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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我們早就在「世界」裡了，我們不是

創造它，而是活在裡頭，我們不是認

識它，而是「世界本身即是我們的認

識」（余德慧，1996：151）。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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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相關研究及文獻對話之後，理解到閱聽人詮釋、創造意義的過程並

非線性的「制約—反應」模式，而是一個逐漸聚焦、理解的過程。故決定採取質

性研究較「全觀的18」（holistic）視野開展研究，研究者也力求將這樣的思考邏

輯貫穿於本研究的設計與分析過程中：本章節中，研究者將呈現出一個不斷在理

論、訪談經驗、與研究方法中來回檢視、修正與逐步聚焦中完成的動態研究過程。

相對於量化研究以操作型定義及制式化的步驟來「切割」研究主體19的生活

脈絡，「操弄」各種「變項」對被研究者的影響，質性研究注重反思研究者在研

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質性研究認為研究的開展必然是研究者與研究主體彼此

互動的結果，也必定會促成兩者的改變，因此質性研究中的研究者不再是「客觀

中立」的「藏鏡人」，而是以「理解」研究主體為研究目的的「主觀參與者」，因

此研究者進行研究時的各種狀況，都應該盡可能地「透明化」，以提供讀者理解

研究者在觀察與論斷上的立基點；同時，研究主體對研究設計的回應，及與研究

者的互動關係，都影響著研究的進行的過程，質性研究的目的往往在於「理解」

不同研究主體的特殊性，而非以建立普遍的因果法則為目的，因此，研究主體與

研究者的互動關係也成為評判質性研究「效度20」的重要依據之一。

以下，研究者將分三個小節說明研究者在整體研究設計上的考量與選擇，首

先，研究者透過本體論、認識論到方法論的辯證過程，探討本研究的定位。並思

18 「質的研究報告通常特別強調對研究的現象進行整體性、情境化的、動態的「探描」。通常，
研究報告在討論研究結果之前有一定的篇幅介紹研究的地點、時間、社區、任務、事件、活動等。
即使在對研究結果本身進行報導時，研究者也十分注意事情的具體細節、有關事件之間的聯繫、
當時當地的具體情境，以及事情發生和變化的過程。質的研究的寫作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描述
詳盡、細密，力圖把讀者帶到現場，使其產生『身臨其境』之感」（陳向明，2002：472）。
19 「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以主體替代個體。這並不是否認個體—我們所居住的不同基因結構
的身體，但這說明形成我們個體的是生物基礎、本質的，而不是文化研究要討論的範圍。文化研
究關心的，是各種文化產生「個體」的意義，以及產生我們所經驗的自我的意義」(Fiske,
1987:48)。本研究屬於質的研究，「強調從當事人的角度看待問題，重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
的互動，這種研究方法給參與研究的「人」（而不是某些先在的「理論」、「假設」或「測量工具」）
以極大的尊重」（陳向明，2002：11），故研究者將以「研究主體」取代「被研究者」；以「敘述
主體」取代「受訪者」，以突顯他/她們在研究過程的參與及貢獻。
20 Roger Sanjek 明確指出田野報告的讀者應特別找出三種他稱為「民族誌效度」的有效討論與
作為：1、理論準繩--「坦承展示何時與為什麼」這種架構發展出來，可以「強化民族誌效度」。
「理論坦承（theoretical candor）的標準報出論者個人分析的資料來源。2、相對而言，「民族
誌學者的路徑說明」是報導與論者互動的人，以什麼樣的順序互動、如何互動。在某些研究中，
這是「連結民族誌學者與報導人的路徑描述」。3、田野筆記的證據—要報導(1)研究者累積、處
理資料的程序。(2)報告中呈現資料的作法。關於程序，研究者如何紀錄、審視資料，應該在開
展分析的過程中描述出來。經驗材料本身的呈現量應該要足夠（引自 Lofland, J. & Lofland, L.
H.,2005/2006: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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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如何設計出可以彰顯此定位的研究策略（第一節）；其次，研究者將說明進入

場域後所面臨的問題與抉擇（第二節）；最後，著手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過程

（第三節），作為第四章與第五章的推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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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定位與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報電視災難新聞對於生命史主體而言具有什麼樣的生活

意義？然而，「文本與生活之間不是重疊，而是人在生活中理解了文本，而文本

的意義是在生活脈絡中取得的；人在生活中『做某事』，可以依著處境順應文本，

也可以加以解除；換言之，文本是知識的對象，不能是『知』的主體，它是被主

體所用，只是主體之具。人順手地使用文本的現象，不能視為人被文本所制約。

相反的，人使用了文本或話語，卻賦予文本或話語生命的形式」（余德慧，1996：

178-179）。因此，研究者拋開傳統透過「解構文本」的方式對生命史主體「活生

生的」對話經驗加以「定位21」；改以傾聽研究主體自述生命故事的方式，進一步

「理解」生命史主體創造與詮釋「意義」的動態過程。

Denzin 曾說：「意義乃是傳記的、情緒的，並在個人的經驗流中被感覺。將

意義回歸到互動的脈絡，亦即探討，個人如何在情緒與傳記上將經驗扣合到持續

開展的自我定義之中。這樣的過程必須透過個人經驗故事與自我故事22的生產」

(1989/2000: 101）。由此，研究者認為當生命史主體的生命經歷與小報電視災難

新聞產生情緒上的共鳴，小報電視災難新聞的「文本」意義於焉展開--文本踏進

了生命史主體的生活世界裡，在生命史主體多元的生活實踐中，展開與災難經歷

的「對話」過程，進而創造出對主體而言「活生生的」生命意義。

為了進一步「理解」此一對話的動態過程，研究者採取一種「結構鬆散而開

放的對話式訪談」作為本研究蒐集資料的主要方法。採取此種方式蒐集資料的原

因有二：首先，研究者在預訪23受訪者時，即發現界定「閱聽人」（audience）的

21 阿圖塞提出 interpellation 的概念類似於語言學家所謂定位模式（mode of address）。這兩
個名詞都指涉著「言者和聽者的關係」，而任何這樣的互動關係也是廣泛社會關係裡重要的一部
分。Interpellation 意指使用論域去召喚（hail）聽者，在回應呼喚時，我們即認同了講話的
對象、接受這個論域為我們設計的主體的定位(Fiske, 1987: 53)。
22「自我故事（self-story）在講述的同時，創造與解釋了當事人經驗的結構。…自我故事同時
處理了過去、現在與未來。個人經驗故事則只是處理過去。自我故事所處理的乃是個人生命中持
續出現的問題事件」( Denzin, 1989/2000: 63 )。「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ies）乃是根據
訪談、對話、自我故事與個人經驗故事的素材，所重新建構的一個生命史」( 引自 Denzin,
1989/2000: 63 )。「個人歷史的焦點可以是單一個人、團體或制度的生命與傳記。個人歷史運用
了一個較大的敘事結構，亦即一個生命的故事，來整合或涵攝個別的自我故事與個人經驗故事。
唯有掌握講述者的傳記，才能充分領會一則個人經驗或自我故事的意義」( Denzin, 1989/2000:
63 )。
23 研究者在提報本研究計畫之前，曾於 2006/1/24 預訪了「小明」、2006/2/8 預訪了「阿寶」，
對田野進行了初探性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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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實質上的困難。換言之，研究者發現，從傳播理論學習到的「閱聽人」一

詞，預設了一個與文本相對應的「對話位置」，而且這個對話位置是「固著在某

個定點上的實體」。然而，由這樣的科學語言24所建構的知識出發，研究者開始反

思：既然是「游牧的」主體，為什麼我還以「固定實體的概念」來尋找我的研究

主體呢？這個想法說明了我在一開始尋找「游牧的閱聽人主體」（nomadic

audience）即出師不利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研究者還發現了「科學語言」與研究者欲探究的「生活世界」竟

是如此格格不入。Ang(1991: 94）的「觀眾的反叛」（revolt of the viewer）

概念，根本地批判了熱衷於探討方法學準確性與客觀性的「閱聽人測量25」。他主

張一種認識論的反叛，亦即，「電視閱聽人」只存在於論述的形式：它不過是一

個統計的構念，它並不反映一個先存的、真實的實體，而是召喚它。因為在真實

生活中，電視新聞僅是生命史主體眾多生活脈絡之一。

故研究者從詮釋現象學的觀點出發，將「閱聽人」概念「放入括弧」 26

（bracketing），同時排除伴隨著此概念而來的自然態度27—亦即，「將閱聽人視

作定點收看電視的受眾」，讓受訪者在較生活化的情境下，依其意願表述其寶貴

的生命經驗。如此一來，不僅可保留住生命史主體與小報電視新聞「對話」過程

的完整脈絡，同時，藉由日常語言的描述，生命史主體已將「閱聽人」概念，從

24科學語言產生的知識是命題式的，叫做人造的命題語言，這種語言無法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溝通
與理解。…我們這裡所說的語言，並非從語言區域性的差異著手，如中文與英文，而是涉及不同
語言系統（如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之間所存在之本質上的差異，日常語言的重要性在於它和人
的心理狀態有關，因為人透過日常語言的溝通而使他參與了兩個人的世界及語境的建構（余德
慧、徐臨嘉，1993：310）。
25 為了迎合企業對「正確收視率」的追求，收視率製造者在彼此的競爭下，促成了複雜測量技術
的推陳出新，而以閱聽人測量程序為核心展開的討論，也因為強調科技進步的意涵，而巧妙地避
開了計數器可能入侵私人領域的道德問題( Ang, 1991: 88 )。
26 現象學探究的問題並非總是我們對於所要探討現象所知太少，而是我們所知太多。或更正確的
說，問題是我們的「常識性」（common sense）的先前理解、我們的偏好傾向、假定、以及既存
的科學性知識，讓我們在我們還不能充分掌握現象學問題的重要性時，便偏頗的去解釋現象的本
性。…胡塞爾（Husserl），早期他是一個數學家，他使用「放入括號」（brackteting）這個詞來
描述一個人如何去掌握那個現象，以及把那個現象放到一個人既有的知識架構之外( Manen.
1990/2004: 56)。
27 自然態度（the natural attitude，德文原文為 natuerliche Einstellung）是一種一開始便
將外在世界的存在視作理所當然的態度。它包含兩種形式：一為常識的態度，另一則為理論的態
度。兩者差異甚大，在很多重要的面向上也不一致；但即使如此，兩者並非各不相干( Cuff,
Sharrock & Francis, 1998/2003: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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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語言描述的理論層次帶進了生活世界28的層次。

余德慧引申海德格 （Heidegger）的「早就在了」（already-being-in）概

念來詮釋人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具體啟發研究者對「閱聽人主體」的想像方式：

這「早就在了」的底蘊正是「在文化/社會之中」，意即不必去另找一個「文化

因素」來影響個人，或個人之外再加上「社會化」或「內化」；人的背景底蘊的

一切「可知能力」（intelligibility）--語言、關係與社會實踐—全部都在文

化/社會的形構之中，社會脈絡即是人對世界可知的最終基礎，即把笛卡爾的「我

思故我在」反過來看，而為「我在文化/社會之中，故爾我能思」（1996：150）。

研究者認為，「早就在了」（already-being-in）概念已從本體論的基礎上，

宣稱了「語言再現實在」的無效，這個觀點再次提醒研究者重新省思「閱聽人」

概念的虛假性—我們此刻生活的當下就已經是「閱聽人」了，活生生的生活經驗

是先於特定條件及歸類而存在的。也就是說，「閱聽人」並非一種特定的人口分

類類目，而是擁有豐富生活脈絡的生命史主體「實踐29」出來的一種「位置30」，

而且這個「位置」是會隨著生命史而變動的。

余德慧等人在反思應如何落實「本土化的」心理學時，對生活世界具有的「實

踐性」有相當精闢的闡述：

當本土化返回到實踐性的問題上，當我們回到我們對實踐性的思考時，我們就

進入了生活世界的層次。實踐性指的是一個作為者（agent）在一處境中的有所

作為，它是經驗性的，即被活出來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被活出來的經

驗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認為的主觀經驗，而是強調作為者與周遭的相互構成歷

程。「構成歷程」（the process of constituting）的想法讓我們得以區分出「生

活世界」與「日常生活」的不同：生活世界並非日常生活，而是日常生活的構

28 生活世界（lifeworld, 德文原文為 Lebenswelt）一詞為胡塞爾晚年之書《危機》所提到，用
意在重新反省意識主體和世界的建構關係：原先意思是在面對日漸狹隘的理性化過程之挑戰中，
我們仍可在逐漸擴張的人類生活非理性範圍中，尋找意義。胡塞爾將世界視為「虛空界域」，認
為世界內容是開放而非封閉的( Cuff, Sharrock & Francis, 1998/2003: 186 )。
29 「實踐」意謂行動者（agency）透過行動不斷地鬆動或穩固意義的循環過程。
30「位置」是生活經驗之眼，從「者」的位置所見的視域即是事實性的經驗框視；但是它不是固
定不變的。我們熟悉的背景安位，也藉著生活實踐的過程而移位（余德慧，199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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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歷程（the constituting process of everyday life）（余德慧、李維倫、

林耀盛、余安邦、陳淑惠、許敏桃、謝碧玲、石世明，2004：259）。

準此，研究者主張以「動態」的觀點來思考「閱聽人」一詞在生活世界中到

底指涉什麼樣的關係？因為在生活世界裡並不存在一個具有中心意識的閱聽人

「實體」，不過，在生活世界中，不同的生命史主體的確正在各自的生活脈絡中，

反覆實踐著其與小報電視新聞對話的「過程」。至此，研究者理解到：只有把關

照「閱聽人」概念的視框，從「靜態存在的實體」轉移為「動態循環的對話過程」，

才是真正從理論層面進入到生活的層次：研究者可以透過「厚描31」（thick

description）生命史主體生產「意義」的多重生活脈絡，具像化此一「動態循

環的對話過程」。

其次，本研究欲探討閱聽人與災難新聞如何對話的過程，勢必得回歸到最初

的提問：何謂「災難」？研究者在提出研究計畫時曾考慮對「災難」做一詳細的

區分及定義，然而，考量到經歷災難的主體並非具有普同性，不同的生命經歷再

加上不同的反思能力及表達方式，皆可能對災難產生不同的認定，也展開不同的

「與災難經歷對話的方式」。

如果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將科學語言描述的「災難」概念套在生命史主體的「生

活經驗」上，可能會產生「雞同鴨講」的狀況：亦即，敘述主體刻意以「科學知

識」認真地「回答」研究者所定義的災難（例如：受訪者停留在對天災或人禍的

區別法則或科學知識上的討論），而不是搭乘時光隧道的列車返回親身經歷，娓

娓道來一個個具有獨特生命動能的「災難故事」（例如：對某位女性來說，面臨

要不要殺死自己的小孩是一個很大的災難！）。因此，研究者選擇暫時懸擱將災

難定義的自然態度，把「災難」概念「放入括號中」，反思什麼是「災難」？而

不同的災難經驗在不同的生命史中又是「如何現身」的呢？

31 「之所以強調對研究現象進行厚描，是因為質的研究認為研究的結論必須有足夠的資料支持。
作者必須為研究結果中的每一個結論提供足夠的資料證據，不能只是抽象地、孤立地列出幾條結
論或理論。作者在論證自己的研究結論時，必須從原始資料中提取合適的素材，然後對這些素材
進行「原本的」、「原汁原味的」呈現。很多時候，資料本身的呈現就說明了作者希望表達的觀點，
不需要作者明確地對自己的觀點進行闡發。如果作者一定要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必須
符合資料的內容，不能隨意超出資料所指涉的範圍」（陳向明，200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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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盤考量了上述的問題之後，研究者從質性研究的「自然主義32」傳統出

發，決定由生命史主體的日常生活脈絡，耙梳「災難意義」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出

現在生命史裡？包括：生命史主體是以什麼樣的「視框」看待此事件的發生？他

/她在情緒上產生何種轉變？他/她在透過什麼樣的視框「移轉」才平復情緒？他

/她又是以什麼樣的「脈絡視框」說明此災難事件在生命史中的角色？研究者採

取這樣的觀點，意在「脈絡化」研究主體所詮釋的生活世界，藉此，一方面突顯

傳統閱聽人研究將人詮釋意義的過程孤立於各種生活脈絡之外的突兀；另一方面

也提供讀者更多「理解」研究主體詮釋角度的立基點。

為了深入理解研究主體是如何產製出災難的意義？研究者透過「敘事研究」

的視野來觀照蒐集到的訪談資料，分析的重點在於：「研究主體是如何建構出其

生活的世界」，而不討論研究主體看到的是否為真。Polkinghorne(1995: 5)認為

「『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是一種透過故事來描述人類活動的質性研

究設計」。進一步來說，人們就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對生活經歷加以定義、分類，

甚至產生出特定文化的意義。

研究者選擇透過這樣的方式運用被研究者的聲音，是因為這種透過敘述主體

自述生命故事的方式，研究主體可以化被動為主動，亦即，生命史主體積極地透

過回憶，帶領研究者進入他/她的「生活脈絡」中，而不用等待研究者分門別類

地詢問他/她的各個生活面向，包括：他/她們在什麼樣的情緒下會採取何種主體

位置？他/她們在不同的日常生活如何實踐其主體位置？他/她們的生命故事與

小報電視災難新聞如何產生情緒上的共鳴？都可以在相對完整的「脈絡」下獲得

理解。

換言之，透過研究主體的自我故事，研究者不但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研究主

體的自我定位33，及其如何「安身」於生活世界中？同時，這樣的研究設計乃因

32 自然主義典範認為實體是由人所建構出來的，並非是客觀存在（out-there）且可及的單一客
體，人類必須經由互動、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建構出自己的實體世界。…此外，自然主義
典範假設實體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其中的各部份環環相扣，互相影響。…研究者進行研究時，
必須將整體情境脈絡（context）列入考慮，才能充瞭解完整且複雜之實體（丁雪茵、鄭伯壎、
任金剛，1996：356）。
33 「一個經驗或事件的意義，乃是建立在三元的互動過程上。這個過程牽涉到個人、客體（事件
或過程），以及個人取向於此一客體的解釋或行動。透過解釋的過程，事件或客體被帶入個人的
經驗領域中，個人在此定義了他（她）的客體，或對它做出行動。此外，這些解釋也反映了個人
持續的自我定義（ongoing self-definition）。這些自我定義包括了情緒、認知與互動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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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研究主體的兩個特質，因此研究者順利地取得研究主體的信任感，並得以維持

良好的互動關係：

1、他/她們是「生活的主角」：每位研究主體的日常生活包含著各種不同的面向，

研究者畢竟不是他們生活的主體，所以如果一開始即假設各種生活脈絡的重

要性，未必能補捉到對研究主體而言最具意義的生活脈絡，因此透過受訪者

的訪談故事「間接地」接近研究主體的生活世界，同時，在研究主體許可的

情況下參與觀察他們的某些生活面向，是較適當的選擇。

2、他/ 她們是「敘述的主角」：透過「敘述主體的話語及生活敘事」來理解其所

建構的生活世界的研究設計，也再次突顯研究者將權力下放給被研究者的出

發點：將一部分的敘事權力交還34給敘述主體，一方面可以使受訪者的聲音35

取得發聲的場域，另一方面，研究者選擇以學習的心態，進入場域「請教」

前輩們各種精彩的生命故事的研究者角色，相對於博學多聞的研究者角色，

更容易增加被研究者對參與研究的熱忱與信任感。

如 Denzin( 1989/2000: 61 )所述：「解釋研究乃是環繞著一個主體生命中

的傳記事件或時刻。解釋研究的焦點無非在於個人的傳記事件，這個事件如何被

定義，以及如何交織了主體生命中的多重線索」。有鑒於傳統實證主義的訪談，

亦即，以心理學的行為主義與實驗研究方法為典範的訪談方式，容易將「研究者

與研究主體互動、溝通的過程」化約為一個「刺激—反應的過程」，研究者認為

順應研究主體的思路，引導研究主體展開生命經驗的回憶，例如：「可否請您詳

細描述一下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呢？」才能體現訪談即

是一種「交談行動」的本質：它呈現出敘述主體與研究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

Mishler(1986)亦認為傳統的半結構訪談方式，很難容許受訪者敘說故事；

唯有非結構訪談才能讓受訪者自由地敘說故事（引自吳芝儀，2003：157）。換言

包括了情境中的感覺和行動( Denzin, 1989/2000: 101 )。
34 「訪問時不但讓受訪者以他們自己的語彙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並讓被訪人在訪問過程中居主
導地位，把訪問「接收過來」（take over）（引自胡幼慧，1996：186），成為他/她個人的「談話
時間」（胡幼慧，1996：186）。
35一個觀察者的解釋如果壓抑了被研究者本身的聲音，這種解釋只不過是透過觀察者的言語在呈
現別人的經驗，因此是獨白式的（monologic）。在此，研究者選擇以對話式（dialogic）或多聲
帶的（polyphonic）的解釋方式，反映觀察者與研究主體之間的對話，因為這樣的解釋較容許多
元的聲音與看法( Denzin,1989/2000: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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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訪者在研究中不再是一個提供資料的機器，在面對自己的生命經驗，並

且使用言語向他人敘說的過程中，她更瞭解自己與自己所在的社會處境。訪談本

身可能就是她生命中一件深具意義的事情」（畢恆達，1996：41）。故研究者跳脫

「訪談大綱」的框框，從每位敘述主體的「生命36故事」展開訪談，這也是研究

者用來理解他/她（生命史主體）與民間信仰知識、與小報電視災難新聞互動的

主要脈絡，以下即是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圖（圖 3-1）：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36一個生命指的是一個具體個人的傳記經驗。個人乃是文化的產物。比如，每個文化都有各種不
同的人稱：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女兒、兒子、教授、學生等等。個人被賦予了這些名稱。
個人的傳記乃是環繞著這些名稱的相關經驗，比如，年老男人、年輕男子、離婚婦女、獨生女、
獨生子等等。這些經驗對個人生命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在表面的層次上，人們把這些經驗
視為理所當然，絲毫沒有疑問，比如，到街角買份報紙。深刻層次上的影響力則切入了個人生命
的核心，而留下永難抹滅的印記。這便是一個生命的主顯節經驗。解釋的研究者所要蒐集的自我
故事與個人經驗故事，正是對個人生命具有深層影響力的事件(引自 Denzin, 1989/2000: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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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研究架構圖，說明了本研究並非以建構「普遍性」的意義產製模式或

理論為目標，而是試圖透過耙梳不同生命史主體的生活脈絡，獲得對每一位研究

主體的「深度理解」。由於每位敘述主體的生命經歷都將影響其脈絡化「災難意

義」的方式與立場，因此，不同的生命故事也蘊含了非常不同的意義詮釋方式。

所以，研究者希望透過此研究架構圖，呈現生命史主體面對結構限制時所展現的

相對能動性，並試圖補捉衍生自各種生活情境的常民知識與日常實踐對其生活秩

序的實用意涵。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規範省思的倫理層面切入，探討生命史主體如何運用生

活中俯拾即是的文化資源與小報電視災難新聞產生文化共振。所以研究者選擇透

過敘事分析以釐清不同的研究主體，如何在獨特的生活脈絡中實踐其對災難的

「道德回應」？

此外，Wortham 更指出：「人們藉由述說具有內部一致性的個人敘事來建構

和轉化自己，在敘事中強化特定的個人特質，藉此統合多元化的自我，並在後續

行動中去「演出」（enact）這些被自我強化的個人特質。因此，敘事可以說是「自

我建構的歷程」（process of self-construction）（引自吳芝儀，2003：154）。

例如：「受創者面臨突如其來的地震災難，其生命軌道與存活義理從此鑲嵌了主

顯節意義的關鍵經驗」（余德慧等人，2004：269）。因此，研究者也試圖藉由分

析研究主體的生命敘述，理解他/她是如何在此敘述過程中，解構與重構其生命

史的意義、獲得生命的能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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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的浮現

研究者與文獻對話及進行「預訪」之後，發覺如欲從深層的社會文化面探討

災難新聞對生命史主體具有什麼樣的生活意義？「民間信仰」以及「個人的生命

經歷」，是研究主體建構生命意義的兩個主要脈絡。而民間信仰的知識學習經常

是透過許多社會化的機制代代傳承下來的，因此本研究尋找的受訪者主要是具有

一定的社會經歷，且年齡介於 40-70 歲之間的社會耆老（透過滾雪球的抽樣策略

找到的研究主體），僅有一位年齡 28 歲（從網路布落格37聯繫上的研究主體，見

附錄一）。

從預訪的經驗看來，雖然每位受訪者與民間信仰知識互動的過程都不大一

樣，但是受訪者對災難經歷的詮釋，往往援用了大量的民間信仰知識。例如，每

位研究主體在訪談中提到的生命故事，不一定完整包含了他/她的前半生過程，

但是對他們影響深遠的生命故事，時而與接觸民間信仰的過程相互交織，時而在

談論親身災難經歷時提及。因此，研究者在進入場域後，相當重視「傾聽」的角

色學習，並會提供「自身的生命經驗」與受訪者對話，在情感共鳴的情況下讓受

訪者放心地談論自己的生命故事。正如胡幼慧所述：「建立關係（establishing

rapport）是參與觀察過程重要的一環，…自我表露再次突顯參與觀察的雙向溝

通和互動的本質。觀察、研究對方的同時，對方也有權了解你/妳。同時，決定

你/妳和他/她們的關係要達到某種程度…」（1996：208-209）。

此外，在接觸研究主體的策略上，研究者視情況將事先準備好訪談邀請函（見

附錄二）請介紹人代為詢問參與研究的意願，或者親自致電邀請與等候回音。同

時，預先告知研究主體欲請教他們的內容是有關於民間信仰的知識，以及收看災

難新聞的心得，讓研究主體在初步了解研究目的的情況下參與訪談過程，而訪談

的進行則會再依照訪談時的現場互動彈性調整訪談方向與問題的順序。

37相較於 BBS 開放的論壇形式，布落格（Blog）是個較個人化的場域，故研究者採取的進場方式
是「個個擊破的方式」。因為這個以個人日誌書寫為主的空間，強調的是布落格主人（Blogger）
對生活點滴的紀錄與反思，因此布落格是一個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場域，與 bbs 眾聲喧嘩的方式
不大相同，因此拜訪布落格的閱聽人，只能透過留言板留言給主人，或回應文章等待日誌書寫者
下一次的回應。所以，研究者認為不能將布落格視為刊登徵求受訪者的廣告看板，而必須尊重網
誌經營者的理念與意願，因此研究者將在徵得網誌主人同意的前提下，訪問並參與觀察對他們有
重要意義的生活經驗37，以了解關懷南亞海嘯串聯的活動（虛擬的情感連繫）何以能在實際生活
中發揮強大的募款力量（實際的金錢貢獻）？並從他們其他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找尋道德回應的
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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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研究者引用一段 Denzin 的話，來描述研究主體在本研究中扮演的角

色，並為接下來的田野歷程揭開序幕：

「一旦決定想理解什麼經驗，研究者必須找出有過這類經驗的被研究者。解釋

研究中的主體（被研究者）自然會進一步釐清研究問題的定義，促進研究的規

劃。實際的生命經驗將豐富研究問題的內涵與深度。透過被研究者的解釋，及

其與研究問題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很快就能釐清現象的概念。因為，現象的概

念早已包含在被研究者的自我故事與個人經驗故事之中。研究者想揭露的無非

就是，被研究的問題行動或事件如何塑造了被研究者，以及對他（她）們有什

麼意義」( 1989/2000: 81 )。

1、初入場域的迷惘與體悟

研究者原本於研究計畫中擬定的進場策略，是從自身熟悉學習民間信仰知識

的場域—玉皇宮開始接觸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信仰者。然而，研究者發現在這個場

域中活動的人，幾乎都是以廟務工作為其生活重心，在幾次接觸之後，研究者發

現受訪者願意回答的內容，都僅限於廟務工作或「沒有生命經驗」的「專業知識」，

不容易看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狀態，同時，廟務工作者經常以「不論俗世是非」

為由拒絕接受錄音及其他現象的訪談邀請，初探場域即遭到挫敗的經歷，刺激研

究者從「守株待兔」的被動方式，改採主動撒網的積極策略經營我的「田野」。

也就是說，研究者開始警覺到，「蹲點」策略與本研究被研究主體的特性並

不符合。因為閱聽人的生活原本就包括了許多的脈絡，而「廟宇」這個場域對大

多數人而言，又是個具有特別目的才會進入的場域，例如：拜拜、安太歲、改運…

等。所以，受訪者一方面積極安排時間與在初訪後仍持續保持聯絡的三位受訪者

約定訪談的時程，另一方面，在整理了初訪資料以後，研究者也對本研究的訪談

對象應具備的特質有了更具體的認識，因此研究者開始不設限受訪對象的所在

地，轉而藉助研究者本身的「人脈」去認識新的訪談對象。

也就是說，研究者進入「田野」的過程，並非指進入「特定的地點或區域」，

而是指接觸、聯繫研究主體，並與他/她們維持互動關係的歷程。圖 3-2 即是研

究者逐步經營出來的「田野」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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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田野圖像

由於本研究希望能盡量貼近閱聽人的日常生活原貌，因此盡量減少條件的限

制，例如：不一定要「重度收視者」才符合受訪資格。在尊重每位生命史主體的

特殊生命經驗前提下，研究者僅選定以下兩個本研究特別重視的生活脈絡—即

「有電視收視習慣」與「有豐富民間信仰經歷」，對受訪者進行篩選。研究者透

過熟識的親友，分別接觸到四位「資料提供者」，在他/她們同意的情況下將訪談

過程全程錄音，每位研究主體皆至少擁有二個小時以上的時間（考量到研究主體

的體力與專注力，一次訪談以一卷 120 分鐘的錄音帶為限，研究者回家謄寫完逐

字稿後，若有缺漏之處或是研究主體仍有興趣的話，再安排第二、三次的訪談時

間，例如：阿寶與阿明皆訪談了三次）可以講述其生動的生命故事，研究者並摘

要式地寫下參與觀察時的重點或疑問，為下一次與研究主體接觸、互動做準備。

後來，研究者還透過其中一位「關鍵的資料提供者38」（key informants）（即

「素素」）滾雪球，而接觸到另外三名研究主體。她一開始僅扮演「仲介者」的

38 當取得進入研究場域同意的過程，守門人非常重要，而在與內部成員建立良好關係的過程，「資
料提供者」（又稱報導人）（informants）則是扮演著關鍵角色。「資料提供者」指對內部文化非
常瞭解的內部成員。除了資料提供者，還有「關鍵的資料提供者」（知情靈通人士）（key
informants），即資料提供者具有特殊知識、地位，可以參與研究者無法進入參與的觀察（胡幼
慧，1996：209-210）。

研究者 人脈

阿寶

阿忠伯

平叔&平嬸、陳媽

素素

素素的公公

小真

阿輝伯

布落格串聯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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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因其自稱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了解我的訪談動機之後，她開始積極地介紹

幾位「具有專業民間信仰知識」的長者給研究者認識（如下圖 3-3 所示）。經過

一段時間，研究者與她較熟絡之後，她就會在研究者快結束訪談的時候，加入討

論其特殊的生命經歷，及其與民間信仰知識互動的過程（亦即，她的聲音會出現

在某些不是以她為主角的訪談資料當中，研究者基於「討論」會激發受訪者對主

題的思考與聯想39，因此把她在此處的聲音也完整紀錄下來）。她從「守門人40」

角色到加入訪談的角色轉變，對研究者進入場域的過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因

此以下研究者將特別交代她與其他受訪者的關係，以及滾雪球的過程。

圖 3-3 下營鄉受訪主體關係圖

基於地緣的關係，「關鍵的資料提供者」介紹了多位下營鄉的長者給研究者

認識，由於研究者的年紀相較於受訪者而言相當於他們的孩子或甚至孫子的輩

份，因此在進入場域時也都以「學習民間信仰知識」、「聆聽長者講生命經歷」的

身份參與他們的敘述過程。研究者獲得的回應也反應在訪談過程的順利，與退出

場域後仍與他們維持良好的信任關係（研究者徵詢過受訪者是否「匿名」處理其

訪談資料，他們的回答都是「全權授予我處理」，顯示出他們對研究者訪談過程

39 口述歷史學者 Thompson 認為，第三者在場未必全然都是負面的效果。如果相關的受訪者正好
是一對夫妻、或兄弟姊妹，那麼他們彼此可以刺激對方的記憶，或是糾正對方在口述時的錯誤（胡
幼慧，1996：260）。
40 研究者回顧整個研究過程時發現，本研究「重返閱聽人日常生活」的立基點，因為接觸到這位
「知情靈通人士」而順利的打開了我的田野大門，也就是說，雖然這些受訪者不是研究者鎖定某
些條件找到的，可是，因為透過「知情靈通人士」的介紹，他們對於研究者的「寫報告」行為都
沒有產生排斥的現象，反而很高興地暢談他們的生命經歷，因此，本研究過程的順利大部分得利
於這位知情靈通人士四通八達的人脈，所以她算得上是研究者開發研究田野時的「守門人」。

阿輝伯 小真

素素的公公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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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這部分也可說是本研究在「效度」上的憑證。

2、研究主體出場

＜1＞ 小明

年僅 28 歲的小明，是本研究中年紀最輕的研究主體。他擅長運用網路佈告資訊

及連結資源，在南亞海嘯的募款活動中募到相當龐大的資金給慈善機構去運用。

身為「同志」的身分，曾讓他與家人產生很大的衝突，也對他的交友狀況產生很

大的影響。曾答應愛滋權促會義務幫忙製作網頁，目前又發起「以書換網站」的

活動。擁有二個個人布落格，一個記載他的工作狀況及行程安排，一個是私底下

的心情紀錄，其中也包含了他對同事的告白心情。

＜2＞阿寶

現年 45 歲的阿寶，是研究者透過人脈認識的「慈濟師姊」。投入慈濟工作三十多

年，參與過多項慈濟的賑災活動，自加入慈濟以來累積三十年的募捐經歷，以身

為「慈濟人」為榮。與先生育有二女一子，她本身不喜歡受民間信仰的諸多禁忌

拘束，所以很強調她喜歡「慈濟」是因為它是「正信」的宗教與修行團體。她在

人生最低潮的時候開始尋找信仰的歸宿，但都沒有很深的認同感，也未持續參與

特定廟寺的活動。後來因為先生的鼓勵而參與慈濟，但她後來也因為歷經先生外

遇，生意失敗，女兒罹患憂鬱症，而萌生退出慈濟的念頭。她在一所綜合高中擔

任身障生的職業輔導員多年，目前於一所夜大進修「營建管理」一圓小時候未完

成的學生夢。

＜3＞阿忠伯

他是一位業餘的風水師，原先任職於台南市地方法院，擔任押送嫌犯的司機一

職。因此認識了一些命理老師，他本人年輕時對老一輩流傳的命理知識感到好

奇，所以他很把握載送他們的時機請教命理知識，另外自身也曾向命理老師拜學

學藝過，目前他亦有徒弟於台北開業，他自身則只為友人擇風水、看八字，但並

不以此營生。現年 68 歲的阿忠伯自從八年前退休以來，即幫忙兒子在市場裡的

成衣生意，每逢清明、端午及冬至，皆於自家門口（位於市場內部）販售自製的

應景食材（如：潤餅皮）與食物（潤餅、粽子、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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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平叔

36 年次的平叔，台南縣西港鄉人，對自小參與的刈香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退

伍後跟隨姊姊、姊夫至台南從事金紙業，後來於高雄自行開業至今已三十餘年。

因為工作性質而熟習拜拜與燒金儀式的平叔，排斥給人算命的行動，但篤信風水

對人的影響。他雖未加入慈濟，但從很多年前即因為友人（慈濟的師兄）的勸募，

而定期以自己與兒子的名義繳交功德款；另外，他也曾捐款給慈濟為南亞海嘯災

民祈福。

＜5＞平嬸

38 年次的平嬸，台南縣三股鄉人。自小生長於農村，至結婚後才開始跟隨先生

一起經營金紙店，身兼家庭主婦與金紙店老闆，長時間的家務勞動與工作，使她

在身體上的大小狀況不斷。曾因為健康問題而求助「乩童」與「卜卦」等改運活

動，但因她的先生對這些活動很排斥，所以她都是瞞著先生的情況下自行前往，

或由她的小孩陪同前去，她的小孩也曾因「覺得心神不寧」而主動要求前去改運。

＜6＞陳媽

現年 55 歲的陳媽，於高雄市區自營地政事務所，歷經先生罹癌去世的打擊後，

搬至她父親蓋的房子居住。從她現在居住的房子、到孩子的房間、讀書位置都有

「專業規畫」過的情形看來，她很相信「方位」對人的影響。她守寡以來的生活

重心全在兩個孩子的身上，對孩子的期望很高，也以孩子的表現為榮。訪談當時，

正為了她的女兒即將出嫁而顯露出既欣慰又不捨的心情，因此特別談到她幫女兒

拿男朋友的八字去合的過程。陳媽曾患癌症，現在仍在接受化療控制，雖然可以

自理生活、工作，但因為話題敏感，易使她產生不安的情緒，因此在訪談前已答

應介紹人不問及她本身的生病經歷。

＜7＞素素

現年 55 歲的素素，與先生於下營鄉共同經營一間大理石材行，育有四女一子。

她基於生意上的需要，培養了廣大的人脈關係，也聽聞過許多奇特的生命經歷。

她經商的技巧高明，與下營鄉的政商界名人維持很不錯的關係，甚獲鄉民的敬

重。曾經在醫生宣判胎死腹中而決定開刀的時候，奇蹟似地順利產下健康的女

兒，她一直認為這是公公先回家拜拜，獲得神明保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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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素素的公公

素素的公公現年 76 歲，學識程度是日本小學三年級，後來因為光復而未繼續就

讀，但他很自豪現在自己也能在自己興辦的「樂善壇」裡教人「誦經」。他年輕

時做過多種工作，包括賣魚、教國術、保全…等工作，累積了一些積蓄之後，才

把積蓄投資給兒子開石材行，剛好抓住獲利的時機、生活轉趨穩定。他認為自己

「倒吃甘蔗」的人生歷程正如算命師所預言的，這個經驗使他對「算命」的「真

偽」度發展出自成一套「辨識方法」。

＜9＞小真

現年 55 歲的小真，與先生育有二子。她的先生曾因為參與「擲爐主」的活動，

而擔負起「蓋廟」的責任，她也因此從十年前參與廟務至今，屬義務性幫忙廟宇

行政事務。目前一到五每天都安排自己去「上課」，例如學習「獻敬」的禮儀、

吟誦「南瀛雅集」等，一方面對廟務有幫助，一方面也幫助自己成長。曾因為未

婚懷孕的經歷遭受親友極大的壓力，因而避居台北產子。她認為自己可以幸運躲

過「扼殺親骨肉」這一劫，是因為他的兒子有貴人相助，所以才適時阻止了她去

「墮胎」的行動。而這個兒子雖然是在很痛苦的情況下生產的，可是相較於小兒

子卻比較懂事、不令人擔心。她曾跟隨先生去算命（問「博紅腳」的勝算如何？），

但反而因為此次的預測太準了，自此以後都不敢再去找算命的。

＜10＞阿輝伯

現年 70 歲的阿輝伯，目前於下營鄉上帝廟擔任常務委員。年輕時曾經營榨油工

廠、冷凍洋菇、餐廳等事業，但都不幸失敗，甚至後來也養豬也剛好遇上豬肉滯

銷的不景氣年代，因而債台高築、宣佈破產。當法院查封住家之後，與太太流浪

到台北，他去幫人家打雜工、太太則去幫人家清洗屋子，雖然生活很辛苦，但他

仍堅持要賺錢給女兒完成研究所學業。他最引以為傲的就是他有一個「妻賢子孝」

的家庭，他認為這是上天待他不薄之處，即使生意一再失敗，他卻擁有人人稱羨

的天倫之樂可享。因此，他決定把餘生奉獻給上帝廟，希望自己的正直，可以使

上帝廟的資產妥善運用，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3、研究場域逐漸浮現

經營田野的過程擴展了研究者對「場域」概念的理解--漸漸從「特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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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到「較流動的空間概念」，也就是說，研究者發現自己正是依循著研究主體

所生活的脈絡，逐漸建構起「我的研究場域」。從「結構化」（structuration）41

的互動角度來看，我認為「研究場域」雖然大致可由研究主體的生活空間描繪出

來，但「它」並非先於研究主體而存在，而會隨著研究主體在其中的行動而改變。

換言之，研究者認為：「研究場域」正是研究主體「生活出來的」範疇，故必須

保持開放的心態，修正探索場域時的「成見」，才能看到「研究場域」的自然浮

現。研究者將場域浮現的過程呈現如下：

一開始，研究者希望跟隨參與南亞海嘯布落格串聯行動的網址，尋找關心南

亞海嘯災情的閱聽人，雖然，這些布落格主人彼此間的互動未必密切，但研究者

觀察到 2004 年 12 月 26 日海嘯發生以後，參與串聯的每一個布落格都曾經密切

回應有關海嘯災情的訊息。此外，研究者亦觀察到南亞海嘯屆滿周年時，原先發

起串聯布落格活動的人也重新整理災後一整年間陸續收集到的賑災行動與援助

的實例。

因此，研究者認為從這個布落格串聯所形成的隱形社會網絡出發，可以擴展

研究者對閱聽人主體的認識，將一些不以收看小報電視為生活重心的閱聽人納入

研究範圍中，從對他們具有重大意義的生活圈中，尋找各種日常生活實踐與收看

小報電視的災難新聞之間的關聯性。

但是，一直到研究者田野資料蒐集近尾聲，這塊「網路」田野始終只有「小

明」一位研究主體參與經營。研究者認為，這個結果除了可能與網路科技的「匿

名性」、「流動性」有關，更重要是「科技使用的能力」可能加高了進入此場域的

門檻，換言之，許多生命史主體道德實踐的方式並不需要此種科技使用能力。然

而，小明在本研究中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作為相異於其他研究主體的「特殊

例子」，小明的故事正好可以突顯出「科學與目的理性」對生活世界的滲透與再

建構過程。

41 這不是簡單地認為行動只透過結構化而產生結構，也不是行動者只能選擇既定的行動類型以維
持結構的存續。行動者參與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行動是可能與必然的，當此同時，結構
亦使行動能施展（enable）且對行動有所限制（constrain）。社會學傳統傾向於強調結構和行動
間的限制關係，個人行動是被身處的結構脈絡所形塑和決定。然紀登斯指出，讓行動能施展以及
對行動的限制是同等重要的。結構使行動能表現出來，因行動並非獨立自主，而是置於結構的關
係之中，換言之，在結構脈絡之下首先要使行動能夠施展且被理解(Cuff, Sharrock & Francis,
200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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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網路對災難新聞的傳散過程開始尋找研究主體，仍未脫離以媒體為

中心的思考模式，正當研究田野陷入迷途之際，研究者之前透過人脈播的種子開

始萌芽，研究者在台南縣下營鄉中結識了多位親切和藹的長輩，更豐富了生命史

主體理解災難新聞的生活脈絡。

研究者在進入場域之前從文獻上概略了解一些下營鄉的簡略歷史42：「當地居

民普遍信奉道德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一貫道次之。尤其以下營北極殿上帝

廟為鄉民宗教信仰的中心，因此每逢選舉時刻廟前總是成為候選人誓願之地」。

不過，研究者初次搭乘興南客運抵達下營鄉時，曾經因為一路上經過的無數條暢

通無阻的產業道路而有些擔心受訪者的適宜性，因為下營鄉居民的生活步調與都

市的生活步調大不相同，研究者在前往與素素（即田野守門人）會合的途中，就

看見一些居民閒散地聚在廟口的蔭涼處喝茶聊天，在炎熱的六月天裡，下營鄉菜

市場裡充滿了購買農產與日用品的鄉民。在訪談完素素的公公後，他親切地邀請

我品嘗了當地的特產：鵝肉、菱角。伴隨著美食而來的人情味頓時化解了我初入

田野的陌生感與擔憂。

接下來的訪談過程也因為素素的大力相助很順利地完成，她不但接送研究者

到她介紹的受訪者家中進行訪談，更曾利用自己工作的空檔為研究者導覽下營鄉

的風光美景43。研究者從受訪者對海嘯災難的討論中發現，原名「海墘營44」的下

營鄉也有一段溪水（喇叭江溪）暴漲、河床改道的歷史（素素的公公，2006/06/07：

11-12），並且接觸到當地居民信仰中心—上帝廟—的廟務工作者，蒐集到更豐富

的民間信仰知識。接下來，研究者將在下一節中，交待研究者如何進一步整理、

分析這些豐富的田野資料。

42 下營鄉簡史參考資料來源為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of=1106090810958
43順帶一提，研究者進入田野之際正值媒體大肆報導檢調單位偵辦「台開案」進度的敏感時機，
素素不但帶我前去參觀陳總統在「官田」（參見附錄三，在地理位置上與「下營」僅一線之隔）
的舊宅，也帶我看了總統女婿趙建銘曾就讀的「下營國小」，就這樣，回程途中我一邊吃著在阿
扁總統官田老家旁買的「蓮子黑糖米香」，一邊想像著還未成為媒體焦點前的兩位名人的樣子。
44 位居嘉南平原中部的下營鄉，舊名海墘營，地名源於先民早期於將軍溪犯濫區的沖積平原建庄
開墾得名，「海墘」兩字指的是河口，而非海濱。此地最早為平埔西拉雅族裔的勢力範圍，荷領
時代，曾為教化區。明鄭時期隸天興州開化里，鄭氏部將曾在急水溪畔設鎮兵屯，為右武衛軍團
屯墾區，營盤處處可見，此地又因為處頂營及中營之下游，故而稱為「下營」。清代初期，此地
稱「下營堡」，一九二○年日人改稱曾文郡下營庄，終戰後稱為下營鄉迄今。（參考自
http://village.gov.tw/dept/index.jsp?vcode=376516200）



- 57 -

第三節 理解生命故事的脈絡視框45

從研究主體帶著他/她們的生命故事參與本研究的那一刻起，研究者便間接

參與了他/她的生命史，同時，這些生活故事也反過來與研究者自身的觀點、生

命經歷產生對話。因此，對於身兼研究者與生命史主體的我來說，「訪談資料的

分析過程」即是研究者帶進場域的先前理解，與生命史主體的「主顯節46」不斷

對話的循環歷程。換言之，研究者用以理解、詮釋社會現象的視框，將會與不同

的研究主體所運用的視框進行「視域融合」的過程。

余德慧、徐臨嘉曾指出：「過去對於敘說資料最常用的方法是編碼，然而編

碼在方法論上最大的錯誤在於其破壞原有資料的脈絡意義（contextual

meaning）；祇要編碼的程序完成，即立即把主體在敘說事情的脈絡意義去除掉。

我們主張脈絡意義在研究過程中應該被保存下來」（1993：306）。根據上述原則，

研究者一方面探討受訪者組織與詮釋經驗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將這些詮釋方式

「放回」受訪者的生活脈絡之中，以了解受訪者用以建構主體位置的文化資源與

社會關係。因為，事實上，生命史主體詮釋意義的方式與「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息息相關。

研究者認為，盡可能保留研究主體的敘說資料的完整脈絡，一方面較不易忽

略研究主體談話時的情境及情緒反應，有助於「鮮明化」研究主體在整個研究中

的角色扮演，另一方面，也較能掌握住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生命史主體的「情

感共鳴與反思過程」。反過來說，保留資料的完整脈絡以後，研究者更必須不斷

反身地回顧自己的先前理解與詮釋角度，以免陷入龐雜的資料堆中而失去和研究

中的不同生命史主體「對話」的機會。

Storey( 1999/2001: 158）曾讚許安．葛芮的研究恰到好處地掌握了詮釋訪

談資料的分際，她在同時保留受訪者的聲音與自身研究者角色的詮釋聲音下，詮

45研究者選擇以「詮釋現象學的認識工具（包括「界域」（horizon）、「普遍視框」（general
framing）、脈絡視框（contextual framing）、事件/主題（episode thesis））」（余德慧，1993：
308）來保留研究主體訪談內容的完整脈絡，以深入理解受訪者敘說資料的意義。
46個人生命中難以抹滅的互動時刻…有可能徹底扭轉當事人的生命。這就是生命中的「主顯節」。
在這樣的時刻中，個人的性格被顯示出來，而表露無疑。藉著紀錄這些經驗，研究者也闡明了當
事人生命中的危機時刻。而當事人自己和別人往往會把這樣的時刻解釋為他（她）生命中的轉捩
點（引自 Denzin, 1989/2000: 24）。一個人在經歷了這樣的經驗之後，就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樣
了( Denzin, 1989/2000: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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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受訪者「闡連這些經驗的方式」。換言之，分析訪談資料的重點並非在於「是

否反映了真實經驗」，而是在於釐清受訪者是在什麼樣的社會位置與生活脈絡

中，產生出這樣的詮釋策略？在這一點上，安．葛芮曾清楚地說明研究者不該忽

略支撐其本身詮釋觀點與受訪者詮釋方式的特定社會文化脈絡：

因此對於本研究計畫所依據的訪談資料，必須做雙重的詮釋：首先是女人帶入

自身經驗並與我分享的詮釋，其次是我對她們的話所做的詮釋。她們的詮釋乃

是建立在她們的主體位置上，以及她們所能取得，並藉此建構自身主體性的論

述。我的詮釋也是建立在這些東西上，加上一個重要的理論與概念論述，由此

方構成我的分析架構（引自 Storey, 1999/2001: 158）。

此段談話具體啟發研究者必須在分析訪談資料時保持這樣的「反身性」：研

究者必須不斷來回於受訪者與自身的先前理解以及詮釋策略之間。唯有如此，同

樣身為生命史主體的研究者，才能與受訪者進行「視域融合」的互動，進而理解

生命史主體的詮釋策略與其生活脈絡的密切關係。

此外，余德慧（1996：160）亦從「詮釋循環」的觀點指出資料分析過程一

定得經歷「不斷來回於細節與整體架構」的比較過程，才能淬煉出研究的精義：

「在敘說裡，『說』（telling）與『故事』是相互成形的，人並不是只站在一個

起點說完所有的故事，而是由『正在說』（telling）的過程發現了故事（story）。

因此，作為資料分析時，必須能反過來想，每一個『正在說』（telling）是如何

現身，而轉換成另一個視框，亦即『完整的故事』（whole story）是研究者先看

到的，但卻是說話者或行為者以整體—部分詮釋循環冒出來的」。

由此，研究者將以「敘說者的意圖與詮釋策略」作為理解資料意義的入口，

在書寫策略上，研究者將這些意圖與策略也清楚呈現於研究結果中，一方面希望

體現質化研究賦予研究主體優位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代表了研究者對研究主體的

貢獻的誠摯謝意（因為這些正是本研究得以完成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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