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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說明研究方法與設計，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取向與方法；第
二節是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工具；第三節是研究歷程。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方法 
  
想要了解站崗女在男友服役期間對於感情有哪些思考與經營、掙扎與痛苦，

研究者認為較適合採用質性方法來進行研究。胡幼慧〈2000〉認為，質性研究方
法的特性是注重整個過程的發展，強調研究要接近日常生活，且其關心的範圍是

涵蓋整個事件的歷程，而非只是最後的結果。 

     

本研究將採敘說取向的生命故事研究法，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來收集研究

參與者的情感經驗，並以生命故事的型態呈現，讓讀者能更深入站崗女的世界。

最後再以敘事分析之「整體—內容」的方法，來分析、歸納所蒐集到的資料，具
體呈現站崗女的情感經驗與心路歷程。 

 

壹、敘說取向 

一、後現代主義之產物 
 
人是會主動追求目的、意義、價值的獨特動物。存在主義大師 Frankl說：「生

命本身是無意義的，個體必須加以創造和發現意義。」所謂的「意義」，包含了

人對自己生命生活之價值與目的的「覺察」，即個體知覺到「自己是如何地以什

麼樣的姿態存在於世界中。」意義並沒有絕對的真，重點是，每個人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是來自於自己創造的，而不是來自於他人或傳統所賦予的（周志建，

2002）。 
 
後現代主義者相信，人類測度描繪世界的能力，都有其極限。於是，他們的

興趣在於發現「例外」。相對於現代主義關切的是「事實與通則」；後現代主義關

切的是「意義」（Freedman & Combs, 1996/2000）。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人無法直
接掌握外在的真實，所有我們所知道的都是由我們對這世界的想法所建構出來

的，所有被觀察到的事物，倚賴於觀察者的眼光。社會建構論者認為存在這世界

的知識是透過社會互動所建立的，真實是透過我們和他人之間的溝通與互動而產



                                                                    

 31

生的，因此，知識與真實是在語言的敘說與人的對話脈絡中所創造出來（Pocock，
1995）。 

 

「後現代」的出現，其貢獻是增強了我們對於差異的敏感，促進我們對不可

通約事物的寬容能力。所以「規則」、「限制」都不再存在，人的個別差異、奇端

異想都可以被尊重、接納，相對於「理性主義」，後現代無疑是一種「解放」、「解

構」的象徵。 

     

後現代主義的趨勢為： 
 
（一）意義的產生：依照社會建構論的說法，意義是由人與之間的互動與對

話產生的，這些意義並不侷限於腦袋，也不存在於一般認為的個體心靈之

中，而是存在於不斷變化的故事洪流之中（Hoffman,1990）。Polkinghorne
（1988）認為，人從故事的敘說中尋找並創造意義，這也是人類存在所獨有
的心靈範疇，也就是意義的範疇。透過故事能呈現我們所覺察到的世界，組

織各種經驗成為一個有時間順序、有意義的情節。 
 
（二）對多變性與多元性的追求：既然「意義」並沒有絕對的真，每個人生

命的意義與價值，是來自於長時間和社會互動所形成的，是由自己創造的，

所以現實是多元的。 
 
（三）重視語言敘說：Harlene Anderson ＆ Harry Goolishian（1988）說：「語
言並不是反映自然，語言是創造我們所知的自然。」人從敘說自己的故事中，

認識自己，探索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透過敘說，可以了解人們的

主觀建構，人們是如何解釋他的生活與世界、及又是如何為經驗賦予意義。 

 

由以上歸類可知，如果「現代主義」有將現實劃上「句號」的危險，那麼「後

現代主義」就是一個「問號」，它提供了文化的多元與創意敘說的可能。 

 

二、什麼是敘說？ 
 

（一）敘說的內涵 

敘事/敘說（narrative）意指任何口語或書寫的表達（Polkinghorn，1998）。
可以有：童話、小說、故事、笑話或是生活中的交談等形式。Sarbin（1986：3）
認為，敘說即故事(引自 Crossley，2001/2004)。Clandinin＆Connelly（1991）也
指出，敘說或故事是生命的一個基本現象，他們對敘說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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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並說出關於生命的故事，並且寫下經驗。」故事有其開頭(beginning)、中段
(middle)、和結局(end)。故事是由情節（plots）連結而成。故事可以反應人類的
情感、目標、目的、價值、和判斷。而情節會影響故事中敘事人物的行動走向

(Sarbin，1986：9；引自 Crossley，2001/2004)。我們的希望、夢想、喜悅、憤怒、
哀愁、快樂、日常生活習慣、重大節慶盛會、計畫⋯等，都會被敘事情節所指引，

並組織成個人的故事。 

   

Sarbin則將敘事視為「人類行動的組織原則」。可以用來組織劇情（episodes 
）、行動、以及進一步說明行動。Polkinghorne（1988）認為敘說是一個意義架構，
它組織了世間和人類的活動，使之成為一個整體，還包含了時間向度的象徵性解

釋。因此敘說包含了情節，而且具有解釋性，還同時是一種溝通。 
 
也就是說，敘事的概念有助於解釋人為什麼總是企圖將經驗加以結構化。它

的貢獻在於「結合事實和想像，融合時間和空間。並賦予個人行動的理由，以及

事件的因果解釋」(Sarbin，1986：9；引自 Crossley，2001/2004)。當敘說以故事
形式呈現時，事件和行為被一起描述成為有意義的情節，這些情節在有意義的脈

絡之下，再被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的情節，便能呈現出事件的意義與豐富內

涵。敘事/敘說可以說是呈現一個人生命故事的的一種形式，它將個人的生命歷
史以一種有意義、具脈絡性、能夠被說出來與被理解的方式展現出來。 

 
Pare’（1995）認為故事是人們對於在其文化脈絡之下，彼此所妥協出來的

特定意義，故事是人們所建構出來關於歷史、迷思、宗教教義等的總括性敘事；

人們是居處在故事的共通之中，甚至居處在事實之中。故事的敘說反應著每個人

的心靈結構，他是個人行為的內在指標。因此從敘事的觀點來看：思考造就行動。 

 

（二）敘說的目的與功能 

我們都是從敘事中去「發現」自己（discover ourselves）（McAdams，1993），
甚至在意識到自我的故事之前，我們就已經在蒐集將來可以用來陳述自己的故事

題材。一個成熟的個體他得「先接受過去的經驗，並將過去的經驗做有意義的組

織。」也就是說，透過敘說自己的故事，人可以從定義過去、現在的自己的方式

而認識自己，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進而預測未來自己可能成為什麼樣

的人。 
 
Polkinghorne（1988）提到，敘說幫助個人在回顧中，不斷修訂、選擇和重

整過去細節的秩序，並創造一個連貫且滿意的自我敘說。也就是說，個人在敘說

出故事的同時，即在統整過去的經驗、建構自己的認定、理出未來的方向與可能

性，並且，創造了自己。個人如何述說，攸關他如何看待、經驗與面對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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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敘說的過程，個人將自己與其相關的生命經驗作統整與串連，透過敘說來了

解自己的生命、整合過去、現在與未來。 

 

三、當敘說作為一種研究 
 
述說一個「站崗女」的愛情故事時，到底要用什麼方式才可以讓她們將感情

世界裡的感受和經驗順利的表達？ 
 
我首先想到的，是邀請她們用「說故事」的方式進行。一個人怎麼說自己的

故事？怎麼建構他的世界？所謂的「真實」並不存在，Stone認為，我們如何描
繪往昔，是一種我們現今思考、觀點、展望及意向的映照。我們所描繪的，就是

我們所擁有的，沒有任何權威足以否定我們的說法(Stone，1996/2000)。 
 
敘說研究（narrative  research）為 Todorov於 1969年提出（Riessman，1993）。

凡是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就是一種敘說研究。資料的收集以一種故事的

方式被蒐集，像是透過訪談所得的生命故事，或是人類學家在觀察中以敘說方式

記下的觀察所得皆是，而敘說研究可以作為研究的目的，也可以作為研究的工

具。（林美珠，2000）。Bateson也認為，人類學的研究，其實就是研究人們的敘
說，她認為敘說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對參與者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是能夠學習

培養的（Clandinin ＆ Connelly，1999）。 
 
敘說的關注焦點在個人身上，由個人的記憶中去回溯其生命的過往經驗，其

中即使是看似瑣碎零散片段的記憶、經驗，透過敘說者不斷的敘說中，不但獲得

他人理解，敘說者也因此對自己的生命產生新的理解與領悟，進而發現生命的意

義。Mishler（1986）認為，在訪談的過程之中，受訪者並不是將過去曾發生的
事實直接呈現出來，而是用一種他認為訪談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去敘說與重構其

生活經驗；而在這個研究過程中，受訪者與訪談者的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
得以溝通和共同創建。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敘說研究以人類的生命故事為主體，不強調病理、不以病態的眼光看待研究

對象，抱持沒有絕對的真理、人們建構自己的現實的信念，可以蒐集到更多的訊

息和觀點，開啟了人類豐富的生命經驗；對於表達比較含蓄，不那麼喜歡或習慣

直接去談自己問題或感受的東方人而言，更可以貼近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周志

建，2002）。於是當我們以敘說為研究生命故事的歷程，讓個體以精緻、細膩的
方式重新思考自我內在經驗的軌跡，用好奇的觀點與非認知的方式去尋找自己的

生命經驗，就可以看到敘說與生命之間緊密的關聯與結合（Manen，1997;引自陳
彥君，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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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說研究可以說是一種了解經驗的方法，或是一種理解研究者與參與者在歷

經互動與合作經驗的方法。簡單的說，敘說研究是一種被生活出來、被講出來的

故事（Clandinin＆Connelly，1999）。於是本研究認為採用敘說研究可以讓「站
崗的女人們」講出她們在男友當兵這一段時間，在生活與感情世界裡所經驗的故

事。 

 

四、故事與敘說的區別 
 
周志建（2002）認為：故事被視為經驗的暫時性組織和意義層面，敘事是經

驗的主要組織架構，而意義則是我們所建構來看待我們自己和我們生活的方式。

簡單的說，「故事」是指一個特定事件的敘述，「敘說」則包括將故事作為基礎事

件的敘述以及其他形式的溝通。「故事」比「敘說」被更廣泛的使用，因為，「故

事」比較容易瞭解懂與接近，「敘說」則多用於學術性講述中〈McLeod，1994〉。 
 

以下即詳細介紹生命故事的定義。 

 

貳、生命故事 

如果你想認識我，你得先知道我的故事。因為我的故事會告訴你我是誰。而

如果「我（I）」」想認識我自己（myself），想要獲知我生命的意義，那麼我還是

得先從我的故事著手。                                （McAdams，1993） 

 
Atkinson〈1998〉認為凡是在尋求意義、認同生命所帶來的影響、或是解釋

經驗的內涵上，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比生命故事，更能夠幫助研究者了解研究

參與者對生命的觀點。以下將生命故事分為定義、和生命史的區別、參與者、涵

蓋範圍、以及價值等五方面來介紹： 

 

一、生命故事的定義 
 
說故事是人類溝通形式中最根本的一種，也是一種普遍的活動，可以追溯悼

古代，例如：神話和寓言，其流傳都可以達到宣揚道德規範、指引道德行為的實

際功能的效果，而傳統的俗諺，就常被用來給予忠告、激發智慧、娛樂啟廸（引

自 Crossley，2001/2004）。 
 
人們常常用故事的形式思考、用故事的形式說話、並透過故事帶來人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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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Atkinson，1998〉。人們無時無刻都在使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敘說著關於
自己的故事，當一個人在敘說時，此「正在敘說過去的我」與「過去參與事件的

我」之間存在著一個充滿論述的空間〈discursive space〉〈余德慧、呂俐安，1992〉。 
 
故事的素材來自敘說者的生活經驗（Freeman & Combs, 1996/2000）。Atkinson

〈1998〉認為生命故事是敘說者以其認為最舒服的形式，不論是直接陳述、詩詞、
隱喻、還是其他富有創造力的方式，來說故事；並將其生命歷程中的重大事件，

呈獻給他人得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無論其採用的形式為何，都能為敘說者和

聽故事的人，帶來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 
 
由上可知，經由說故事，我們可由全新而意料之外的方式認識自己，也可以

向他人表露內心最深處的想法（Stone，2000/2000）。每個留在我們記憶中的事件
都可以組成一個故事，各個故事組合起來就是生活的敘事，我們的生活敘事就是

我們的生活（Freedman ＆ Combs，1996/2000）。因此，希望藉由述說的方式，
讓「站崗的女人」有機會以重新經驗、發現、描述出其「情變」的生命故事，並

可以從中得到新的意義。 

 

二、生命故事與生命史的區別 
 
在和指導教授討論以生命故事的方法來做為敘說研究取向的過程裡，特別對

生命故事與生命史做了一番區別。一般來說，生命史多在呈現一個人完整的一

生，注重個體生命完整脈絡（陳彥君，2005）。而生命故事則較著重在生命歷程
中的「某些故事、事件、生涯、或轉捩點」（Angrosino，1989；引自陳彥君，
2005；Atkinson，1998），並強調要將故事放置於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加以
分析，由此可知其所處的文化價值與傳統，是如何影響生命的循環發展〈潘郁琪，

2002〉。 
 
張慈莉（1999）認為生命歷史與生命故事的最大區別應該來自於主題的明確

與否與資料的蒐集程度。生命歷史所著重的是個人與環境的互動，其初始研究的

主題性並不像生命故事般的明確。生命故事雖也著重個人與環境的互動，但由於

主題性的明確，因而在資料的收集上，以敘說者所提供的主題性資料為主，再以

生命歷史來瞭解人與環境互動的狀況，關於個人的周邊相關資料，如信件、日記

等則是研究的效度來源。 
 
本研究是以女性面對男友當兵期間「情變」的心路歷程，屬於在生命歷程中

的「某些故事、事件、生涯、或轉捩點」，主題性明確，且社會大眾對於「兵變」

一事有其刻板印象，可知我們所處的文化價值與傳統，影響了我們看待事件的觀

點；加上本研究將以敘說者所提供的主題性資料為主，佐以個人的周邊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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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故屬敘說的生命故事研究取向。 

 

三、生命故事的參與者 
 
在生命故事敘說研究中，參與進入敘說者生命故事的人，除了敘說者本身之

外，同時也包含研究者，更包含生命故事文本的閱讀者。雖然故事中的人、事、

時、地、物是敘說者生命經驗中的專屬產物，但是從敘說者的經驗中，研究者也

將透視自己的經驗，更在過程中探究自己的視框與行動；而對生命故事的閱讀者

來說，敘說者所敘說的生命故事也不只是靜態資料而已，這些資料將會與閱讀者

的生命產生對話，其生命的意義在此與生命故事文本相遇，並產生了互動。於是

在觸發與共鳴之下，故事將再引發下一個故事。故事將不再只是「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或「他」的故事，而是「我們」的故事。故事中的「同」，讓我們

得以互相支持與陪伴；故事中的「異」，讓我們得以有機會以相互尊重的態度想

像出另一種行動的可能性，開始對習以為常的事物賦予創新與行動〈范信賢，

2002〉。 
 
故事的神奇即在此，以漣漪做比喻，說故事的人丟了一顆石子到湖裡，產生

陣陣的漣漪，漣漪碰撞到岸邊的石頭，又產生了另外一波漣漪。如此交互碰撞激

盪的過程，即是說故事、聽故事與閱讀故事者之間的觸發與互動。 

 

四、生命故事的價值 
 

（一）找尋意義 

生命故事的價值，並不在於所謂精確資料的陳述，敘說者所敘說的往往不是

事情自身〈fact itself〉，而是「被經驗的事實」〈the experiented fact〉〈余德慧，
呂俐安，1992〉。人是會主動追求目的、意義、價值的，意義並沒有絕對的真，
重點在於，每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都出自己身的創造。 

 

（二）自我反思 

Hermans等人（1992）提出「對話的自我」（the dialogical self）概念。認為
「自我」是透過不同時空的許多「位置」來進行相互的對話。每一個人體內同時

具有許多「我的位置」，每一個位置的「我」會從那個位置的角度、觀點來看事

情、說故事，這樣的歷程無異是一種自我反思的歷程。 

 

（三）宣告「我是誰」 



                                                                    

 37

說故事也可以成為是一種「宣告」或「儀式」，這樣的「敘說」好像在告訴

人們：我是怎樣的人，我的一生就是要這麼過一般。當人們在敘說自己所偏好的

自我、生活、關係、欲求、希望時，他們就是在創造一個「未來的事實」，因為

一個人的生活事件會形塑了他們的故事，而故事也會反過來形塑其生活事件和自

我意象，於是「我們怎麼說故事，我們就怎麼生活」（Freeman & Combs, 
1996/2000）。 

 

（四）放大、強調自己的掙扎 

Coles認為（2001/2001），故事最重要的不在於「解決」或「矯正」問題，
而是在放大、甚至強調出我們的掙扎。我們的目的不是想去解決問題，而是從人

們的敘說中去發現不被支持或受到問題限制的故事。當人們可以帶出不同於主流

故事的敘說時，其生命就得以重寫了（周志建，2002）。 

 

（五）保留我們的回憶與經歷 

Atkinson〈1998〉認為，生命故事能夠讓我們去知道一個人的經歷，以及了
解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且藉由生命故事所保留下來的這些回憶、經歷、以及其

他價值，都將會永遠的保存下來。 

 

（六）探索過去、建構未來 

運用故事，不但可以理解人的生命，同時可以開啟個案生命的新經驗。Sarbin
（1986）指出，故事可以讓人們的生命有統整感（unity）與目標（purpose）之
感，並朝特定目標前進。故事可以帶領我們探索、發現過去生命的動向，也可以

建構未來的方向與力量〈翁開誠，1997〉。 

 

站崗的女人們，可以透過敘說自己的故事，找尋想從關係裡得到的意義為

何？述說過程是不同的「我的位置」在對話，可以藉此了解自己用幾種角度、觀

點在看自己的親密關係；而站崗女怎麼說自已在男友當兵之後所發生的故事，也

可以看出這段時間她是怎麼生活的。故事可以放大與強調站崗女「去」、「留」的

掙扎、也可以重現與男友甜美的回憶。總之，透過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站崗女

們得以將過去零碎、片段的回憶、經驗統整，還可以更清楚的計畫自己的未來，

無論是在關係裡繼續努力找尋意義，或是毅然離開，追求更想過的生活，述說，

猶如飛行的指南針，讓站崗女時時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致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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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敘事分析的分析模式 

 
敘說研究者必須對敘說的資料反覆閱讀，從中找尋意義與脈絡，或進一步提

出假設。對於資料的解釋，其實是很個人化性、部分性、動力性的，沒有一套標

準可循〈林美珠，2000〉。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9)將敘說研究中
如何閱讀、詮釋和分析生命故事或敘說資料的方式以兩個向度分成四類，其中兩

個向度分別為整體（holistic）－類別（categorical）取向，及內容（content）－
形式（form）取向。 

 
一、「整體」與「類別」取向：此一部分屬於是分析的單位。 
整體取向：將分析的文本視為一個整體，也強調個人的生命故事為一個整

體，探索其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歷程； 
類別取向：似傳統的內容分析法，將完整的故事切割為具有意義的段落或句

子單位，並加以定義分類，以研究特定的問題或現象。 
 
二、「內容」與「形式」取向：此一部分指文本閱讀的方法，即閱讀敘說資

料時所關注的焦點為何。 
內容取向：顧名思義乃強調故事裡所隱含的內容，即以敘說者立場所看待事

件的面貌，包括發生何事、為何發生、何人參與等，目的在了解隱含的內容與意

義，透過某些章節的敘說內容，進一步理解個人的生命主題、特質、故事的意義

與個人動機。 
形式取向：著重故事敘說時所呈現的形式，包括情節呈現的結構、事件發生

的順序、時間軸度的相關、故事的複雜與連貫性、以及藉由故事所引起的感受、

敘說者的風格等。 
 
依此不同的向度又可分為以下四類： 

表 1：四大分析模式 

分析的單位 文本閱讀的方法 說明 

內容分析 

聚焦於個體完整生命故事所呈現的內容，即透

過數個主題資料加以分析、理解，進而整合出

故事的整體意義。這樣的閱讀文本很像臨床上

的「個案研究」。 
整體 

形式分析 

著重故事情節、架構的分析，以瞭解完整生命

故事的發展。即透過敘事的類型〈悲劇或喜

劇〉、進展（前進、退化、穩定），來呈現個人

敘事的歷程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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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 

似傳統內容分析或主題分析法。即是先定義研

究歸類的主題，再將分段摘錄的文本，依其定

義的不同群聚於各類別之中。由於類別可能較

為狹隘，因此關注的焦點也可能只著重於敘說

的某特別事件。 
類別 

形式分析 

焦點在於敘說呈現的抽象文體、特定風格或語

言特徵，而不著重故事內容。例如分析敘說者

在敘說生命重要事件時，是以被動或主動語

調、或是會使用隱喻，以瞭解其語言功能與情

緒表達。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林美珠（2000）提醒我們，需要視不同的研究問題、文本、研究對象來決定
使用哪一種分析模式。這四種分析模式之間的界線，也不是那麼絕對劃分的，故

事的形式很難完全獨立於內容之外，整體與類別也不是二分的。 

 
「整體－內容」分析法的觀點是將人視為整體，所著重的是以生命主題為核心，

並藉由所分析的「生命主題」與影響生命主題的脈絡，以理解情變過程對敘說者的影

響。本研究以「整體－內容」為分析模式，相信藉由不斷反覆閱讀文本，找出隱含在

文本下的模式或主題，可以扣緊本研究的目的。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工具 

本節在說明參與研究的人員與研究工具，以下分別就此兩部分說明。 

壹、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者 

（一）披上紅字的兵變女方 

 

研究者對研究主題具有以自身經驗為基礎的預設立場，是無法避免的，尤其

在決定寫這篇論文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一位兵變者。 
 
對我來說，傷害性最大的，是「兵變」兩個字似乎足以說盡我是什麼樣的女

生。例如：殘忍、不忠、爛人⋯等。我很明顯感覺自己的情緒、需求和想法被忽

略與扁化，只要在男生當兵期間提分手，就代表我是殘忍、不夠堅貞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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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性朋友聊起，他們會坦言很同情我的前男友，因為同為男性，他們知道

男生在軍營裡頭有多苦、多累、多委曲⋯。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就會有很深的罪

惡感與自責，我是不是做了很慘忍的事呢？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只想著自己的

痛苦與難受，而放對方煎熬？ 
 
這樣的經驗，讓我在接觸研究參與者時，無論是站崗期間在生活、聯繫、假

期、爭吵、離開的遲疑上面，我都可以很快的以共感、同理融入她們的故事裡。 
 
相同與相似的經驗是一個很容易接觸站崗女的工具，但也會有「立場偏頗」、

「預設立場」的危險。對一個研究者來說，預設立場、自己看待事情的觀點，會

影響整篇論文的方向。我自己是一個有兵變經驗的人，這些經驗對我的影響是：

必須了解自己留在關係裡想尋求的意義為何？若關係無法滿足『意義的需求』，

選擇離開是必然的事。而這些限制，我將以理論來彌補。 
 
於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除了第一次訪談外，每一次訪談前皆先將逐字稿交由

研究參與者核對，檢視資料的呈現是否符合研究參與者的感覺和想法，若是不符

合則會與研究者做進一步討論、修改。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會與指導教授討論，

以確定不讓個人經驗過度涉入，影響研究參與者的真實經驗與研究客觀性。 
 

（二）善聽的研究者 

對一位能夠理解自己的傾聽者述說自己的故事，是探索個人生命故事成功的

關鍵之一（Crossley，2001/2004）。對方必須是一個同理、鼓勵的引導者，且能
為敘說者提供堅強的支柱。Sass（1988）曾說：「如果意義是具有社會性的，如
果意義存在於對話當中，那麼某事件具有何種意義，基本上端視你說給誰聽。這

意味著，事件本身的意義（以我們的生活故事為例）是不限定的，意義為何，取

決於聽到故事當下用於理解故事中的情境脈絡中」（引自Crossley，2001/2004）。

而要成為一位「稱職」的傾聽者必須注意三件事： 
1. 敘說者和聽者都得有共識，認為「進行這項探索，對於兩人之間的關係而
言是適當、舒服的」 

2. 傾聽者必須抱持著傾聽的熱忱，以及不會妄下評斷的態度。 
3. 傾聽者最好熟悉個人敘事、生命故事的概念。 
 
研究者曾任政大諮商中心初談員一年，也在東吳大學心理諮商中心、生涯發

展中心擔任全職實習諮商員一年，完成 1500小時的諮商實習。研究所期間修習
「質性研究方法」、「兩性關係與性別研究專題」、「諮商理論與技術研究」、

「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當代社會心理學」、「婚姻諮商」、「生涯諮商」、

「多元文化」等課程，對研究議題具一定程度的熟悉。實習期間晤談經驗的累積

以及定期接受督導，對訪談所需要的技巧，如：傾聽、發問、具體化、澄清、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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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總結等技術，具有基本的掌握與熟悉；也具備與研究參與者建立基本關係的

能力，如：真誠、同理、尊重等；再加上自身的年齡、性別與情感經驗與研究對

象相符，更利於訪談工作的進行。 
 
於是，從本身的經驗、相關的訓練背景出發，我想我是分享、傾聽敘說者的

生命故事的最佳人選。 
 

（三）訪談位置 

研究者自身的經驗與專業上的學習，為本研究提供主要的幫助。然而，我到

底要用什麼樣的位子去傾聽受訪者的故事呢？ 
 
翁開誠（1996）曾詮釋同理心的意義為：「面對零散、片段、不連續的複雜

生命經驗，需要一種堅定不移的價值信念，相信看似曖昧不明、零碎、雜亂的片

段，必有其未被我們發現的脈絡，將它們結合成一個息息相關，正如欣賞一個難

懂的藝術傑作一般，即使不容易懂，卻仍用我自己的生命體驗作背景，進入這個

傑作中去冒險。在這冒險中，我無所為而為，不想利用，也不想改變什麼；全神

貫注，以他為我的焦點，我自己一切的知識、價值、情感⋯都將存在卻放入背景；

我融入他的世界，卻不迷失自己；我在他與我的世界間往返回流；我堅信他的獨

特，因而他的每一個細節都値得我品味；我堅信他生命的整體性，因而努力尋找

各個細節間息息相關的脈絡；這是一項冒險，是用我整個生命體驗去進入另一個

生命傑作中的冒險。」 
 
於是，我秉持同理與關懷的態度，隨著受訪者的敘說走進他的經驗世界，並

能欣賞其生命脈絡與價值。而也期待受訪者可以在獲得充分尊重與支持的敘說過

程中，體驗並串連自我的生命歷程。 
 
最後，既然是互為主體性的訪談關係（inter-subjectivity），訪談過程中，研

究者亦會以自然、輕鬆與開放的態度，自由分享研究者的自我經驗與感動，以此

做為和研究參與者的相互回饋與支持。  
 

二、參與者 
 
關於研究參與者，以下分別呈現邀請方式、取樣的標準與過程，以及研究參

與者的基本背景： 
 

（一）參與者的選擇與邀請 

 
本研究選取二位年齡為十八到三十歲的未婚女性（不包括本身即是軍人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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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參與者，為了能找到資料豐富的受訪者參與本研究，就本研究的目的所形成

的取樣標準如下： 

1. 女性在男友當兵期間的心情、生活明顯變化者。 
2. 女性在男友當兵期間的心情、生活變化有過掙扎、衝突或兩
難者。 

 
女性在 BBS「站崗的女人版」書寫內容大至上可分為「問題」、「資訊分享」、

「心情紀事」、「自我介紹」「版主公告」五種，其中問題和資訊分享較屬實用價

值。站崗女會互相詢問兵種、放假、探訪男友時的注意事項與交通路線、如何安

排休假時間活動、如何維繫情感；而「心情紀事」則是抒發心情、宣洩情緒，包

括與男友爭吵的委屈、憤怒、想念男友的心情、取得聯繫的甜蜜與相處時的快樂⋯

等。除了發問會有版友或版主明確回應，其他心情紀事部分多為自言自語，純粹

發表文章者的個人抒發（林欣若，2003）。 
 
既然已有非常多關於站崗女覺察生活方式改變、和男友兩人情感起伏、心情

紀事等相關主題的文章，資訊已相當豐富。研究者認為仍需實際訪談的必要性如

下。 
 

（1）需要更深入的描述與對話：研究者只能從文章主題約略知道「事件」發生，
內容部分得到的資訊是片面、不連貫的。於是，若能面對面實際訪談，可以就站

崗女在這段時間是如何面對改變、如何做決定的歷程和想法做充分了解，並有機

會向參與者確認研究者自身的理解，並透過互為主體的對話釐清此時期無論是生

活或情感的變化對她們的影響。 
 
（2）對象來源：若只以網路的文本來分析，可能會面臨對象來源的侷限性。因
為 BBS這樣的網站，使用者多半是在學學生，不是所有站崗女、面臨情變的女
性都會上網路尋求情感發洩或同儕支持。 
 

（二）邀請方式 

 
經過與指導教授的討論，研究者擬在台大椰林風情、批踢踢等 BBS站的討

論區「站崗的女人」，以及藉由身邊朋友轉寄訪談邀請函（見附錄三），進行邀請

與招募。 
 

（三）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背景 

 
在進行訪談，尤其是第一次訪談之前，除了準備好預先擬定的訪談指引，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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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次向受訪者說明訪談方式、訪談內涵、倫理保密議題、資料檢核（見附錄八）

以及受訪者在訪談期間所擁有之權益等。研究者與受訪者共同簽訂研究參與同意

書（見附錄四），此舉可以增進受訪者對研究與訪談之了解，同時達成雙方對研

究之共識。在正式訪談前，先透過「邀請函」解說研究相關事宜，包括：研究者

的身分與背景、研究之動機與目的、訪談進行方式、資料使用方式、以及保密原

則等，經過受訪者的初步同意，再透過電話或當面約定第一次訪談的時間與地點。 
 
研究者相信以代號或名字代表一個人，有其不同的含意，因此在資料呈現

時，研究者會邀請受訪者為自己取一個欲在論文研究中呈現的化名，以代表故事

中的自己。 
 
 
研究者會從以下三點來尋找研究對象： 
 

1. 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呈現是否對研究議題有深度與豐富性 

在邀請受訪者的過程中，受訪者與研究者必須初步檢核彼此的期待。受訪者

本身的「自我覺察」、「敘說能力」、「感情是否經歷明顯改變」⋯都會影響資料的

呈現與蒐集。研究者一共接觸五位研究參與者，第一位本身是「被兵變者」，和

男友交往兩禮拜之後，他即到外島當兵，之後女方發現男友已另結新歡。由於她

和男友對彼此的認識與了解都不深，資料的豐富性受限，故不符合研究所需對

象。第二位研究參與者，其男友剛入伍，她覺得自己的生活、兩人的感情並未受

到任何影響，故也不符研究所需對象。第三位參與者因男友目前為替代役，生活

與相處方式比較類似上班族，故也不符研究需要。 
 
由上可知，在男生當兵期間，男女雙方的感情有各種可能與面貌。而研究者

想要找的研究參與者，是男友當兵期間，意識到自己在心情、生活、感情上皆有

起伏的站崗女，從而深入了解她們如何面對情感「生變」的心路歷程。在與指導

教授的多次討論及評估研究目的之後，最後決定二位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將於「本

研究的參與者」詳述原因及其基本資料。 
 

2. 繼續訪談的意願 

研究者會尊重研究參與者在初步會面與晤談之後，衡量其對研究的期待與研

究者對研究的期待是否相符、對於訪談是否有意願，來決定是否繼續進行訪談。 
 

3. 研究者本身的限制 

研究者目前仍在東吳大學心理諮商中心擔任全職實習諮商員，有時間調度上

的限制，故必須和研究參與者協調彼此都合適的時間和地點。若研究者無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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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的時間，則另選研究參與對象。 
 

（四）本研究的參與者 

與指導教授的多次討論及評估研究目的，加上考量研究參與者的資料呈現是

否對研究議題有深度與豐富性、受訪者繼續訪談的意願，以及和研究者時間的協

調彈性，最後決定邀請基於「使命感」而重入親密關係當一位站崗女的小玲；以

及將分手期限訂於男友下崗之後半年，期待對方變得成熟懂事的薇婷兩位參與

者。她們在男友服兵役之前，都跟男友交往一年以上，還曾同住，對彼此的熟悉、

互動的頻繁，與當兵之後無論在生活、兩人的感情，都有明顯的對比。 
本研究中參與訪談的受訪者，蒐集基本資料如表 2： 

 
表 2：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背景 

年齡 學歷 職業 訪談日期 

與時數 

居住地 男友服役

地點 

交往年數 分手時間 

距今多久 

化名 

〈代號〉

24 大學 服務 4/22、5/3；

各兩小時

台北 五股 兩年 未分手 薇婷 

23 大學 學生 5/9、5/16；

各兩小時

台北 士林 四年 一個月 小玲 

 

貳、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之研究工具為研究者本身、訪談大綱，及其他研究輔助文件，茲分

別說明如下： 
 

一、訪談大綱 
 
生命故事訪談強調敘說者的自由敘說，所以少結構與開放性的訪談方式，將

讓敘說者擁有更寬闊的敘說空間，而可自在地依著自我之情感和思想架構，敘說

其認為重要或有意義的特定事件或時刻（黃瑞琴，1999）。故研究者只需擬定概
略之「訪談指引」，用來提醒自己訪問的問題與方向即可（Atkinson，1998）。 

 
 訪談大綱的導引關係著資料的蒐集，因此為了使蒐集的資料能夠豐富，又

能讓受訪者對此議題暢所欲言，研究者擬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為工具，以引導

訪談的進行。訪談大綱是在參考所閱讀的文獻、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擬定，幾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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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後，成為正式的訪談導引如下。 
 
（一）請描述妳和男友或前男友在當兵前的交往狀態。 

（二）回顧交往期間，你如何看待你和他的關係？ 

（三）男友當兵期間，你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兩人怎麼維繫感情呢？ 

（四）你們有過溝通或是試圖改變嗎？其歷程為何？ 

（五）做決定前後，有遇到哪些阻力嗎？如何面對或因應？ 

二、其他研究工具 
 
胡幼慧（2000）認為書寫是一個思考的過程（writing is thinking），藉由書

寫可以整理和澄清許多研究思緒，每一個隨時與自由的書寫（free writing），皆
可仔細紀錄研究過程中所有細緻事情的發生，以及平凡過程中精采的驚嘆號。這

些細微的紀錄與時時的省思，不但能抒發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情緒感受，更能幫

助自己沉澱出許多重要的思考和脈絡，不論對於研究者個人的成長，以及論文的

茁壯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Natalie Goldberg（1986/2002）說過，書寫「聽來」的故事本身不會動人，
因為那只是一篇「有關」這故事的事，是二手傳播，若聽故事的人沒有走進故事

裡，也無法帶領其他人進入。 
 
於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不斷書寫，除了紀錄自己與受訪者之間曾發生

過的激盪，也以此訓練自己寫作論文必須時時注意細節、流暢表達，並從其中檢

視自己在研究路上的心路點滴。其中包含二個部分： 

 

（一）研究者日誌表（見附錄七） 

 

從論文寫作開始，研究者會記下每次與指導教授的討論心得以及在資料蒐集

過程中的心情與思緒，將寫作過程的足跡一一紀錄。 

 

（二）訪談日誌（見附錄五） 

 

既然故事敘說者的生命故事會跟研究者、讀者產生相互激盪、影響的效果，

身為研究者也必須忠實的紀錄每一次訪談中所出現的覺察與反省、阻塞、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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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訪談中自我的覺察等作一描述，以作為下一次訪談的參考與提示。而對受

訪者情緒、非語言訊息的描述、訪談時互動的狀況、訪談環境的描述、對受訪者

主觀的感受、看法，也都必須詳細紀錄，以利下次訪談之改進。透過對過程的描

述，亦可輔助資料的分析。 

 

（三）參與者本身的筆記、作品 

 

William〈1982/2002；引自陳彥君，2005〉曾提到在生命故事研究中，研究
者理解受訪者的方式，包括受訪者本身對自我之回溯報告，及其相關私人信件、

日記、檔案紀錄或受訪者舊友對其之觀察評論等等。翁開誠（1997）也認為故事
的形式包括小說、戲劇、詩、音樂、美術、電影、散文、論述、教科書、對話⋯

等。許多站崗女習慣以文字、圖畫或勞作，將心情紀錄、張貼於私人網站或新聞

台，這是十分珍貴的資料，許多無法言說的悲傷快樂、掙扎苦痛，也許可以從中

感受領略。因此，在訪談過程中，非常歡迎參與者將「站崗」期間的心情圖文札

記提供與研究者，讓作品與故事交織，除了能更生動、具體的呈現這一段時期的

心情紀事，也可以看到每個人對於故事的敘說，的確是多元且獨特的。 

 

（四）錄音設備 

 

本研究需要錄下訪談內容，以作為日後資料分析之用。因此在邀請受訪者的

過程中，先徵得受訪者的同意，也藉此說明錄音內容的使用方式與保密原則。 
每次訪談前，都會準備好錄音筆、電池，並預先測試。以確保訪談錄音能順

利完成。 
 

第二節 研究歷程 
 

Riessman（1993）將敘說研究歷程區分為五個經驗表徵層次，包括：注意、
說出、謄寫、分析、閱讀。「注意」即是有意識的篩選某些經驗，以建構這些經

驗為有意義的真實；「說出」則是透過語言，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驗，這樣

的說出會受當時的脈絡影響，也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組織，在敘說的同時，說者

創造了一個自我。 
 
「注意」與「說出」分別屬於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和敘說方法與研究工具

部分，此兩部分已在前面兩章做過說明。本節只針對謄寫、分析、閱讀，屬於資

料整理分析與故事撰寫的內容，來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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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料整理分析與故事撰寫 

一、資料整理 
 

（一）訪談資料的初步整理 

 

每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即撰寫訪談日誌，並針對過程中的疑慮或發現，再

重複聽錄音帶，及整理受訪者其他文字資料確認，作為下次訪談的提問與檢核，

以發展個別的生命故事脈落。 

 

（二）訪談錄音內容的整理 

 

研究者於每次訪談結束後，儘快完成逐字稿的謄錄與編號建檔，完成逐字稿

後，研究者會重複聆聽錄音內容，逐一檢核、校對謄錄的正確性。此外，對於一

些須匿名處理的資料，也在此整理中，做適度的修飾，或直接以特殊符號加以代

替，以符合保密的原則。 

 
二、資料分析 
 
將研究結果予以最適當的方式呈現，是身為研究者必須謹慎且重視的部分。

以下是本研究資料處理方式的說明。 

 

（一）資料轉譯 

 

每一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進行逐字稿的謄寫。謄寫部分除了受訪者的語

言內容之外，還將轉譯其副語言〈paralinguistic〉訊息，包括音量、停頓、笑聲、
哭泣⋯等。 

 
此外，在訪談過程中，關於受訪者特殊的非語言訊息，例如：面部表情、身

軀前傾或深陷、目光的投注流轉、對身邊物品的操弄等也是轉譯的焦點。 
 
每次訪談的逐字稿將於兩週內轉譯完畢，清楚標記受訪對象、時間、地點、

次數等，以利編碼與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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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逐字稿謄寫後，研究者也會再重聽訪談錄音與閱讀逐字稿，以檢視謄錄

的正確與貼切度。 

 

（二）資料編碼 

 

逐字稿的謄錄確認無誤之後，研究者開始進行資料編碼的步驟。所採取的編

碼方式為： 

1. 藉著反覆閱讀的歷程，從逐字稿裡尋找出整段敘說的意義，尋找資料中
的敘事結構，並紀錄在逐字稿文本旁，形成研究者本身對訪談者的理解。 

2. 再藉著反覆閱讀的歷程，抓取出不斷重複出現的主題，找到可以反映內
容的故事線加以歸類，而發展出訪談者的各項故事主軸。 

 
當敘說資料一再被重新敘說、重讀的過程中，經驗就有被重新理解的可能，

而新的意義也隨之產生（林香君，1998）。於是，當資料編碼後，研究者透過重
覆閱讀、聆聽與思考，把握住核心故事及重要訊息，有系統的檢視和理解故事中

的各個部分、部分和部分之間，以及部分和整個故事之間的關係。 

 

（三）形成故事 

 

在此階段，開始進行內容的書寫，描述出具有情境的故事整體，以一個完整

的敘事結構來呈現。研究者對受訪者生命故事中的細節和小脈絡進行深入的理

解。在經歷過這樣細緻的觀看後，研究者回到受訪者整體的生命中，推衍著受訪

者在敘說生命故事時所依循的脈絡和主軸，呈現出受訪者整體的生命視框，發展

受訪者生命的情調，並形成受訪者整體故事脈絡。 
 
在此步驟中，研究者亦會將自己的反思、生命經驗或發現、對訪談者的回饋，

書寫於研究者日誌表和隨想筆記中，探究受訪者與研究者自身的生命經驗，以及

其相互之交織，發展互為主體性之故事脈絡。 

 

（四）書寫方式與位置 

 

以敘事取向的生命故事為研究方法，代表從研究者與受訪者交會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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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雙方互為主體性的關係便已展開。因此在故事書寫的部分，研究者使用第三

人稱的方式，書寫受訪者情變的生命故事。在此方式下，研究者不僅呈現受訪者

的情變脈絡，同時也呈現了研究者和受訪者之間，相互碰撞的生命歷程。而在資

料分析的部分，研究者自身的情變故事與受訪者的情變故事之間，也再一次進行

互為主體性的交織。 
 
透過生命故事的探究與書寫過程，呈現縱向之情感困境與心理調適歷程，藉

由進一步真誠性理解（understanding）的發展、深刻地洞察（insight）以及視框
移動（moving），與自我進行對話，對情變進行反思。 

 

三、資料檢核 
 
資料檢核必須包含可信性、遷移性、可靠性與驗證性。在本研究中，研究檢

核的確認包含幾個部分： 

 

（一）可信性（credibility） 

 

敘說取向是基於後現代與社會建構的理論脈絡而來，到底什麼是「真」，就

涉及了所謂敘說建構的真實，即貼近受訪者的主觀經驗，就達到某種程度的真

實，否則將無法進行正確的了解與詮釋。 
 
研究者藉由訪談日誌（這些資料將協助研究者整理並澄清自身的研究思緒，

同時沉澱更觸發研究的思考與脈絡）、逐字稿、錄音、或其他書面資料的交互檢

核，以及在資料處理後交由受訪者的回饋與校正；還將邀請研究所班上對研究者

所探討的領域不熟悉的同學，透過研讀資料給予回饋，提供研究者從各個面向產

生新的思維，檢視自己的研究結論是否有漏洞，以提高本研究發現的可信性。 

 

（二）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研究者定期於每一次訪談結束，謄寫完逐字稿與編碼之後，在下一次訪談來

臨之前，和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並透過反覆聆聽錄音檔及閱讀文本中來回移動、

參照其他資料等，有利於對受訪者及其脈絡的瞭解，並使資料的呈現能做厚實的

描述（thick description）。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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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研究者為工具，強調逐漸的頓悟與漸增的敏感性為必然的結果，

因此除了維持「穩定性」外，還要注意可追蹤的變化，卽研究中因經驗、資料等

因素，所造成研究觀點、工具修正與改變的詳實記載，若能陳述這些變化並加以

合理的解釋即可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在本研究中，為避免研究工具的變動不拘，受訪者的招募、篩選、訪談與資

料分析等過程皆由研究者親自完成，並透過與指導教授持續討論、詳列研究工具

與分析步驟等，皆有利於提高本研究的可靠性。此外，在研究中觀點、取向的移

動，以及研究工具的修正，也在文內詳實交代。 

 

（四）驗證性（confirmability） 

 

這裡所強調的，是加強資料中立性之考驗，亦即研究者採用了多種方法來考

驗所蒐集的資料，如：訪談日誌、逐字稿、錄音、或其他書面資料的交互檢核。

故事書寫完畢之後，將文本交回受訪者手上進行閱讀，對譯碼與解釋部份做再確

認。資料處理後交由受訪者的回饋與校正，做再次的澄清與討論。透過這些方式，

提供了研究者從不同的面向來檢視資料，以提高研究的信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