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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化的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以探索與發現為主要目的，重視個人主觀的心理歷程與經驗世界，

以細膩深入的資料蒐集方式，深入描繪問題情境與脈絡，故本質上適合人類生活

內涵的揭露。另外，由於女性大陸配偶在臺就業目前並無確切且規模化的統計數

據，不易執行量化的調查研究，故本研究擬採行質化研究中的深度訪談方式進行。 

 

  質化研究的特性之一在於其詮釋的角度迥異於量化研究。質化研究者詮釋資

料的手法是藉由賦予資料意義、翻譯，或使之成為可讀得懂的資料，然後研究者

賦予資料的意義是出於被研究者的觀點。質化研究者藉由找出被研究者如何看待

這個世界、如何界定這個情境、或是情境對他們的意義等等的方式來詮釋資料。

因此，質化研究提供一個忠於報導人世界觀的深度描述，深入挖掘某一社會情境，

並藉此說明維持穩定社會互動的微觀過程（朱柔若譯，2000）。 

 

  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女性、移民、貧窮者等，因為所處的不利位置，使他

們比其他群體更有潛力獲知社會事實的全貌，而擁有所謂的雙重觀點或雙重意

識，意即這些弱勢群體為了生存，必會受制於優勢團體的意識型態，因此他們可

以同時察覺到主導社會的優勢文化，以及自身弱勢族群的觀點，對社會真實有更

完整的觀點（Nielsen，1990）。 

 

本研究希望藉由與女性大陸配偶的深度訪談，從她們的生活脈絡與工作經驗

去理解在臺的就業情況以及面臨的就業問題，並勾勒出問題背後隱藏的國家權力

運作、社會資源、家庭因素對她們的影響和代表的意義，進一步尋求適當的解決

之道。 

 

  然而，Spivak 提出寫作底層人民歷史論述所牽涉的「媒介」問題，提醒了論

述撰寫過程裡層層媒介所造成的不可避免的扭曲和誤差，使得所謂「報導人自己

的聲音」顯得問題重重（邱貴芬，1996）。本研究在進行訪談與寫作時，將格外注

意這個問題，盡力不讓受訪者的聲音與再現結果產生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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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 

    質化研究主要針對少量的樣本作集中深入的分析與探討，質性研究者

Patton（1990）曾論及質化研究的抽樣重點是：「樣本一般都很少，甚至只有

一個個案，但需要有深度的『立意』抽樣」。 

 

雖然是立意抽樣，但是質化研究也可以有所謂的抽樣架構，可以以地點、

事件、人、活動、時間等概念來分類，而研究者為符合不同的研究目的，亦

可產生不同的抽樣策略。（胡幼慧，1996）。 

 

本研究由於探討的重點在於女性大陸配偶與非正式就業的關係，因此選

擇的樣本都具有非正式就業的經歷，並且每一位受訪者的行業型態都不同，

有小型家庭企業工作者、SOHO 族，也有小型服務業老闆、大型企業的約僱

人員等。此外，由於大陸配偶在臺工作還牽涉到有無合法工作資格的問題，

因此選取樣本時，也會涵蓋不同身份階段的大陸配偶。抽樣策略則為滾雪球

抽樣，藉由大陸配偶事務相關的網站、協會或個人尋找適合的訪談對象，選

取的原則著重就業經歷的豐富性與獨特性。 

 

二、受訪者基本資料 

    本研究共計訪問 9 位女性大陸配偶，為了保護受訪者的身份，研究者以

別名取代受訪者的真實姓名，堅守保密原則以避免傷害受訪者。9 位受訪者

中，江琦、余兒、凱蒂、蘇珊是透過在兩岸公園網站上張貼文章而結識，戴

玫是由研究者的同事介紹，士櫻、淑貞則為鄰居的朋友和親戚，Juliet 由凱蒂

介紹給研究者認識，靜如是在 Juliet 接受訪談當天，剛好去找 Juliet，也同意

一同接受訪談。 

 

    進行訪談時，研究者會向受訪者說明本項研究的目的及探討的內容，讓

受訪者明白接下來談話的大致方向。另外，也會告知受訪者不必擔心保密的

問題，研究者撰寫報告時將以匿名方式呈現她們的經驗與感受，使受訪者可



臺灣新移民與非正式就業：女性大陸配偶在臺的個案分析 

 36

以盡情表達自己的心聲。最後，由於研究者和受訪者都是女性，且都有家庭

與工作，因此在訪談的過程中，能夠以同理心去理解受訪者的敘述，並且對

於受訪者陳述的事件與想法，盡量不給予任何價值判斷，盡可能地做到以中

立的態度理解受訪者的談話。 

 

表 3-1 受訪女性大陸配偶資料 

姓名 年齡 學歷 目前身份階段 來臺後的工作經歷 現職 

江琦 37 歲 大學 

本科 

取得身份證 水電設備公司員工／ 

安親班員工 

家管 

余兒 33 歲 初中 取得身份證 成衣批發公司倉管 成衣批發

公司會計

戴玫 34 歲 初中 取得身份證 水果店員工／魚丸店服

務生／烤肉店服務生／

美容護膚公司清潔人

員、美容師／腳底按摩師 

腳底按摩

店負責人

淑貞 40 歲 高中 取得身份證 居家看護／家事管理員

／工程公司清潔人員 

臺電公司

清潔人員

士櫻 46 歲 初中 長期居留 包裝工人／麵包店員工

／夜市包小龍包 

醫院看護

凱蒂 28 歲 中專 依親居留 

（有工作證）

建築工地福利社收銀員

／貿易公司助理、 

會計 

報關行 

員工 

靜如 26 歲 大專 依親居留 

（有工作證）

 中油勞務

發包員工

Juliet 27 歲 大學 

本科 

依親居留 

（無工作證）

自營的洗衣店 雜誌專欄

作者／ 

裁縫師 

蘇珊 33 歲 大學 

本科 

依親居留 

（無工作證）

 網路拍賣

／配音員

／國語正

音班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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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個人背景概述 
 

受訪者一：江琦 

江琦畢業於吉林工業大學，是全國重點大學之一，主修為技術經濟。畢

業後江琦先在當地的公司工作 2 年，工作內容為生產計劃、可行性評估等，

後來至位於瀋陽的臺商公司任職，擔任總經理特別助理，協助處理廠務、財

務、採購及業務等事項。正是在臺商公司任職期間，江琦認識了她的先生，

當時同為公司裡的同事。 

 

    結婚後，夫妻兩人繼續留在大陸工作，後來因為懷孕待產而來到臺灣，

生完孩子後，江琦原想再回到大陸工作，但是因為婆婆希望她們能留在臺灣

而打消回去的念頭。 

 

    來臺的前 6 年，由於政策的限制，江琦沒有工作證，也就無法到與所學

相關的公司工作，只能做一些臨時性的工作，例如，在先生的舅舅開的水電

工程公司幫忙準備招標文件、在朋友開的安親班裡幫忙，但是工作的時間都

不長，主要還是在家中照顧孩子。目前江琦已取得身份證，因為年輕時就對

中醫頗有興趣，而且舊制的中醫師特考沒有學歷限制，所以江琦正在準備中

醫師特考。 

 

    江琦目前也正與教育部進行學歷認證的行政訴訟，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已

判決教育部必須受理江琦提出的採認大陸學歷申請案，但是教育部卻以此事

不是單純的教育政策問題，也和大陸政策有關為由，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雖然最後結果尚未定案，但倘若江琦的學歷可獲認證，她預計將報考臺灣的

研究所繼續深造，然後考會計師執照，做她這輩子最想從事的職業。 

 

江琦認為自己是個事業心很重的人，在學生時代她不曾交過男朋友，也

一直沒想過要結婚，只想以工作為重，直到遇到她的先生。對她來說，婚姻

和小孩都是原來的生涯規劃中沒有料想到的。從大學畢業到現在已 12 年，江

琦的同學多為公司主管或自己開公司，雖然她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但是仍

然頗羨慕同學們擁有事業的一片天。 



臺灣新移民與非正式就業：女性大陸配偶在臺的個案分析 

 38

 

受訪者二：余兒 

    余兒與先生的相識是透過公公的介紹，兩人才交往不久即閃電結婚。婚

後夫妻兩人和公婆便留在四川生活，並且在住家樓下開了一間雜貨店。待在

大陸 5 年期間，因為先生沒有工作，雜貨店的收入也不多，兩人的積蓄又將

用盡，先生便提議回臺灣找工作，余兒也隨著過來。 

 

    來到臺灣的前半年，余兒每天都待在家中，覺得非常無聊，後來找到住

家附近的成衣公司去工作，但是礙於當時每隔半年就要出境一次的規定，工

作也必須做半年停半年。還好公司的主管體諒余兒的處境，仍然為她保留工

作，甚至在余兒有工作證後，將她由倉管升為會計。 

 

    余兒的先生回臺灣後工作一直不穩定，原來在長榮海運任職，但不久就

因為喝酒被公司解僱，失業在家，後來又當過一陣子警衛，最近則去小型的

船公司當船員。因為先生經常不在家，兩人又沒有孩子，所以余兒下班後會

去上課，學習調飲料，打算將來與幾個朋友一起開複合式的餐廳。 

 

受訪者三：戴玫 

    戴玫婚前任職於大陸的港商公司，負責裁縫的工作，因為中午去公司附

近的餐廳用餐而認識她的先生。結婚後兩人繼續留在大陸工作了 3 年，後來

戴玫也因為懷孕而來臺待產。生完孩子後，婆婆便要求戴玫留在臺灣照顧小

孩，此後戴玫就開始了兩岸往返的生活。 

 

在臺灣的初期，戴玫一直在家中帶孩子，後來因為先生沒有工作，婆婆

便介紹戴玫到朋友開的水果店打工，後來又去公公朋友介紹的魚丸店工作，

但是兩份工作都因為大陸配偶出境的規定，只有斷斷續續的做。 

 

後來戴玫取得工作證，就自己找到一份韓國烤肉店服務人員的工作，但

只做了幾個月，就因為婆婆過世而辭去工作，回家照顧兩個小孩。大女兒上

小學後，戴玫將年紀尚小的二女兒托給湖北的娘家照顧，又繼續外出工作。 

 

戴玫的第二份正式工作是透過光華就業服務站找到的，在一家美容護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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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擔任清潔人員。做了一陣子，老闆就將戴玫轉為美容師。但因為美容師的

業績壓力大，薪水也不多，又剛好聽到腳底按摩是不錯的行業，戴玫就辭去

工作學腳底按摩。學成後，戴玫先當駐店按摩師，後來又轉為跑支援的按摩

師，但因為車禍受傷，手不能用力過度，就把一間要轉讓的腳底按摩店頂下

來，自己開店當老闆。 

 

  受訪者四：士櫻 

    士櫻來臺前在青島的橡膠廠工作十多年，一直擔任基層的作業員。1999

年的夏天，一位嫁給臺灣榮民的朋友返鄉探親，向士櫻提起與她先生的老同

事相親的事。由於當時獨身一人，而且一直很想到臺灣看看，士櫻就答應了

朋友先帶照片回去讓對方看。沒想到對方一看到士櫻的照片後，立刻從臺灣

飛到青島見她，並且幾天後就提出結婚的請求。由於兩人年紀相差近三十歲，

而且認識時間並不長，士櫻考慮了一段時間才決定嫁來臺灣。 

 

    來到臺灣後，家中就只有士櫻和先生兩人，先生對士櫻非常好，家事都

不需要她動手。雖然先生領有榮民就養金，但是微薄的一萬多元難以維持兩

人的日常開銷。因此，來臺後不久，士櫻就開始在住家附近的毛巾廠、紙錢

廠打工，從事以件計費的包裝工作，後來又在麵包店打工，也曾幫夜市賣小

籠包的攤販包小籠包。 

 

    由於許多在臺的大陸朋友都從事看護工作，收入也不錯，因此士櫻在取

得工作證後，立刻報名參加看護訓練，取得執照後也加入醫院看護的行列，

至今已 4 年。士櫻打算利用這份工作好好賺錢、存錢，等到存得差不多，就

和先生一起回大陸過著退休生活。 

 

  受訪者五：淑貞 

    淑貞中學畢業後進入北京市的服裝廠工作，因為努力勤奮，一路從工人、

門市經理升到副總經理的職位，後來由於與新任總經理觀念不合，便辭去優

渥的工作，轉任某科研單位當會計。 

 

    與先生的相識，恰好就發生在辭去工作的這段期間。那時淑貞的姐姐看

到她為公司賣命多年卻得不到肯定，便勸她趕緊結婚，並積極介紹男朋友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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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貞認識。經過多次的相親，淑貞始終沒有中意的人選，最後，她姐姐的同

事提到夫家有一位在臺灣的大哥一直沒有結婚，也想為他找個好對象，於是

就為兩人安排見面，而淑貞也終於在這次的會面中找到了她的理想丈夫。 

 

    結婚後，淑貞知道來臺的頭幾年不能工作的規定，便繼續留在大陸工作，

5 年後才來到臺灣與先生團聚。雖然淑貞的先生收入不錯，但因為不願意閒

在家裡，淑貞就透過朋友的介紹開始從事居家看護的工作。後來因為覺得居

家看護的工作時間太長，使她無法好好照顧家庭，淑貞便轉而從事清潔工作，

幫忙一些雙薪家庭整理家務、或到一般的公司當清潔人員，現在則在臺電從

事清潔工作。 

 

受訪者六：凱蒂 

    凱蒂中專畢業，唸的是湖南的一所化工學校，但是她真正的興趣則是商

業，所以畢業後又到上海唸成人學校，主修國際貿易。凱蒂在學生時代就來

過臺灣，因為媽媽也是大陸配偶，嫁給一位外省籍的退伍老兵。 

 

    凱蒂畢業後再度來臺灣玩，剛好朋友介紹她到一個建築工地的福利社工

作，就在那時，凱蒂認識了也在那裡當工程師的先生，後來凱蒂回到大陸後，

兩人透過電話和網際網路又交往了 1 年左右，便決定結婚。 

 

    結婚來臺後，凱蒂雖然沒有工作證，但卻很積極地去找工作，最後找到

一家未登記立案的貿易公司當助理，負責有關外匯操盤的業務，後來又調做

會計，在貿易公司共待了 1 年半，直到孩子出生。 

 

    生完孩子後，凱蒂進入依親居留階段，剛好又符合申請工作證的資格，

於是就可以合法工作。因為凱蒂的目標是進入船運公司工作，所以她從相關

的行業開始培養工作經驗，也就進入了現在任職的報關行。 

 

    凱蒂的先生任職的公司目前承做臺北捷運的工程，她的公婆則開了一家

小型紡織公司，公司就在住家樓下，因此夫家家境小康，而凱蒂的孩子也由

公婆和大哥輪流照顧，讓她外出工作無後顧之憂。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1

受訪者七：靜如 

    靜如從醫學院畢業後，到唐山的縣級醫院擔任助產士職務，因為是公家

單位，所以薪資、福利各方面都不錯。但是助產士的工作也很辛苦、壓力很

大，而且經常要值大夜班。從醫院回到家，靜如經常累到睡都睡不著，就會

上網聊天，抒解壓力。和先生的相識也正是透過網路視訊，兩人就這樣交往

了一段時間，決定要結婚時，先生才從臺灣過去看她。 

 

    當靜如決定要結婚時，她媽媽非常反對，因為這樣一來，靜如就要辭去

人人稱羨的工作，飄洋過海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後來，已下定決心的靜如只

好自己一個人去辦結婚、來臺的手續。 

 

    到了臺灣後，靜如同樣因身份限制無法外出工作，但是經常會去中油幫

忙在裡面工作的婆婆。這樣無給薪的做了一陣子，剛好靜如也進入依親居留

階段，並符合申請工作證的資格，就轉為中油的勞務發包人員，類似政府機

關的約聘僱人員，負責資訊處理的業務。 

 

    雖然靜如已經有合法的工作資格，卻不能做醫護相關的工作，因為臺灣

不承認大陸的專業執照，而在臺灣考執照又必須有身份證，再加上去私人的

診所當最基層的護佐必須值夜班，靜如就放棄了醫護類的工作。 

 

    靜如的先生是 VOLVO 的汽車修護人員，收入穩定，平常還會利用空閒

時間進修日文、參加職訓班。由於先生的年紀較大，家人都希望靜如趕緊生

孩子，而她也打算生孩子後，就待在家裡帶小孩，省去請褓姆的費用。 

 

受訪者八：Juliet 

    Juliet 大學畢業後在上海的某商業公司工作，有一天和朋友出去，在咖啡

店前邂逅了當時從臺灣帶旅行團到上海玩的先生。原先兩人只透過電話和電

子郵件連絡，後來為了拉近與 Juliet 的距離，她先生特地到廈門的臺商旅行

社工作，利用假日見面，兩人的感情也逐漸加溫，Juliet 便在 2 年多前答應了

先生的求婚來到臺灣。 

 

    婚後，Juliet 的先生為了讓她能多接觸臺灣的環境，不要每天待在家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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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便辭去旅行社的導遊工作，開了一間洗衣店，兩人分工合作經營這家

店共 2 年。在洗衣店工作期間，Juliet 主要負責店內的事務並掌管財務，先生

則負責在外收送客人的衣物，店裡的收入剛好足夠夫妻兩人平日的開銷。 

 

今年 3 月，Juliet 與先生結束洗衣店的生意，先生回到原來的旅行社工

作，Juliet 則開始接一些寫稿、裁縫的 case 做，兩人並計劃要生小孩。Juliet

一直就對寫作很有興趣，剛好一位大陸的朋友在雜誌社工作，便邀請 Juliet

擔任臺灣觀察的專欄作家，而裁縫的工作則是 Juliet 在臺灣認識的一位老師，

因為致力推廣環保概念，便鼓勵從小因興趣而學過裁縫的 Juliet，以手工製作

一些環保的小東西當教材或紀念品販賣。 

 

受訪者九：蘇珊 

    蘇珊畢業於北京廣播學院，也是中國大陸的全國重點大學，主修為廣播

電視節目製作。畢業後，蘇珊到江蘇教育電視臺工作，先做了 2 年的兒童節

目主持人，然後轉做節目購買業務。在江蘇教育電視臺待了 5 年多，蘇珊跳

槽到另一家電視臺當發行部經理，2 年後，就與另一位合夥人成立公關公司，

蘇珊負責案子的企劃統籌。 

 

    與先生的相識也是因為工作需要，當時蘇珊負責策劃一個以 1 萬元人民

幣走遍全中國的節目，規劃其中一站是到臺灣，並選擇海洋潛水為內容。於

是，蘇珊就到一個竹科工程師組成的潛水社團的網站瀏覽，並與站長連絡相

關事宜。後來，到臺灣的行程未能成行，但蘇珊卻與這位站長，也就是她的

先生擦出愛的火花。 

 

    當蘇珊決定要和先生結婚時，她的公司正步入軌道，但蘇珊還是結束一

切來到臺灣。來到臺灣後的 3 年裡，蘇珊一直都沒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因為

曾參加華視的配音員培訓班，所以偶爾會接一些配音的 case 做，寒暑假期間

也會擔任國語正音班的老師。1 年多前，蘇珊開始做網路拍賣的生意。 

 

    目前，蘇珊計劃加入扶輪社當義工，開始接觸商界的人士，累積資源與

經驗，等將來有了工作資格，便可以做兩岸投資先期規劃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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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資料蒐集過程 

本研究的資料可分成兩個部分：(1)事前相關文獻的蒐集，包括政府機關

所公佈的相關統計數字、報告書、法規，與大陸配偶有關的研究報告，以及

國內主要媒體報導女性大陸配偶的剪報資料。(2)透過深度訪談所得到的資

料。 

 

    訪談是以探索和收集經驗敘說素材的一種手段，可以發展成為對人類現

象有更豐富和深入理解的資源。此外，訪談也可以當作一種工具使用，用以

和受訪者一同發展有關經驗意義的對話關係（高淑清譯，2004）。 

 

    作為質化研究的深度訪談強調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建構意義的過

程。換言之，深度訪談並非訪問者單方的去挖掘受訪者既存於腦海中的想法

與態度，而是透過雙方互動的過程，共同去選取、經歷、感染，經由這個過

程重新建構出的意見與情緒。因此，深度訪談的所得，是由研究者與受訪者

雙方經由持續的互動所共同營造出來的（耿曙，2004）。藉由深度訪談，研

究者可以對受訪者的就業經歷加以描述並闡明問題，擴充對其經驗的理解，

因此深度訪談的蒐集方式符合本研究企圖了解女性大陸配偶非正式就業情況

與原因之目的。 

  

    本研究的訪談屬於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預擬一份訪談大

綱（見附錄），由於每一位受訪者的學經歷、工作型態都不同，因此訪談大綱

的主要作用為概略理解受訪者的基本背景，然後再根據訪談的具體情況對訪

談內容進行靈活的調整。如此，即可兼顧所欲探討的研究主題，又可保持訪

談中的彈性，提供受訪者暢所欲言的空間。 

 

二、資料整理與分析過程 

    質化研究的挑戰在於從大量資料中找出意義的關鍵，減少訊息的數量，

辨別出對研究主題重大意義的組合，並建立欲展現的實質內容架構（吳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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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奉儒譯，1995）。因此，如何在龐大繁雜的資料中，去蕪存菁，找出有意義

的資料實為對研究者最大的挑戰。 

 

本研究在訪談的過程中，經受訪者的允許後，全程進行錄音，研究者並

同時抄寫筆記。一方面是做為錄音機若發生失靈時，還能有文字資料供參考，

另一方面則是為了彌補錄音所無法捕捉的神情、動作。待訪談完成後，再將

訪談的錄音資料謄寫為逐字稿。然而，在口語資料轉換成文字資料時，不可

避免地會流失一些語氣訊息，以及受訪者當時的表情及肢體動作，因此研究

者便配合筆記共同參考。 

   

    待逐字稿完成後，先反覆閱讀訪談的內容，並從一段段的故事中摘要出

概略的主軸，逐漸發展成各個概念項目。接下來，再以開放式編碼的方式，

逐句逐段進行概念的編碼，找尋有意義的句子作記號。初步的編碼完成後，

便根據概念重新組合各個受訪者針對此概念相關的陳述，並賦以意義，將資

料作完整的歸納與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