在蒐集資

訊之時藉由朋友轉介認識了一群曾經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並且歸國後想要從事澳洲

打工度假的工作仲介的人們，在聽過他們的介紹後，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才得以

認識到這兩個地點。但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來說這兩個地點由於澳洲打工度假者

過多並且黑工氾濫使得兩地還有著另外兩個別名：恐怖丘、地獄堡。但受訪者 G 與

受訪者 H 並未在網路上蒐集過該地資訊，僅是藉由仲介的介紹而認識兩地，因此

對兩地並沒有留下不好的印象。 

 

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資訊的傳佈不均也可以從澳洲打工度假者所使用的物品看

出一些端倪。本研究之前所提到的「狄靜」相關 Facebook 社團中，狄靜常會每月

為澳洲打工度假者辦理的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用品團購，其推薦的物品包括睡袋、農

場適用的手套、膠鞋等等對於台灣人來說並不一定是生活必備的物品。而這些物品

在狄靜提供的 Facebook 澳洲打工度假物品交易社團中，常被澳洲打工度假者稱作

「狄靜牌」的睡袋、手套與膠鞋等。但此一名詞在其他的澳洲打工度假物品交易社

團或是「背包客棧」的物品交易版中出現的次數就大幅下降，並且狄靜這一個名字

也並非是所有澳洲打工度假者都知道的名字。 

 

網路上的澳洲打工度假的相關資訊眾多，現今也已累積了相當多的澳洲打工

度假者，但這些眾多的澳洲打工度假經驗不均勻的傳播過程影響了澳洲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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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前對於澳洲在地想像的不均狀態。人們的資訊來源彼此不同外，資訊的來源也

相當多元，除了前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經驗，有些資訊來自於仲介、代辦機構等等，

這些機構背後有著成套的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的市場機制，市場中的機構同樣影響

著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資訊。媒體所傳遞的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訊

息為人們建立對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的想像，而澳洲打工度假者實際的經驗、澳洲打

工度假相關勞動市場、仲介組織、在地工頭等等也影響著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

傳遞著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的資訊。多種不同的資訊來源共同影響著澳洲打工度假

者的實踐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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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群媒體與行動通訊軟體的時空壓縮以及跨國連結 

 

網路科技除了提供了實踐經驗的傳遞管道，並降低了實踐門檻，更高的網絡資

本之外，還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帶來了不同於過去的跨國移動狀態。 

 

澳洲打工度假者離開台灣前往澳洲生活一至兩年，其背後所代表的是暫時拋

棄於台灣長年累積的各種資本，除了工作上的積累外，還有各種社會資本。所幸現

代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已不再如同過去僅能依靠信件、越洋電話等較慢的媒體才能

與台灣的家人及朋友們聯繫。現代的行動通訊科技在此一層面上壓縮了現實中的

時間以及空間。位於南北不同半球的兩人彷彿其實為在於同樣的位置上，在此空間

就被壓縮了；過去需要花費一段時間才能達成的遠距通訊在現在可以幾乎毫無延

遲的達成，在移動上的時間也被壓縮了。 

 

空間與時間被現在的行動通訊科技給壓縮，幾乎已達到「天涯若比鄰」的程度，

不同於過去的時代中的「海外生活」是一定程度的切斷與家鄉的連結，現代的澳洲

打工度假者更像是將故鄉放在自己的背包中出國生活。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在和

台灣的親朋好友們保持聯絡的狀態下進行澳洲打工度假。除了對於故鄉的連結，澳

洲打工度假者無論是藉由在地實際建立或是藉由網路媒體所建立的人際網絡同樣

的也處於隨時隨地連接的狀態。 

 

與過去的時代相比，如今旅行者所身處的狀態更加複雜。現代的旅行者與過去

同樣的，身體位於遠離母國的他鄉，但不同是網路通訊的發達為旅行者所帶來的是

在數位的世界的接近。隨時隨地與他人相連結的能力成為現代的重要科技背景之

一，其背後同時也帶來的是社會關係的巨大變化。黃厚銘認為行動電話所造就的變

遷之中，藉由其「即刻連結」所撐張起來的，即是一種嵌合了遠處與近在、虛擬與

物質的混雜、流動的生活樣態。亦即，行動電話不是讓我們進入一個虛擬的模控空

間而已，而是讓我們同時身處虛擬與物質的空間中（黃厚銘，2015）。藉由行動通

訊科技，我們所經歷的現實生活不同於過去時代在使用時產生了一個獨立的虛擬

空間，而是我們同時處於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中，這兩者某方面來說皆是前台。行

動電話所帶來的並不只是「虛擬的」實在，而是開啟了一種混雜了此處的物理空間

與虛擬彼方的「雙面舞台」。這雙面舞台所意味的是，當下的物理空間既是在場人

 



76 

 

際關係的前台，卻同時是藉由行動電話所產生之溝通互動的後台。同理，正在發生

的通話既是藉由行動電話溝通之雙方的前台，卻也是當下共在於同一物理空間之

人際關係的後台（黃厚銘，2015）。黃厚銘在此探討的是溝通所發生時的錯縱複雜

「既隔離又連結」的含混狀態，重要的是在這樣的溝通狀態之下，無論是個人所處

的現實物理空間為前台，而數位電子的網路通訊空間也是另一個前台，個人需要同

時維持多個前台。現代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旅程中使用智慧型手機等無線網路裝置，

開啟了一個隨時連接個人的開口，個人需要同時應對著物理存在與虛擬存在的兩

個人際連結舞台，表裡一體。 

 

也就是說，無線網路科技提供給旅者可以同時將遠在不同半球的故鄉母國與

所處他國兩地同時發生的舊有生活圈與所處的他國新生活圈兩個不同的現實同時

視為是自身在場的現實之能力，差別僅在於一個是數位上的在場，而另一個是現實

上的在場。這種數位的新能力當然不見得是每個人都會將之充分使用，重要的是當

科技擴充了個人的能力後，這種能力已然將現代的澳洲打工度假改變成與過去時

代有著相當差異的實踐。 

 

過去長途通訊科技尚未如此發達的時代，在旅行之時某一程度是處於與家鄉

失去連結不在場狀態，這種不在場狀態類似於 V. Turner 與 E. Turner（1978）所稱

的「中介迷離」（liminoid）症狀，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旅行時進入一種與遠方的故

鄉脫鉤的狀態。然而無線通訊科技所帶來的是種既不在場同時又在場的狀態，個人

物理上的遠離家鄉的親朋好友，在他鄉生活著；同時卻藉由科技的幫助下，口袋中

與家鄉處於連結的狀態。澳洲打工度假者現在必須要去應付比過去旅行之時更多

的人際關係。Clarke（2005）以「旅於居」及「居於旅」概念敘述旅行中受到來自

母國的連帶，旅行者需要應對源自母國的親朋好友之期待，其旅行並非是真正的自

由，而現代網路科技的發達為人們帶來的是跨國連結中的旅行，旅者們是同時連接

著母國與他國旅行的。 

 

在 Facebook、Line、Skype 等社群網站及行動通訊軟體中澳洲打工度假者與台

灣的親朋好友分享在澳洲的各種經驗、同時台灣的好友們也分享著澳洲打工度假

者們過去熟悉之生活的各種事件。藉由這樣的遠距互動，兩方的持續的相互影響著。

如同受訪者 G（28 歲，女性）與受訪者 H（27 歲，男性）所分享的經驗中即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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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這樣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受訪者 G 在澳洲打工度的旅程中藉由這些行動通

訊科技持續與受訪者 H 保持聯絡，在受訪者 G 在工作不順遂時向受訪者 H 哭訴工

作時老闆惡劣的行徑，遠在台灣的受訪者 H 感受到女友所遭受的委屈，同時也感

受到對於老闆的憤怒，受訪者 H 說道：在當時真想買張機票飛去澳洲把那老闆揍

一頓。這樣的經驗可以看出現代跨國移動與科技為人們帶來的遠程互動改變了人

們對於距離的認知與感受，移動到遠方不再被認知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旅者在語言、

在地資訊、人際聯繫皆被智慧型行動裝置在某一程度上得到幫助，距離成為一種模

稜兩可的感受，實質上的區隔自己與對方的身體但卻又沒有遠到不可征服，彷彿只

要購買一張機票，花費一些時間即可以跨越這些障礙。距離感受對於不同的個人來

說也不大相同，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約有一半的旅程是一起行動的，同時也是男

女朋友的親密關係，對於同樣的台灣與澳洲的距離，兩人卻有著相當不同的感受。

本研究詢問到兩人在現代的科技幫助之下，澳洲與台灣的距離感，是否縮減到了足

以容易移居或旅居澳洲的地步（本研究詢問此問題時未以澳洲打工度假作為問題，

而是以前往澳洲居住作為問題）。受訪者 G 認為即便有著科技的幫助，這兩地的距

離感仍是遙遠的，無法輕易的被克服；受訪者 H 則是正好相反的認為，這距離感

已經近到買了機票即可前往的狀態。當然，兩人對於「在澳洲生活」所設下的條件

門檻並不相同，但距離此一概念已經縮減到比過去時代模糊許多的程度，距離感不

再是地圖上所標示的物理距離般絕對，受移動技術的進步而縮減，被通訊技術的發

展給侵蝕。 

 

這樣模糊的距離感與本研究前述的澳洲打工度假門檻降低相呼應，同時得以

輕易與遠方他人保持聯繫的能力更近一步的降低了對遠方他地的距離感。許多澳

洲打工度假者會在行前與澳洲在地的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取得聯繫，這些已在旅

程中的實踐者可能是其朋友、由人際網絡延伸所認識的人或是在網路上找到的他

人，藉此事先得到工作的保證。也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決定好要前往哪一座城市

作為其旅程的第一站後，在出發前先行找到在地的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在 Line 等

通訊軟體中的社群。藉由科技的幫助，澳洲打工度假者得以在事前找到可以幫助自

己並且語言相通的在地打工度假者，降低實踐的困難性，這種能力也使得距離變得

模糊。 

 

除了現代科技在遠距通訊帶來了距離感的模糊外，行動通訊技術加強了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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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母國的影響。受訪者 H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是對受訪者 G 期待的回應，受訪者 G

希望受訪者 H 藉由澳洲打工度假而成長，這種異地通訊中夾帶著人際間的權力關

係而對遠方的人帶來影響在許峯源（2015）研究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女性實踐者與

家庭間的遠距溝通時提到： 

 

遠距離移動力監控（long-distance surveillance on mobility）顯示為困

擾受訪者的一大面向，同時也包裝在保護主義的論述中，強調「擔心」、「不

安全」的講法當中。……更形成了跨國的家庭控管。因此，當赴澳打工旅

遊的女人在國外時，看似遠離家庭的控制……女兒的跨國動力依然在跨國

溝通的過程中被限制、管控或干擾（許峯源，2015）。 

 

母國的人際關係藉由行動網路科技傳遞到了南半球的澳洲，再製並強化了母

國的權力關係影響範圍，在許峯源的研究中即有受訪者為應對這種源於母國家庭

的權力關係，在與家庭的跨國溝通上篩選透漏的訊息，隱藏部分不願讓家庭知曉的

訊息，以維持與家庭談判的基礎（在許峯源的案例中指的是自己的獨立能力）。澳

洲打工度假者如今不再是僅需應付身體物理所在的前台人際關係，同時仍需應對

由網路科技所媒介的虛擬前台。行動網路科技維繫了澳洲打工度假者與母國的雙

向關係，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的例子即展現出了旅者藉由網路科技中的親密關係

連結影響母國的能力。 

 

行動網路科技中介的跨國影響力還透過全球想像的形式展現。Orgad 認為媒體

再現的力量生產出餵養個人與集體想像的符號來源（Orgad, 2012: 41），然而澳洲打

工度假簽證實行至今已然超過十年，已成為某些台灣年輕人生命經驗其中一部分，

難以區分個人實際於哪個時期和哪個特定的媒體圖像建立出想像。然而正因為澳

洲打工度假已是常見的實踐，許多台灣年輕人很早就已知道澳洲打工度假一事，並

且經過長年的發酵，成為個人生命規劃的選項之一。受訪者 B（37 歲，男性）知道

澳洲打工度假資訊到他實踐經過了五年的時間，受訪者 F（35 歲，男性）經過了約

七年的時間，受訪者 C（37 歲，女性）在大學時知道澳洲打工度假在 29 歲時成行，

即便是受訪者 E（27 歲，女性）在 23 歲時即前往澳洲但他早在高中時便以知道澳

洲打工度假。澳洲打工度假的圖像實際經由媒體中介進入台灣年輕人的視線中，雖

難以區分個人的想像係藉由何種媒體給予的圖像建立，在各個時代藉由不同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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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作用，在較早期的時代，受訪者 B 的經驗是藉由雜誌上對於的報導認識到澳

洲打工度假，現代的澳洲打工度假較多是來自社群媒體中介的人際網絡。 

 

媒體提供個人想像所需的圖像奠定了媒體與個人想像和實踐之間密不可分的

關係。然而在現代，傳統傳播媒介的影響力似乎顯得沒有如此顯著。當問及自己是

如何認識到澳洲打工度假的，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答案中較多是藉由人際網絡知道

這一件事的。受訪者 F（35 歲，男性）在當兵之時，要好的女生大學同學前往澳洲

打工度假而因此瞭解這件事；受訪者 E 是經由高中的英文老師的建議。 

 

人際網絡發揮其影響力吸引台灣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路徑於本研究中

大致可區分為兩種，第一種如同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的例子（詳見本研究前一小

節的敘述），為回應受訪者 G 的期待受訪者 H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而受訪者 E 的

實踐是在求職困境中，大學朋友情侶檔的澳洲打工度假邀約而一起前往。這種路徑

是人際網絡中的各種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夾帶著牽引力。而受訪者 D（29 歲，男

性）的例子則展現出了另一種路徑。受訪者 D 仍在就學的期間這名學姊已經出發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學姊常常在 Facebook 上分享其在澳洲所過的生活、參加澳洲

在地的教會活動、經歷了澳洲當地的生活後自身生活態度的轉變等等，這些藉由網

路社群媒體所中介的人際網絡所傳播的澳洲打工度假經驗吸引著受訪者 D。 

 

全球化時代中 Appadurai 認為全球想像藉由媒體所傳播，為在地的個人帶來遠

方的人們的生活方式，這一種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想像成為跨國移動的前聲。受訪

者 D 通過網路媒體接觸到了遠方的它人的生活方式，為受訪者 D 帶來可能生活的

想像，但這個它地生活的經驗並非來自於遠方的陌生人，而是受訪者 D 所熟悉的

人到了澳洲時所遭遇的新生活以及轉變。比起不知名它者在遠方的生活，這種熟識

之人在網路社群媒體上傳遞的經驗所帶來的可能生活想像對個人的影響可能來的

更大。 

 

這些經驗的傳播隨著各時代的人們相異的媒體使用習慣，對在地的個人有著

不同形式的影響。受訪者 D 雖主要是受到其學姊帶來的跨國實踐經驗所影響而決

定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但受訪者 D 從小就已經對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有所嚮往。

受訪者 D 在小時候曾經非常短暫的數個月居住過美國，受訪者 D 認為自己不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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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曾經在美國居住的經驗造成他對於西方生活的嚮往，事實上他對於自己何

以嚮往西方生活也說不太上來。不僅是受訪者 D，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對於西方國

家的生活有著某些程度的憧憬，研究者張慧慈的研究中也指出，現代性與對西方國

家的憧憬同時影響著澳洲打工度假者的選擇（張慧慈，2014）。對西方國家的憧憬

為推動台灣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動力之一，但對於自身是從何時開始憧憬

西方國家的生活，受訪者 D 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在這個層面之下，Appadurai 所敘

說的全球想像長期以來藉由傳統媒體傳播，將西方生活帶入年輕人的視野中，使得

許多年輕人們對於西方生活有著某一程度的想像與了解。近年科技網路的發展使

得想像的傳播過程有些改變，年輕人的人際網絡受到社群媒體的中介，傳遞個人跨

國實踐圖像，成為推動台灣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主要想像來源。受訪者 D

的學姊在社群媒體中分享的經驗，傳遞了屬於西方生活的生活經驗圖像，推動受訪

者 D 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動力來源。經驗的傳遞管道隨科技發展轉變，現代

科技中介了人際網絡並塑造了全球想像。反思的現代性中傳統的失能使得個人的

生命軌跡不再受到限制，使得觀看他人不同的生活並進而想要體驗這樣的生活這

樣的想法成為可能。 

 

Bauman 區分了「沉重的資本主義」（Heavy Capitalism）與「輕快的資本主義」

（Light Capitalism）。在沉重的資本主義時期是一個以別人確定的方式，來追求由

別人確立的目標，受他人所指引的男人們與女人們的世界。……權威的世界

（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98）。然而在輕快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容

許了多個的權威存在，是選擇的人所發揮的作用使這些權威成為真正唯一的權威。

在缺乏明確指引的輕快的資本主義時代中，Bauman 談論到脫口秀中眾多的生活經

歷分享者，其權威的缺乏、並非名人以及他們的默默無名，可以使這一榜樣更為易

於被人效仿（Bauman, 2000／歐陽景根譯，2002：頁 104）。缺乏權威的世界中，個

人不再需要一個權威告訴他們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應該是什麼樣貌，而是藉由觀看

各種不同的打工度假生活樣貌，並從中選擇出榜樣。然而以相近背景或是熟悉的人

們做為榜樣，意味著這是個人可以仿效，進而解決自己所遭遇的難題，並非是高不

可攀的，也正是可以被選擇並效仿實踐的經驗才顯得在現代有其價值。這樣的現代

性本研究認為是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背後的核心命題，也是主要的實踐動力來源。 

 

全球想像的來源隨著不同時代人們的媒體使用習慣與擴展，如今各種媒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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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全球想像建立了對於他國他地生活風格的基本認識，並且培養著個人對於

前往他國生活的基本興趣，而來自於同樣使台灣人、有著類似背景的人們或者是熟

識的人們的跨國生活經驗帶來了更為清晰的跨國實踐圖像，藉由這些較為親近的

人們的跨國生活圖像，台灣年輕人更能夠確認自己可以在澳洲打工度假這個跨國

實踐中追求哪一些東西，藉由這樣的實踐自己可以獲得甚麼樣的機會。 

 

藉由人際網絡所傳遞的想像與經驗在現代幫助人們建立對異國生活的認識。

「即刻連結」特性所帶來的是在旅程中跨越地理距離持續與母國和他國維持連結，

澳洲打工度假者不吝於在這些網路媒體中分享著自己於澳洲的生活，與家鄉中的

親朋好友分享著旅程中的各種遭遇。這些由澳洲打工度假者所分享的經驗藉由網

路的幫助，作為被中介的經驗以及實際實踐的圖像，跨越距離出現在台灣年輕人的

面前。 

 

當然，並非僅有網路媒體中介化的人際網絡擔任了跨國實踐想像的傳遞管道。

近年來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在台灣社會的高討論度，各種媒體中所傳遞的澳洲打

工度假的個人經驗皆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需要注意的是，以網路中介建立的

澳洲打工度經驗常常是片面或是不深刻的。個人所建立的澳洲打工度假想像正因

為多半是藉由人際以及網路內容所建立，也因此並非是所有的實踐者皆有著相同

的想像，端看個人所接觸到的內容資訊而定。網路溝通平台作為澳洲打工度假者的

表演前台，在其中所傳布的圖像常常是其澳洲生活的其中一部分，經選擇呈現的實

踐景象。想像與實踐之間是可能有著落差的，並非經過網路所建立的實踐想像不真

實，而是混雜、片面的訊息內容經過了各人相異的傳播管道傳布，為個人建構了彼

此相異澳洲打工度假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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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澳洲打工度假的液態實踐 

 

一、澳洲打工度假中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的積累 

 

澳洲打工度假者常援引「Gap Year」的概念作為自身拋下台灣的生活，前往澳

洲旅行的解釋，此一常被澳洲打工度假者使用的概念並非是台灣傳統文化中的一

部分，Clarke 對於英國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研究中，認為對於跨國的書寫常常是傾向

敘述高端與低端的勞動市場，也就是高技術與低技術的移民，但忽略掉了中產階級

跨越邊境常是非經濟動機的（Clarke, 2005）。而澳洲打工度假也讓中產階級進行鬥

爭建立與維持社會差異（Clarke, 2004a）。許峯源指出過去澳洲打工旅遊的研究中，

此類跨國移動的目的不在於累積經濟、文化資本，較以往跨國遷徙不同（許峯源，

2015），西方的澳洲打工度假行動是相當具有中產階級色彩的文化實踐。 

 

然而在探究台灣年輕人的澳洲打工度假行動時，不應將英國的背景與經驗直

接套用。首先英國的澳洲打工度假者之中產階級身分便有所不同，台灣的澳洲打工

度假者的中產階級身分並不明顯。然而屬於中產階級社會實踐的「Gap Year」概念

被非屬中產階級的台灣年輕人運用與實踐，區分了台灣與英國較為不同的社會文

化脈絡。本研究認為台灣的澳洲打工度假現象背後並沒有明顯的階級性，也因此本

研究第六章第一節中從資本的角度談論澳洲打工度假。但非特定為中產階級的台

灣年輕人援引了歐美中產階級文化中的概念作為出發的理由，發生了階級與文化

斷裂的現象，不再呈現生產關係所區分出的階級與文化相連結，非中產階級的台灣

年輕人也能夠擁有中產階級的思維，也正是這樣的社會階級與文化的分家，台灣年

輕人與西方年輕人的打工度假實踐上有著差別，非中產階級身分在經濟資本上較

西方的打工度假者少，並且這個經濟差距同時還受到了母國的經濟與匯率背景影

響。加大了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與西方澳洲打工度假者打工度假中行動自由上的

差距。 

 

本研究認為是新的現代性中，個人在現代得到了自行選擇個人生命的機會，個

體化的現象和階級與文化得以分離息息相關。這樣的現象使得以單純的以生產關

係區分的社會階級來探討個人的價值觀不再如此管用，除了以生產關係區別出階

級之外，以各式資本包括經濟、文化、社會等資本分析，才能理解現代的跨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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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動頻繁的現代，人們跨國流動的同時經濟資本也穿越了國境，以全球為

範圍流竄。打工度假更是如此，不同於短暫觀光旅行，打工度假時間更長，可以合

法地在它國工作，更與經濟資本的累積密切相關。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的另一

面也是在跨國流動下資本積累的生命旅行故事。 

 

在實踐初期，當澳洲打工度假者剛抵達了澳洲這一個陌生的國度之時，首先面

臨的是一個陌生的國家，這個國家所使用的語言並非是台灣人們最常用的中文，文

化上也與台灣文化相差甚遠，也意味著他們面臨的是一個不太熟悉的社會環境，長

年的台灣生活所帶來的經驗在澳洲不見得這麼管用，缺乏有用的語言、文化與經驗，

澳洲成為一個充滿著不確定的國家。在這樣的一個陌生社會中行動不再如同在台

灣一樣方便，一個未擁有必要語言技術、人際連結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找尋工作、

住宿地點上可能是會茫然而無從下手的。 

 

來到它國異境澳洲打工度假者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源於文化資本的不足，這個

不確定性必然是需要被克服的，對於剛抵達澳洲的他們，尚未在文化資本上以所累

積前，只能利用消費經濟資本維持自己的生活。然而在有限的資金上，沒有找到工

作代表著不斷燃燒著自己從台灣帶到澳洲去的資金（當然這筆資金的大小是因人

而異的），經濟上的急迫性使得找到工作是穩定初期澳洲生活的一大課題；除此之

外，一個妥善的住處也是另一個穩定初期澳洲生活的課題。在實踐者當然也可以選

擇住在飯店或是背包客棧中，但不同的住處也代表著不同的金錢的花費速度，為了

減少居住的花費，share house 常是較為理想的選擇。除了從台灣帶到澳洲的資金多

寡，也就是澳洲打工度假者所擁有的經濟資本影響著實踐者在初期的行動急迫與

否。 

 

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前也是可能知道自己在初期可能會遭遇到這樣的困境，

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實踐前會利用一些手段讓自己得以迴避這個前期可能會遭

遇到的不確定性困境。常見的手段常有藉由人際網絡找到可以幫助自己的人、請朋

友幫忙介紹工作及居住的地點、藉由網路社群事先找到工作與居住的地點，這些方

式都是澳洲打工度假者前期常使用的手段。例如受訪者 E（27 歲，女性）在台灣就

已經先找了草莓農場的工作、受訪者 F（35 歲，男性）在最一開始先與朋友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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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G（28 歲，女性）在前半年先到墨爾本與妹妹一起住、受訪者 H（27 歲，

男性）的行動初期是與受訪者 G 一起行動並事先在網路上搜尋在地的資訊、受訪

者 I（33 歲，男性）則是在出發前透過朋友認識正在實踐澳洲打工度假的朋友而找

到肉廠仲介的連絡管道以及住處。網路上的各種資訊、經驗與人際網絡正是對於澳

洲打工度假有用的社會資本，有效地連結降低在澳洲打工度假初期可能會遭遇到

的不確定性。 

 

人際連結對於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來說，確實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資源。除了在現

實中實際認識的人際網絡以外，現代科技擴展了我們在人際領域的範疇，我們已然

習慣了將在網路中所遭遇到的人視為是人際網絡的一環，澳洲打工度假者同樣地

可以藉由網路的連結找尋所需的人際網絡。舉例而言，當澳洲打工度假者想要移動

到另一個城市居住時，他們需要辭去現有的工作、離開現在的住處，在新的地點找

尋新的工作以及居住地點，他們需要再度面對新的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此時澳

洲打工度假者可以運用現有的人際網絡、網路上的人際連結、Facebook 上的資訊

或是朋友所認識的朋友等等人際網絡連絡上現在已居住在該城市的人們、取得工

作仲介的連絡資訊、得到朋友幫忙介紹工作等等工作機會以及居住地點。在確定了

移動所可能造成的潛在危機被降低到了可以接受的狀況時再動身。 

 

而澳洲幅員廣大，在居住生活的形式上也與台灣的生活相差甚遠。在台灣的生

活中，尤其是都市生活，開車移動並非是人人生活所需的重要交通工具與技術。但

在澳洲則不是如此，無論是前往工作地點、去採買日常物品及食物、出門遊玩或是

移動前往其他地點居住，汽車都有其重要性，有一台車以及開車的能力可為澳洲打

工度假者帶來許多好處。受訪者 B（37 歲，男性）也因此初抵澳洲時即決定要購

買原先沒有計畫要購買的汽車。擁有交通工具以及操作的能力與資格，對於移動來

說是相當重要的資本。擁有這些資本能使實踐者抵達更遠的地點、不受公共交通工

具的時間限制、能在移動時攜帶更多的物品。 

 

而跨國移動中語言能力同樣也是常被提及的文化資本，此種資本對於澳洲打

工度假實踐自然也是相當重要的。語言作為進入澳洲社會，與澳洲人實際溝通的手

段，良好的英語能力（還包含了澳式英語用詞與口音上的熟悉），能讓澳洲打工度

假者更為良好的進入澳洲的社會，深入澳洲的社會與澳洲人們的生活。同時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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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障礙，許多對於語言要求較高的工作、一般台灣人不會去找、又或者是不在

華語社群間流傳的工作機會都有了實踐的可能。澳洲打工度假者也有機會前往僅

有澳洲人居住，台灣人不太知道的城市。語言作為資本大大拓展了他們能夠實踐的

寬度與深度。 

 

這些資本在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作為一種跨國移動之時，展現了 Urry 所認為在

現代社會的移動上的優勢，Urry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為人們帶來的是能夠

進入不斷移動的生活狀態的能力。這些資本並非是長久不變、與生俱來的，它們在

旅程當中同樣的是不斷的積累，也因此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常常是環繞

在資本上的實踐，實踐的過程同時也在累積各種資本。首先，經濟資本在澳洲生活

穩定後則開始不斷累積（在沒有過度花費的理想情況下），此項資本的累積為實踐

者帶來更多種實踐的機會。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負擔的起一

段時間內部工作到處遊玩的機會、可以前往在台灣沒有機會去的賭場消費等等，當

然也可以安排合適、小量的消費豐富自己的生活。 

 

而社會資本同樣的在實踐的過程中也能夠不斷的累積，藉由實踐者的各種社

會生活。在路上偶遇的人們、在 Share house 或背包客棧等居住地點的新居民、在

工作地點所認識的人們以及新加入這個工作的成員、在派對中認識到的朋友的朋

友等等，當然也包括在網路世界中所認識的新的人們。生活中各種經驗中遭遇到新

的人物皆可能成為新的網絡連結，也有可能為自己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帶來新的

機會。當然，人際關係有可能交好也有可能交惡，壞的人際關係則可能讓生活痛苦

不堪，間接的喪失潛在的機會或是為改變人際環境所進行移動而造成額外的花費。 

 

語言常被澳洲打工度假者當作其實踐目的，在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許多場合

有機會鍛鍊英語能力的。在旅程中、遊玩時、工作場合、各種機關中或是有著其他

英文使用者入住的居住地點等等，澳洲打工度假者生活中有著各種機會遭遇到澳

洲人或是其他使用英文的他國人們，這些遭遇機會可以成為語言此一資本的積累

機會。當然，語言資本並不限定在英語或是澳式英語上，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旅程中

還會遭遇到來自世界各個不同國家的旅者們，或在居住地點遇到不同國家的住戶。 

 

工作經驗同樣的也是另一項澳洲打工度假者可累積的資本。以農場工作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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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件計費的採果工作，常會出現對工作速度較快的人們有著「快手」稱呼，「快手」

意味著在同樣的時間內可以比其他人們賺進更多的錢。而在肉廠的工作中有某些

特定的工作位置擁有著專業的技術，「刀手」（slicer）與「剃骨手」（boner）這兩項

工作較少台灣人得以擔任這兩個職位，原因正是因為這兩個職位是需要事先學習

相應技術的，並且較少肉廠願意教導最多只能在同一地點工作半年的打度假者們

這項技術，也因此擁有這兩項工作技術，在應徵肉廠工作上則是無往不利。而一次

次的工作經驗以及應徵機會所帶來的應徵技術等等也作為一項資本累積成為澳洲

打工度假者往後得以利用的重要文化資本。 

 

隨著經驗的累積，這些經驗帶給澳洲打工度假者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的積累，

讓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變的更加無往不利，也轉換為象徵資本。豐富的經驗能獲得其

他菜鳥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尊敬，也可以幫助其他澳洲打工度假者。受訪者 D（29

歲，男性）即有在旅程中住進背包客棧時感受到經驗作為資本所帶來的權力關係。

然而這些經驗背後所包含的工作機會、工作技術、實踐技巧等等，做為可以被交換

的資本，也有著被不當運用的可能，以金錢或是性進行交易的傳聞也曾有耳聞。 

 

老背包客大部分帶的是這幾樣東西（資本），住進背包客棧裡，去分享

資訊。比較好的老背包客評斷要不要介紹你工作不是建立在你跟他熟不熟

或是你是不是妹子，是建立在我看你這個人可不可以去接我的位子，你會

不會去搞壞我的名聲，讓我介紹你去然後我沒面子，他們是用人品、工作

態度去篩選。有些人是只介紹妹子，…，這種人很多。…甚至會有些人會

願意用性去交換，我有遇過（受訪者 D，2016）。 

 

對於澳洲打工度假者來說，各式資本可以幫助其實踐的所面臨的各種狀況，這

些資本在實踐中也有著各種累積的機會。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資本雖有其對澳洲

打工度假的實踐優勢，但如何累積、是否進行累積或者有沒有辦法累積則是與其實

踐過程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方法影響著他們能否進行某

些資本的累積，舉例而言，居住在滿是台灣人的 share house 較充滿著其他使用英

文的背包客們的 share house 或是在澳洲人家中打工換宿較難累積語言能力；在工

作中是否有澳洲同事，又實踐者是否願意去和澳洲同事攀談（或反之）等等，這些

不同的個人際遇、意願及場景也影響著澳洲打工度假者累積各種資本的狀況。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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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打工度假同時也是個人性的一種實踐，個人並非一定要刻意進行累積，依據實

踐者自身的實踐目的與想像，台灣的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過程常並非是純然的

觀光移動，而是摻雜了與理想的旅行移動生活相當不同的要素與需求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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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穩定為中心的再結構化打工度假生活風格 

 

澳洲打工度假作為一種跨國實踐，包含了部分觀光的特色同時卻又參雜了定

居的特色於其中，是不能被草率的歸類於兩者之一。然而代表著更多移動的觀光與

屏除各種不確定性的定居，這兩個特色在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身上，有時並不是

被良好的混和，常見的實踐中這兩種特色常被拆開，在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中分別執

行。敘說澳洲打工度假中的移動－定居間的關係以及為何常以此分離的方式實踐，

本研究從個人的實踐開始談起。 

 

台灣年輕人們的澳洲打工度假常常是經濟資本及個人實踐想像間的對話過程。

經濟資本，更常見的是收入這一個作為多數澳洲打工度假無法迴避要素，牽制著澳

洲打工度假者的旅程。並且依個人的實踐想像不同，個人的各種不同實踐與經濟資

本的累積有些得以良好的共存，有些實踐便顯得互相拉扯，甚至是背道而馳。若實

踐者之想像即是於澳洲追求於台灣所賺不到的財富，那麼他的實踐想像可能較趨

近於定居生活，並以固定的工作作為賺錢之手段，盡量能在同一份工作同一個地點

做滿六個月在進行下一次的移動，在生活上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開銷；但若是以移動、

旅行作為他們的實踐目的之想像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就可能不會這麼執行了。澳洲

打工度假的實踐會從實踐者的目的與想像出發，選擇在澳洲所過的生活樣貌，是以

其居住的形式、移動的頻率到科技及物品的使用所交互而生的實踐樣貌。 

 

澳洲打工度假者的最初實踐目的與其實踐想像影響著他們實踐初期的生活樣

貌。想像自己是前往澳洲賺錢的實踐者，事先訂下了賺錢此一目的時，偏向旅行實

踐所帶來的移動、不確定性成為其實踐的大敵。為了累積金錢，這樣的澳洲打工度

假者首先在工作上需要保持穩定，長期的工作使他們必須要保持著在同一地點定

居的居住形式。為了更快的累積，金錢的過度花費也需要極力避免。冒然的移動帶

來更多的花費，同時也是現有工作的終結，更增加了不確定性。 

 

這樣的定居實踐不只展現在於居住於同一地點這件事情之上，其包含了更多

與各種包含移動、改變等液態相反的性質，有著更為深層的實踐內涵。這種居住與

生活型式除了展現在居住地之外，個人的生活還使用了各種物品編織出其生活方

式的樣貌。以物品的使用來說，現在的行動網路科技，手機或者是平板電腦應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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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夠應付獨自旅行實踐所需要面對的各種問題，旅行時所需要找尋的資料、尋求

各種幫助、幫助自己與與外國人溝通等等需求在手機上應已能夠很好的被滿足；相

反的，筆記型電腦在旅行實踐上可能不在如此的必備，雖擁有比智慧型行動裝置更

有生產能力，得以應付更龐大、更為複雜的工作，但這些特色與旅行及移動一事似

乎顯得非必備。但在受訪者 I（33 歲，男性）的經驗中並不是這樣的，當問及了他

的經驗中的澳洲打工度假者所必備的物品時，他認為筆記型電腦對他所認識的澳

洲打工度假者來說是非常必備的（受訪者 I 是屬於較近期的澳洲打工度假者，他實

踐的時候已經是行動網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非常普及的時代）。他明確的表

示，筆記型電腦於澳洲打工度假實踐時是非常必備的，尤其是對於男生來說。由於

澳洲的工作生活中，打發工作與各種日常事務後的空閒時間是相當重要的事情，排

解每天空閒時刻的無聊，筆記型電腦因此成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必備的工具。受訪者

I 認為尤其以男性實踐者來說，他們會想要在這個空閒時刻玩玩電腦遊戲，而這個

就更需要使用到筆記型電腦。在受訪者 I 的經驗中，他所住的 share house 中的男

生很多都是這樣。並且也並非是男性實踐者有著使用到筆記型電腦的需求，筆記型

電腦擁有的螢幕常較智慧型手機以及部分平板電腦來得到大，有著看電影或者戲

劇需求的實踐者不分男性女性，筆記型電腦也都可以滿足其需求。玩電腦遊戲這件

事情是一件相當定居的生活習慣，並且也是現代台灣年輕人們常見的台灣生活經

驗。澳洲打工度假者於澳洲同樣執行於台灣的生活習慣，受訪者 I 也坦然地認為，

他們的生活與在台灣的工作生活相當的類似，只是把地點移到澳洲去。 

 

受訪者 I 所經驗的定居的工作生活，似乎僅有身體是在澳洲一般，他們的實踐

中澳洲的環境為他們帶來的生活帶來的變化並不多。某一程度上他們在澳洲所實

踐的如同是台灣生活的延伸。並且這樣的生活也與移動搆不上邊，移動甚至是有違

其實踐目的的，因為移動會為他們帶來更多的花費、不確定性。他們所要的是與移

動、流動所相反的固定的、穩定的。 

 

這樣的實踐如同是在澳洲這個異國國度中硬生生畫出了一個空間（以一個充

滿這樣的台灣人的 share house 為單位），這個空間中在地址上是在澳洲，部分物品

也是澳洲的，但此空間是卻台灣的。藉由讓生活中充斥著各種與台灣原有生活相同

的事物，在澳洲以往觀看在台灣時會看的電視節目、追的戲劇、玩的遊戲、聊天對

象等等，甚至一些來自的台灣商品也可以在澳洲買到。澳洲打工度假者藉由現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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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跨國的商品物流，實現了在他國構築與台灣生活相去不遠的空間。在現在這個

時代，旅行者可以如此地與所在之他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彷彿不脫離母國原有生

活般地居住於其中，並保持著與母國的連結。 

 

這樣的定居工作生活的澳洲打工度假生活並非僅限於以賺錢為想像的澳洲打

工度假者，非以賺錢作為想像的實踐者，仍可能遭遇到相同的生活情境。受訪者 F

（35 歲，男性）於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前便已經有著較明確的目標計畫，但實際上

受訪者 F 並未如此執行。受訪者 F 原先想著在抵達澳洲後先與朋友會合，習慣在

澳洲的生活後就買車開始執行逐水草而居的想像生活。但在澳洲前期的時期受訪

者 F 正好找到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使得他決定改變自己的計劃，轉為定居於一

處的穩定工作生活。 

 

對於台灣年輕人來說澳洲打工度假的跨國實踐似乎往往掙扎於穩定生活與移

動之間，即便擁有逐水草而居的想像，實踐之時仍然不得不考量定居所帶來的穩定

收入。如同本研究前一小節所敘述的，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移動、旅行、娛樂都需要

一定的資本的（尤其是經濟資本），澳洲打工度假者移動到遠方城市居住在移動上

的資金花費、前往它處旅行一段時間旅途上的花費以及生活所需等等，並且在這段

移動或旅行的時間，實踐者中斷了穩定的工作生活，失去固定的收入，即便是不在

意帶回台灣多少金錢的實踐者，在資金見底時也不得不結束自己的旅行，重新找工

作回到穩定的定居生活。 

 

然而抱持著多少賺點錢回到台灣的澳洲打工度假者並不在少數，在他們的實

踐中穩定性又占有的更重要的地位。也因此常會見到這些實踐者的生活中，旅行、

出遊等實踐集中在沒有工作的休假日，不影響工作的情況下，在週末時開車出遊、

偶而搭乘飛機去其他城市小玩的幾天。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似乎成為一種在移動－

定居之間依照實踐者各自不同的頻率、節奏往返於這兩者之間的跨國實踐。而旅行

不再是處於移動之中，而是以定居的方式執行，在穩定的生活的節奏中逐漸探索這

個陌生的城市，偶而利用便利的空中交通短暫前往其他地點。在完成了探索後或者

工作到期時，此時若有其他地點更加地吸引著實踐者（新的農產季、新的工作機會、

想要一探究竟的其他城市）之時，在降低了移動所帶來的風險後移動到新的地點，

重新進入新的定居生活之中。對於金錢較為沒有要求的實踐者可以擁有著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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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以及較為長時間移動實踐節奏；要求要帶回足夠金錢的實踐者則是往往更長

時間處於定居之中，甚至可以說大部分的澳洲打工度假時光中都在定居中度過。 

 

這種以定居作為基調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延伸出屬於這種節奏式定居－移動

生活所需要的一組資本，與重視跨國行動的資本有所不同。在這情境下，各種事、

物、能力能否幫助他們移動則不再如此的重要。 

 

舉例而言，受訪者 I（33 歲，男性）認為在他的經驗中英文能力甚至不是這麼

重要的技能，藉由人際網絡接觸到其他肉廠的工作仲介並不需要使用到英文；英文

太好會讓自己工作時成為主管喜歡找的傳聲筒，反而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語言能力

這種一般認為對於移動上相當有利的文化資本，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反而是一種非

必備的能力。語言不再是那麼必備的技能意味著這樣的實踐中，與澳洲的在地連結

似乎不再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受訪者 I 的澳洲打工度假經驗中所使用的網站皆

是使用中文的網站，與一般台灣人無異，差別僅在於他會去使用澳洲打工度假相關

的網站，這些網站也是常見的「背包客棧」、「Facebook」澳洲打工度假相關社團；

Line 上的社群則是以工作之肉廠為核心的社群。這樣的澳洲打工度假者並不會去

使用澳洲人們所會使用的在地網站。環繞在台灣的各式網站向外延伸的網路，而不

使用澳洲在地的網站、不與在地澳洲人深交，在此一層面，澳洲打工度假者卻又表

現的如同一個外來旅人一般。正如同本研究在前面所提到的，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

更像是揹著故鄉出發，澳洲土地被畫出了一個從台灣外延的領地，在這個「澳洲中

的台灣」上（或揹著它）定居。 

 

本研究所講述的這個定居實踐，並非意指這是一個人人皆同的普遍現象，而是

一個不算少見的實踐光景。澳洲打工度假實踐仍有多許多與之相異的實踐情境，並

非所有澳洲打工度假者皆屏除了實踐中與澳洲和其他異國旅者的交流，單就 share 

house 的居住形式即有著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澳洲打工度假者仍有可能在 share 

house 中與澳洲人、日本人、韓國人、香港以及其他來自世界中各個不同國家的旅

人們相遇並一起生活著。然而這個偏向定居的性質卻仍然可能在這樣的情境中發

生。在受訪者 B（37 歲，男性）的旅行經驗中即有來自德國之旅者對此的感想： 

 

她說她跟另外四個台灣人住住在同一間房子，他們住的地方離海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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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只要三分鐘。她每天下工都會去海邊走一走或游游泳。她說：「我剛住在

那邊的時候我幾乎每天出去都會邀請他們，他們從來沒有跟我出去過，他

們會煮飯一起吃，從來沒有邀請我一起吃飯過，我也從來沒看過他們邀朋

友來家裡吃飯過。我甚至從來沒有看過他們有在除了在工作和買菜以外外

出的時候。」……，其實像這樣的個案還滿多的。真的就是工作，下工就

是回家。頂多去超市買菜，買完菜就回家。可能兩三個人，一定會有兩三

個人，台灣人很愛群聚。然後可能就吃飯，吃完飯就看韓劇，看康熙來了。

真的就是這種生活（受訪者 B，2015）。 

 

這種台灣人的定居實踐形式與來自西方國家的年輕人的同樣是定居實踐中也

有著差距，同是定居台灣年輕人的實踐有些顯得更為內向、對內許多。除此之外，

這種實踐風格似乎有著一定程度的必然性。這種實踐形式已然是一種可行的、有相

應的背景、有足夠的基礎，所形成的一種在澳洲打工度假這種跨國實踐上的實踐文

化。在這樣的定居實踐的背後，無線網路科技以及各種網路媒體、社群媒體，讓現

今的個人擁有了如同「即刻連結」的能力，得以在遠方持續連結家鄉的親朋好友的

能力，並夾帶著長年累積下來的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經驗以及澳洲打工度假者間的

相互連結能力，使得實踐者們對外擴展與澳洲的、它國的、甚至是仍未陌生的關係

不再如此的必須；當關係的往外擴展不再如此必備時，科技所實質增強的似乎更多

的是在對內的，也就是固有的關係上了。 

 

台灣年輕人比起其他國家的澳洲打工度假者來說，更為重視澳洲生活的長久

與穩定，從《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me report》提供的 2017 年及 2018

年數據中可以發現，以 2017 年的首簽通過數與 2018 年的二簽通過數比較，同屬

亞洲國家的南韓大約有 22%的澳洲打工度假者會申請二簽，實踐人口數最多的英

國約有 24%的二簽申請率，然而台灣的二簽申請率卻高出這兩個國家許多，約有

47%的申請率。然而本研究無法明確區分出此一現象是台灣獨有的，還是源自於華

人文化的現象。中國近兩年也開放了民眾前往澳洲打工度假，然而正處於制度剛開

放的數年間，但同樣的若以 2017 年及 2018 年的數據做為比較，去年一年的中國

澳洲打工度假者二簽申請率約為 23%，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仍處於剛開放實踐的

期間，數據變動相當的大，2016 下半年至 2017 上半年間與 2017 下半年至 2018 上

半年間的二簽申請數就成長了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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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法確定這樣重視穩定性與實踐長度的打工度假中是否有著華人文化的特

質，但本研究認為這個現象中透露出的是此一議題須將台灣社會現狀與台灣社會

文化加入討論。澳洲打工度假者動身前往澳洲的動力來自於現代性中的反思性，年

輕人們藉由與自身歷史的對話做出生命歷程的下一個選擇，這個選擇是對於自身

歷史的彌補，同時年輕人們藉由以澳洲打工度假來實現自我反思所得來的生涯目

標，藉此將澳洲打工度假與個人生命「接合」。然而也正因為這樣的反思性作用，

作為滿足台灣生活中不足的部分，澳洲的薪資被拿來做為台灣薪資低成長率的補

償。 

 

且部分澳洲打工度假者追求的穩定性，與反思現代性本質上的不穩定性背道

而馳，其源自於在網絡資本上的缺乏使之無法妥善地進入移動的狀態。為符合對穩

定性的需求，定居的生活是最為確實的實踐想像，這種生活風格同時可以滿足對於

穩定的追求與對過去台灣生活中經濟缺乏上的彌補。源於個人與台灣的環境背景，

在全球移動中部份台灣年輕人選擇了定居的生活風格。 

 

然而不能忽略的，這種實踐同時已是有足夠的基礎讓這個定居性質不斷被再

生產。當定居實踐不再是少見的實踐形式時，人際網絡的傳佈傳遞漸漸地拓展這樣

實踐想像。並且在實踐初期藉由人際網絡、網路找尋工作機會以及居住地點的這種

實踐方式，也將澳洲打工度假者帶領進入定居的實踐領域，強化已然出現的實踐形

式被再實踐的機會而非鼓勵其他實踐形式。從人際網絡以及網路資訊所建立的實

踐想像，牽引著澳洲打工度假者前往的並非是真正的陌生國度，而是已被過去的實

踐者開拓、建立認識的特定地點為主幹的澳洲。並且，眾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前往澳

洲，在澳洲建立了相應的市場機制，仲介公司仲介並管理著澳洲打工度假者，應對

應著眾多的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或其他華人實踐者，許多仲介公司不再是由澳洲

人擔任，以受訪者 I 的經驗來說，許多仲介公司是由華人或者是會中文的亞洲人擔

任，也就是說，英文的必要性被排除了，相應的市場機制降低了實踐的難度，但也

排除了跨國交流的必要性。受訪者 D（29 歲，男性）將這樣的澳洲打工度假相關

市場機制看作為一個成套的「系統」，仲介澳洲打工度假者工作、提供住處、提供

交通服務、工作器具等等成套的服務，然而在這些服務中充滿著層層剝削，並且這

樣的仲介系統也通過華人與「系統」內的其他澳洲打工度假者滲透進入到台灣澳洲

 



94 

 

打工度假者常使用的各種如背包客棧和 Facebook 等網路中介網站與社群中。 

 

這樣的定居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表面上看來相當的固態，在最極端的狀態之

下澳洲打工度假者甚至可能身陷其中、毫無翻身的餘地。從這樣的實踐中脫身似乎

只有在經濟資本與其他資本累積到相當的程度，在澳洲打工度假者不必在意經濟

上的花費，其他資本及實踐技術也累積到足以應付各種不確定的情境、可能的突發

狀況時。也因此澳洲打工度假者常見的實踐中，第一年常常是過的最困苦的，在經

驗逐漸累積後的第二年才得以實踐的更為自由。並且也有許多實踐者實際進行長

時間的旅行是在澳洲打工度假簽證到期前的最後一段時光中，在這段時光中澳洲

打工度假者拋棄現有工作也顯得無所謂，並且也已經賺足了錢，可以應對較長時光

無職旅行生活。 

 

然而需注意的是，實踐者們的旅程中各種資本的累積相當程度的受到個人實

踐情境的牽制。各種不同的場景有利與有害於各種不同資本的累積。澳洲打工度假

者於定居的生活中，穩定生活有利於經濟資本的累積，但也如同本研究前面強調的，

那是種較為封閉的實踐情境，對於有利於移動的資本累積顯得沒有如此重要。 

 

部分由反思性所激發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因所擁有的網絡資本導致實踐上的

再結構化。這些旅程中所累積的資本正因為反思性與「接合」的作用方式，個人常

是將生涯目標與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綁在一塊，認為澳洲打工度假做為人生的一段

重要經驗，個人可以並且也應該藉由這段經驗得到某些收穫以及成長，使得台灣年

輕人的澳洲打工度假摻雜了觀光與積累。在全球化下，Appadurai「由下而上的全

球化」闡述，全球化想像是被「挪用」至個人的生命之中，個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實

踐出全球化，因而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動機上因而不再純粹。因為台灣現代經濟與就

業環境的停滯，使得澳洲打工度假中所累積到的資本被更加重視，在觀光的行動放

入了個人生涯成長與累積的思維，又或者是反過來的在澳洲追求生涯成長與累積

並且加入一些觀光的享樂元素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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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國移動和連結與自由的再分配 

 

澳洲打工度假簽證即便可以藉由「二簽」制度的延長，至多也僅有兩年時間。

然而簽證到期對於部分澳洲打工度假者來說不見得便是打工度假（或是跨國實踐）

的結束。部份的澳洲打工度假者在打工度假簽證到期後利用學生簽證與工作簽證

留在澳洲，受訪者 D 也提到了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藉由難民簽證留在澳洲。除了

留在澳洲外，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在結束澳洲旅程後再度前往其他國家打工度假，

持續延長跨國實踐。 

 

受訪者 A（34 歲，男性）的實踐經驗正展現了這樣的樣貌。受訪者 A現在的

澳洲打工度假簽證已經到期，但他改以其他簽證留在澳洲。除了向後延伸的跨國狀

態之外，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I 類似的在生涯歷程中展現出了液態的變動性質。受

訪者 A 在台灣時是一名職業吉他手，前往澳洲打工度假前在樂手之路中已然小有

成就。同現代傳統對於個人不再強制地鉗制，家人們也讓受訪者 A 自由選擇自己

的生涯方向，受訪者 A 也勇於追求自己在不同時期的興趣，在各種時期把自己投

入在各種不同的目標上。在其樂手生涯正穩定成長，儼然可以將音樂做為主要職業

時，因太陽花學運而將重心轉向政治社團活動。約一年後受訪者 A 決定藉由澳洲

打工度假賺取自己前往美國音樂深造所需要的資金，在實踐的初期，受訪者 A 與

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相同的在出發前以及實踐初期在網路上做了大量的功課以瞭

解自己將會遭遇到的澳洲旅程，並且這樣的經驗使得受訪者 A 在實踐初期時相當

投入在網路上與其他澳洲打工度假者的互動上。 

 

在受訪者 A這樣的生涯敘事中，除了受訪者 A 身為樂手的自我認同外，還包

含著現代社會中將自己投入在各種不同時期的興趣之中而呈現出將變動性視為正

當的特質，組織著他的生涯決策。Bauman 認為液態的現代性中，最終的目標問題

成為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時，人生成為不斷選擇的過程。並且沒有任何一個選擇是完

美的，每一個選擇皆為上一個選擇提供了補償。個體性潛藏在台灣年輕人的生命議

題之上，大至生涯目標，小至日常生活的選擇，在各種大大小小規模的選擇中組織

出液態性。在過去的時代中像受訪者 A 一般不斷改變生涯目標在他人眼中可能並

非一件好事，然而現代性之下這樣的行動不僅是被允許，同時是一種富含生命力的

生涯敘事。這同時與澳洲打工度假者間常出現的「體驗」敘事相呼應，「體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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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可以合理地漫步於各種不同的生涯軌跡間，並且與 Gap Year 概念中放開心

胸觀看不同世界的觀念相連，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與現代年輕人生涯的液態性分享

著相似的價值觀。然而本研究認為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液態性在現代中被視為合

理並富有生命力也是因為其背後隱含了資本的累積與自由的再分配。Bauman 認為

在液態的現代性中，人們移動的速度以技術克服了肉體與自然的限制，因而產生了

速度的差異。從這樣的角度切入，資本在現代社會中為個人帶來了能否保持在移動

狀態之中以及移動速度的差異，澳洲打工度假作為一種全球化實踐牽涉了網絡資

本累積，並得到繼續跨國移動的機會。 

 

以受訪者 A 的澳洲經驗來說，在澳洲的旅途中受訪者 A 接觸到了導遊工作，

這樣的工作讓受訪者 A 的收入增加不少，並在旅途中認識了許多同樣在澳洲工作

的台灣人與中國人們，逐漸拓展了在澳洲的華人人際連結，並且也在澳洲拓展出了

音樂教學及酒吧駐唱的副業工作。隨著澳洲旅程經驗的成長，受訪者 A 的生活與

打工度假者差異越來越大，不再如同打工度假者一般住在 share house，成為了自己

承租一間新房子並把其他空間分租出去的二房東，藉由這種方式賺取額外收入，並

且做著打工度假者不太會去做的工作。受訪者 A 發展出了與大部分澳洲打工度假

者相異的實踐途徑，進入澳洲在地生活的狀態，在這樣的生活之中，受訪者 A 所

發展出的人際連結與一般打工度假者不同，大多是在澳洲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定居

於澳洲的中國人等。藉這樣的實踐方式累積了較一般打工度假者的多經濟資本，以

及連結至中國的人際網絡。大量澳洲在地的網絡連結以及澳洲在地累積金錢的手

段，受訪者 A 建立起澳洲在地穩固的生活，並且所能賺取的金錢遠大於在澳洲就

學繳交的學費，使他得以藉由學生簽證將歸國生活拋開，往後延長其澳洲生活。 

 

然而在澳洲穩定的在地連結並不意味著受訪者 A 從今以後將定居於澳洲。在

2018 年夏末受訪者 A 與在澳洲認識的樂手一起前往中國巡迴後短暫回國時的訪談

中詢問到了對於未來的計畫之時，受訪者 A 認為自己將來應該不會再延續在澳洲

的生活，在澳洲的簽證到期後可能會前往中國發展。受訪者 A 表示在澳洲的生活

中他建立了中國的人脈並讓他認知到了前往中國發展的可能性。受訪者 A 藉由在

澳洲所累積的中國人脈連結以及於他國旅居的經驗，儼然進入了可以不斷跨國移

動的狀態。因此本研究認為現代社會中的液態性被視為是一種充滿活力的生活方

式，其背後包含的正是資本累積與自由的再分配過程，擁有資本的人有著選擇與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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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生活的自由。並且這樣的跨國經驗給予個人的是有別於僅以媒體建構的跨國想

像，是藉由全球流動（自己的移動與全世界人們的流動）直接地連結，澳洲的城市

集中了澳洲在地、亞洲、東南亞、歐美等各國不同國籍的人們，個人得到機會了解、

接觸或是直接體驗到他國的人們的實際生活。全球想像在跨國實踐的中得到機會

進一步累積網絡資本與連結，成為下一段跨國實踐的前聲。 

 

這樣在跨國實踐中建立起的是藉由跨國移動並建立起的全球連結，並且將人

們劃分成可以不斷處於跨國流動狀態的「全球人」與被國家的疆界限制住的「在地

人」。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背後的核心正是這樣的自由再分配，然而再分配的結果並

不僅以受訪者 A 一樣不斷地保持跨國流動狀態的「全球人」形式顯現，澳洲打工

度假的經驗以各種形式進入並推動個人的生命。文化上的積累以經過跨國實踐後

得到了自我成長的敘說方式呈現，有些打工度假者的澳洲生活經驗以個人歷史身

分進入個人的自我認同之中，推動著澳洲打工度假者開啟下一段打工度假之旅，又

或者讓個人得以用不同的視野開啟歸國後的新生活。經濟上的積累藉由跨國實踐

得到突破台灣年輕人就業困境。澳洲打工度假者得到改變原本的台灣生活的機會，

可以在下一段人生之中擁有比打工度假更多的選項，選擇過得不同。澳洲打工度假

的旅程給予台灣年輕人改變自身生命的機會，以更為精確的說法，是個累積資本，

進而階級晉升的機會。然而這個屬於新的現代性的年輕世代的階級與過去不同，是

個人化，也是液態的。 

 

變動性正是液態現代性中最重要的性質，首先是源自於現代社會中個體化的

現象，個人身分不再受到限制，使得個人可以選擇與傳統不同的自我認同與生涯選

擇。並且在反思性下的個人將生命中的經驗反思進入修改自我認同之中。受訪者 A

生命歷程中的變動性違背了其原先的初衷。前往美國音樂深造的計畫是受訪者 A

職業吉他手之認同下的夢想，然而在生命歷程中的各種經歷不斷衡量在吉他手認

同與生存之間各種實踐的可能性，前往美國音樂深造是最大夢想之一，然而衡量自

己的年齡與未來之規劃後，前往中國的計畫妥善利用了澳洲的生涯中所累積的經

濟、文化及社會資本，並且既合乎長久以來的自我認同又能保障生涯的發展。受訪

者 A 這樣的經驗中，相互牽扯的兩方是長年以來身為吉他手的自我認同，以及年

過三十後對於未來生涯的擔憂，兩端的相互拉扯。就像受訪者 I（33 歲，男性）遊

走在夢想與麵包之間、受訪者 G（28 歲，女性）與受訪者 E（27 歲，女性）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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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工作上的掙扎，與生涯的穩定正對面的正是液態現代性中，現代性中傳統衰微後

給予人們自己決定，懸而未決的生涯目標。既未被決定，選擇權掌握在個人手中，

個人也可以更改目標、調整執行方式，這樣的生涯自然是液態而個人化的。更重要

的是澳洲打工度假這樣的跨國經驗中，受訪者 A 得以累積的資本並且跨國連結，

得以在澳洲打工度假後維持在全球化領域中跨越國境的跨國行動範疇中，甚至更

進一步的藉由前一段跨國行動所取得的資本與連結再生產下一段的跨國行動。藉

由差異創造差異，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跨國實踐中得到資本的機會，無論他們是往後

繼續其跨國生活或是回到台灣重新生活，以澳洲打工度假的機會讓生命得到變動

機會並且往後延伸的液態性正是台灣年輕人澳洲打工度假的實踐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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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從反思的現代性角度探討近年來眾多台灣年輕人前往澳洲打工度假之現象，

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者所展現出的多元實踐樣貌背後潛藏的是反思現代性之

特質。在反思現代性中的背景下，澳洲打工度假僅有放在個人背景中解釋才能得到

解答，其原因正是反思的現代性中個人在各種生命經驗的選擇中進行反思其個人

歷史。 

 

在澳洲打工度假的議題中，行動網路科技與媒體分別在不同層面上使得台灣

年輕人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變得可行。在台灣開放澳洲打工度假至今的十多年間

經歷了行動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攜帶裝置成為人們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澳洲打工度假者也將之運用於澳洲的生活中。在這樣的科技背景之下，

澳洲打工度假者間的相互聯繫能力被大幅的強化，藉由行動網路與網路中介社群

媒體，澳洲打工度假者能夠更輕易取得澳洲在地的人際網絡連結。科技提供了隨時

連網的能力，澳洲打工度假者幾乎可以隨時存取十多年來眾多澳洲打工度假者分

享於網路上的澳洲打工度假相關資訊。行動網路科技實質的降低了澳洲打工度假

的實踐難度。 

 

同時行動網路科技也是在個體化的社會文化之中被人們使用著，現代社會中

許多個人所遭遇的困難因科技的幫助被視為個人應以自身能力解決的問題。這也

是源自於反思現代性中人們的經驗不再僅能夠以自身體驗得來，而是可以藉由各

種媒體中介的方式取得。藉由經驗的中介，澳洲打工度假者將在網路、社群媒體上

被分享的各種資訊與經驗，構成實踐的想像。然而藉由這種方式構成的想像常常是

與實際的遭遇有著斷裂的。 

 

行動網路科技同時也將跨國的移動帶來了新的面貌。藉由網路中介的通訊軟

體將異地間的即時通訊變得可能，社群媒體將遠方的生活情境跨越空間並以即時

的方式呈現在面前。如此一來在行動網路科技的幫助之下，人與人之間通訊與連結

的速度被提升到了極快，時間與空間如同被壓縮一般。在這樣的科技背景之下，澳

洲打工度假者的「旅行」意義變得與過去的時代中不太相同。在過去的時代中「旅

行」同時是暫時與母國間失去連結的不在場狀態；然而如今因為行動網路科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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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澳洲打工度假者的旅行是連結著母國的人際網絡的，帶來了網路中介社群媒體

上的與身體所處地點的雙重前台的狀態。這樣雙重在場的情境中，澳洲打工度假者

與母國的人際連結間處於相互影響的狀態，澳洲打工度假者既無法脫離母國人際

連結的影響，同時也藉由這個連結反向地影響著母國。在人際網絡中熟識的親友們

及網路上其他台灣年輕人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圖像，滋養了個人想像，提供了實踐

的範本。比起過去媒體中所提供的異地生活圖像，這種有著與自己相似的背景或是

熟悉之人的實踐圖像提供了個人實踐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反思的現代性中，

比起指導性的權威，個人得以選擇並實踐的榜樣更顯得有所價值。藉由觀看各種不

同的打工度假生活樣貌，並從中選擇出榜樣，進而解決自己所遭遇的難題。 

 

既澳洲打工度假者藉由人際網絡與多種不同媒體所提供的圖像，並經過與自

身歷史的反思組織形成想像，那麼這個想像常是多元與個人化的，端看個人所接觸

的媒體、人際網絡與個人歷史所決定。這種多元想像本研究認為正是澳洲打工度假

者們呈現多種不同實踐目的的原因。 

 

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故事常是開始於個人歷史中的一個「轉折時刻」，本研

究認為其背後是傳統逐漸失效帶來的液態現代性中的變動特質。在個體化的背景

中，傳統不再給予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可以仿效的生命範本。在這現象的核心部分是

「不確定性」充斥了個人的生活。在缺乏傳統的指引，個人必須要憑藉著與自己的

歷史對話做出生命的下一段選擇，而每一個選擇都為上一個選擇做出補償。因此，

引領生命變動的選擇是可能出現在年輕人生命中的各種時刻，而「轉折時刻」是一

個中斷原有生活的合宜時刻。然而這些現象之來源實為液態現代性的變動性特質。 

 

傳統逐漸失效並非意指傳統已然消失，而是傳統所給予的生命範本成為各種

其他生命的選項一般，是種生命中可選擇的策略，個人可以感受到它、可以選擇它、

也可將之置之不理。而眾多台灣年輕人實踐澳洲打工度假，其原因正是因為作為一

種可選擇的生命選項，包容了多種可能的機會，藉由澳洲打工度假，個人可能能夠

賺到金錢、可能能夠體驗西方生活、可能能夠紓解原有生活中的煩悶達到休閒的目

的，澳洲打工度假成為一個充滿各種機會的入口，藉由這個實踐為自己的生命打開

一個破口。台灣年輕人經由對自身歷史的反思，企圖利用澳洲打工度假達成反思後

的生涯目標，將澳洲打工度假與個人的生命「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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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寬廣的可能性使得澳洲打工度假一詞意涵顯得含混，實際

上可以說是在澳洲建立兩年的生活。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生活意味著個人可以脫

離國家疆域累積資本，使得以自我歷史對話與生涯選擇串起個人生涯與澳洲打工

度假變得可行。澳洲打工度假的旅程中涉及了各種資本累積，這組資本延伸於 Urry

所稱的「網絡資本」，其中包含了經濟資本、人際網絡、科技近用、移動、語言及

知識技術等能夠讓澳洲打工度假者保持在移動的生活中的資本。擁有充足的經濟

資本意味著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有更寬裕的行動範疇；社會資本幫助澳洲打工度

假者在異地與同樣來自台灣或是語言相同的人們建立聯繫；科技近用能力與人際

網絡常是相關的，強化了澳洲打工度假者的社會資本；移動能力幫助澳洲打工度假

者追尋較遙遠地區的實踐機會；語言能力則讓澳洲打工度假者得以脫離僅使用中

文的環境，可以深入澳洲社會，直接與澳洲人交涉，取得更多的機會；而知識技術

作為可以在實踐中發揮作用，能在部分工作中獲得更好的收益，能更容易找到工作，

這樣的知識技術範疇相當廣泛，並且可以依靠經驗逐漸累積。這些資本在實踐中是

可以不斷累積的，當澳洲打工度假者的資本逐漸充裕，其行動限制則越來越寬鬆，

澳洲打工度假者可以選擇更多不同的行動，也能夠承擔更多行動中可能遭遇的風

險。換句話說，經過了資本的累積，澳洲打工度假越能富有能動性。 

 

現代性提供了澳洲打工度假者個體化的社會背景，傳統逐漸失去影響力擴展

了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機會，但在實踐中澳洲打工度假者卻面臨了許多結構限

制，成為了富有能動性卻又被限制之打工度假。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受到了

資本上及文化上的限制。在富有能動性的澳洲打工度假中，許多台灣年輕人卻又呈

現出處處受限的澳洲打工度假樣貌。許多澳洲打工度假者於澳洲的生活風格呈現

出與在台灣的生活相去不遠的定居生活風格。這種澳洲生活的是以工作生活為中

心，為了維持穩定的工作生活而構成的澳洲異地的台灣生活空間。從這樣的澳洲打

工度假者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充斥著日常觀賞戲劇及電影、電腦遊戲、網路社群上

互動等定居生活常見生活要素，實際上他們在澳洲的生活與原本的台灣生活相去

不遠。如同是與所處的澳洲保持了一段距離，在澳洲畫出了一個屬於台灣的生活空

間。 

 

這樣的生活風格中有著對於穩定性及經濟資本累積上要求，使得可能破壞穩

定性的移動生活被排除。同時跨越工作與休閒領域的澳洲打工度假因此變得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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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中一邊，休閒常是以一種節奏式的進行模式，在週末中才進行較為與旅行較能

搭上邊的休閒，而平日則是回到以工作為中心的定居生活。也因此這種定居生活中

澳洲打工度假者所重視的資本呈現出了稍有不同的樣貌，無益於其工作生活的資

本便不是如此重要。尤其在澳洲打工度假出現了工作仲介為中心的市場機制並滲

透進入使用中文的華人社群後，連語言都可以忽視。 

 

本研究認為澳洲打工度假者受到傳統逐漸削弱後誕生的個體性啟發，然而在

澳洲打工度假旅程中卻是受到多種結構限制。對於穩定性的追求，本研究認為這是

是台灣社會脈絡下，台灣原有的社會價值觀與反思性聯合影響的結果。從台灣澳洲

打工度假者始終保持著近 50%的二簽申請率來看，這個現象標註著台灣年輕人在

澳洲打度假中的獨特性，反思性使台灣年輕人將澳洲打工度假與其生涯規劃「接

合」，從澳洲打工度假企圖彌補前一段生命歷史所缺乏的一部分。作為對台灣近十

年的經濟現狀回應，這種定居的生活正是有利於重視經濟累積的實踐風格。然而這

種實踐風格同時也滿足了澳洲打工度假者因前期網絡資本上的缺乏而追求的穩定

性，使得這種實踐風格藉由仲介制度與人際網絡等的幫助不斷得被再製，逐漸形成

了實踐上的結構限制，並無意識地延續了台灣傳統價值觀。 

 

然而網絡資本的累積可能為台灣年輕人變動的機會，在環境的改變中變動其

生涯目標與認同。然而這些資本影響的範圍甚至超越了澳洲打工度假的範疇，為澳

洲打工度假後的生命軌跡帶來影響，有些澳洲打工度假者累積了足夠的網絡資本，

在結束澳洲打工度假後再度投入跨國的旅程中。本研究認為台灣年輕人的澳洲打

工度假實踐中的核心價值源於「流動」，個人得到不受台灣國家疆界限制的資本累

積機會。這種異於台灣在地資本累積環境為台灣年輕人帶來的是自由的再分配機

會，擁有越多的資本，個人就能更自由地選擇生涯方向，甚至可以不受國家疆界限

制，持續的跨國流動。打工度假實踐概念被視為是以打工的方式補貼年輕人的旅費，

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然而對於澳洲來說打工度假的勞動力補足了澳洲農業上的

勞力不足。與過去的時代不同，流動逐漸充滿了世界各地，國家疆域的堅固性逐漸

動搖，緊緊鎖住邊境對於國家似乎不再有益。相反的，跨越疆界流動似乎帶來了更

多的價值，無論是對於個人或者國家。個人得以在跨國流動中累積在母國疆域內無

法累積的到資本，得到比他人更多的生涯選擇自由，甚至累積足夠的網絡資本而晉

升成為保持跨國流動的「全球人」。而這樣的過程之中國家透過全球流動獲得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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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勞動力藉由從傳統失效與個體化誕生的液態性，將跨國流動以體驗的方式包

裝，以打工度假的形式執行。體驗意味著不需要長久，對於個人來說體驗後若有興

趣則可以持續，但若感到無趣也可以立即拋棄，正是可以自由選擇的變動性。在液

態現代性中，這樣的短暫而不定的性質才能夠為國家帶來得以不斷補充的消費以

及勞動力，澳洲在長年以來打工度假的實踐文化與制度中也獲得了不少的利益。 

 

澳洲內政部（舊名為澳洲移民邊境保護部）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更新並公布

了打工度假相關簽證的規定14，澳洲政府即日起允許澳洲打工度假者在同一農業雇

主之下工作達一年（原規定最多只能半年），並且 2019 年 7 月 1 日之後，在澳洲

第二年的打工度假者若於特定地區與特定產業工作達六個月以上可向澳洲政府申

請第三年的簽證。澳洲總理 Morrison 如此表示：以澳洲人填補澳洲工作是我首要

的目標，但當那不可行時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農人們不會孤立無援的任由作物腐

爛，特別是草莓產業（Morrison, 2018）。Morrison 的話中透露出了澳洲草莓等季節

性的農產業面臨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打工度假者填補了部分這些產業所需的

勞動力，變更制度的目的正在於增加勞動力供給。制度上的變更想必將為未來台灣

年輕人的澳洲打工度假實踐帶來改變，並且在澳洲政府也放寬部分國家的打工度

假簽證申請條件至 35 歲以下（加拿大與愛爾蘭，台灣人的申請條件仍為 30 歲以

下）。限於研究期間的限制，本研究無法持續追蹤制度放寬後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

的實踐樣貌。然而澳洲政府放寬限制的決策、台灣澳洲打工度假者的實踐樣貌與跨

國流動性似乎有著一致的方向，個人期待著跳脫在地進入跨國流動狀態，而國家也

期待在跨國流動浪潮中解決國內面臨的問題，兩者在相同的期待下，未來的台灣年

輕人可能將過著更加流動的生活。 

 

雖本研究僅將關注範疇設定於澳洲打工度假實踐，然而不僅是澳洲，如今已有

許多國家與台灣簽訂了打工度假協定，近年來許多其他國家打工度假實踐如日本、

加拿大等對於台灣年輕人來說也是相當熱門的選擇。以日本打工度假來說，雖已放

寬了人數限制，從每年 2,500 人提高到每年 5,000 人的名額，但仍然是年年爆滿，

必須經過審查與抽籤才有機會取得簽證資格。台灣年輕人正在躍入跨國流動之中，

澳洲打工度假者人雖不再是爆炸性的成長，但打工度假的風潮仍未停歇，澳洲打工

度假現象可能僅是流動時代的序幕，流動的大潮正在沖蝕著國家疆域的防波堤。 

                                                             
14全文網址：https://www.homeaffairs.gov.au/news-media/archive/article?itemId=12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news-media/archive/article?item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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