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方法論 

（一）質性研究取向 

在過去數十年以來，社會科學中的量化研究傳統主要承載著實證主義的理論

典範，著重的是對假設的驗證、重複發生的規律、「真實的」研究結果，較不考

慮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意識對研究的影響。至於質的研究，Denzin & Lincoln（1994）

認為其主要基於三種另類典範（alternative paradigms），即實證主義、批判理論

和建構主義，在社會科學中成為另一股潮流，亦是對科學理性主義的一種反動，

強調研究過程中的參與、互動、自然情境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引

自陳向明，2002：19）。而質性研究的主要特點有：（1）強調情境脈絡的重要性；

（2）少量個案的研究價值；（3）研究者的誠實無欺，且關注研究倫理的議題；（4）

傾向歸納式的邏輯思考，從資料蒐集的過程發展出理論；（5）重視研究過程與時

序；（6）重視研究者對研究發現的意義詮釋（Neuman，1997；朱柔若譯，2002：

613-621）。由此可見，質性研究方法與量化研究存在著一些明顯的差異，但在質

性方法中，也有不同的理論典範作為導引，產生不同的分析及詮釋方式；在本研

究中，研究者以「後實證主義」的本體論及認識論做為研究及寫作時的典範導引，

盡量以中立、客觀的角度來進行分析，從受訪者談論的內容中尋找較近乎於真實

的「客觀真理」，盡量還原資料的原貌，同時也關注研究過程中的信、效度檢驗。 

 

（二）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理由 

    根據 Patton（1995）指出，質性研究的適用條件有以下幾點：(1)進入一個很

不熟悉的社會系統時；(2)在一個不具控制和正式權威的情境中；(3)處於低度觀

念概化和學說建構的背景之下；(4)適於描述複雜的社會現象，需要案主的主觀

理念，以及實際參與者客觀印象的表現時；(5)適用於定義一個新的概念和形成

新的假設（簡春安譯，1999）。由此可見，質性研究適用的研究主題通常是較未

知、不易接觸、低度理論建構的初探性研究，而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也主要和

「研究主題」及「研究對象」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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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主題 

    採用量化方法的老化態度與老年準備之實證研究，有明確的變項假設、標準

化的量表測量，但是本研究更希望能關注到受訪者個人對於「老化態度」與「老

年準備」的主觀經驗或感受，因此以質化方法進行較為理想。況且，目前對於中、

老年男同志族群及相關之老化議題的知識理解仍非常有限，這種較未知的研究領

域，適合以質性方法進行探索性的研究。 

 

（2）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中年以上的男同志族群，在一般的中、高齡人口中較為

少數，加上其同志身份不易曝光，使他們的「能見度」較低，不適合採用大規模

樣本的研究；由於身份曝光的問題以及研究主題本身的敏感性，因此研究者與被

研究者的信任關係也相當重要，在這些考量之下，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較為適當。 

 

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的界定 

本研究所欲瞭解的是男同志的老化經驗，由於「老化態度」與「老年準備」

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尤其考量到「老年準備」之意涵，研究者選擇訪問尚未進

入老年階段的「中年男同志」，而所謂的「中年男同志」（middle-aged gay）在年

齡範圍上較難有明確的界定，若以年齡認定的社會建構觀點來看，那麼「中年」

及其與「老年」的界線則並不容易界定，國外的中年男同志研究，樣本群的年齡

範圍大致介於 40-65歲之間，但許多的研究早已將 50歲以上者都歸類為「老年

同志」（older gay），因為他們並不認為同志研究中的「中年」與「老年」相同於

傳統異性戀研究的年齡劃分界線。參考國外研究的取樣方式以及國內中、老年男

同志所處的歷史脈絡、世代特性，研究者將訪問的「中年男同志」稍做一些範圍

的限定：年齡在 40-55歲之間，且自我認同為男同性戀或雙性戀的受訪對象；並

在某些背景特性上（例如教育程度、職業地位、收入、情感關係…等）考量到取

樣的異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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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的選取及訪談 

研究者思考各種直接的取樣來源，例如：非正式團體、網際網絡、同志三溫

暖、老人吧（中、老年男同志出入較多的同志酒吧）、台北新公園…等空間場域，

或者是台北市性病防治所、天主教露德之家等愛滋相關機構團體中的男同志愛滋

感染者，並實際從這些特定管道或田野現場中尋找樣本，但是幾乎都被拒訪（主

要是由於接觸到的中年男同志擔心同志身份曝光，或者研究者先前並未與他們熟

識，較難取得信任關係），最後經由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取得受訪

的意願較高。 

首先，研究者找到幾位重要的「關鍵報導人」（key-informant）（共有三位，

分別為年齡三十、四十三及五十二歲的男同志，均為在男同志圈「出道」多年，

於目前的中、老年男同志社群中有較廣闊的人際網絡，也實際參與近年來國內的

同志平權運動，對於中、老年男同志的社群文化有相當程度的瞭解），藉此獲得

和本研究主題、對象有關的重要資訊，並由其提供最初的可能樣本，再用「滾雪

球」的方式－－透過這些樣本推介其他可以訪問的對象，以此來增加擁有豐富資

訊的個案，雪球也因此越滾越大（簡春安譯，1999：142）。經由滾雪球抽樣之後，

一共訪問了十二位中年男同志，於民國 92 年 12月 10日至 93 年 4月 7日止，進

行一對一的深度訪談，每個受訪者訪問一次，每次的訪談時間約為一至兩小時；

在訪談之前，研究者皆透過電話與受訪者聯繫，正式取得受訪者的同意之後，在

電話中向其告知研究的主題及訪問的內容、方式，且約定訪談時間及地點，在地

點方面乃由受訪者選擇自己覺得適合的地方，在家中接受訪談的有樣本 B、C、

G、I、K、L等六位，在工作地點接受訪問的有樣本 A、D、E等三位，在咖啡

廳或速食店接受訪問的有樣本 F、H、J等三位。 

 

 

 

 

 

 

 

 45



（三）受訪者基本資料概述 

    在受訪者基本資料方面（參見表二），本研究訪問了 12位居住在大台北地區

或桃園縣市、年齡介於 40-53歲之間的中年男同志，在社經地位、「出櫃」（come 

out）情形、居住型態、伴侶關係等面向上，這些受訪者彼此之間具有某些差異

性。同時，研究者根據訪談的先後順序將 12位受訪者依次編號（由編號 A至編

號 L），且顧及保密性之原則，並不公開其真實姓名。 

值得一提的是，基於目前 40歲以上男同志的世代特性（強大的婚姻壓力、

傳宗接代責任），有些男同志進入了「異性婚姻」的生活，研究者考量到已婚、

單身或擁有同志伴侶的中年男同志之間可能存在的差異，亦訪問了三位「已婚男

同志」（樣本 H、J、K），希望藉此能增加資料的豐富性，且更貼近於中年男同志

的真實面貌。另外，國外研究發現感染愛滋的男同志與其他男同志具有一些不同

的生命經驗，因此也訪問了一位感染愛滋的中年男同志（樣本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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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編號 年齡 
性傾向 

認同 
職  業 目前月收入 教育程度

「出櫃」情形（

以家人、朋友區分）
居住型態 目前伴侶關係 備  註 

A    42 Gay 音樂製作 50-80萬 大學 
僅向少數朋友

come out 
與伴侶同住 同性伴侶  

B   47 Gay
旅遊業 

（導遊、領隊）
10萬元以上 研究所

已向多數朋友 
come out 

與伴侶同住 同性伴侶 
曾有異性婚姻 
關係，後來離婚 

C   52 Gay
算命師 
（兼職） 

M 大學 
已向多數朋友 

come out 
獨  居 單  身  

D  53
Gay∕ 

Bisexual 

服務業 
（同志酒吧）、

基金會董事 
8-10萬元 高中 

已向家人及 
朋友 come out 

與女兒同住 同性伴侶 
曾有兩次的異性 
婚姻(並有一個女

兒)，但後來離婚 

E   42 Gay
服務業 

（同志酒吧）
4-5萬元 五專 

已向多數朋友 
及部分兄弟 
姊妹 come out 

與父母同住 單  身  

F   52 Gay 目前待業中 無 五專 
已向家人及 
朋友 come out 

與伴侶同住 同性伴侶  

註：（1）M為遺漏之資料（受訪者不願告知或覺得無法回答者） 

   （2）「性傾向認同」乃以受訪者的自我認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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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受訪者基本資料表（續上頁） 

編號 年齡 
性傾向 

認同 
職  業 目前月收入 教育程度

「出櫃」情形（

以家人、朋友區分）
居住型態 目前伴侶關係 備  註 

G   43 Gay
醫生，兼職 
旅遊業 

15萬元以上 大學 
已向多數朋友 

come out 
獨  居 同性伴侶 

曾有異性婚姻 
關係，後來離婚 

H   43 Gay
服務業 
（補教業） 

15萬元以上 二專 
已向部分朋友及多

數家人 come out，
但異性配偶不知情

與妻子、 
子女同住 

同性伴侶、 
異性婚姻 

同時維繫 
異性婚姻與 
同志伴侶關係 

I   51 Gay
已退休 
（過去在電 
視台工作） 

M(領有 
退休金） 

大學 
僅向少數朋友

come out 
與父母同住 單  身 

曾有異性婚姻 
關係，後來離婚 

J   40 Bisexual
服務業 

（外務性質）
4-5萬元 高職 

已向家人及部分

朋友 come out 
與妻子、 
子女同住 

同性伴侶、 
異性婚姻 

與樣本 H相同， 
但其妻子為 
大陸籍配偶 

K   41 Gay
服務業 

（同志三溫暖）
3-4萬元 高中 

已向部分朋友及多

數家人 come out，
但異性配偶不知情

因工作地點而自

己居住於外地，

未與妻兒同住 
異性婚姻 

其妻子為 
越南籍配偶 

L    40 Gay 自由業 2-3萬元 三專 
已向家人及 
朋友 come out 

與伴侶同住 同性伴侶 
HIV感染者，其伴
侶為 HIV帶原者 

註：（1）M為遺漏之資料（受訪者不願告知或覺得無法回答者） 

   （2）「性傾向認同」乃以受訪者的自我認定為主



第三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資料收集的方法 

質性研究的資料收集方法可分為：觀察法、訪談法以及實物資料分析等三種

方式。其中，訪談法可以瞭解受訪者的所思所想及情緒反應、生活中曾經發生的

事情，及他們的行為所隱含的意義（陳向明，2002）。本研究希望能夠較深入瞭

解受訪者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受，因此選擇用深度訪談做為主要的資料收集方

式；另外，在受訪的情境中也配合研究者的觀察，以觀察記錄（field notes）描

繪訪問當時受訪者的語言、非語言的反應，增加更多的資訊。 

至於訪談法的方式，又分為非正式的會話訪談、一般性訪談導引法及標準化

開放式訪談等（吳芝儀、李奉儒，1995）。由於非正式的會話訪談較無結構，內

容顯得鬆散，容易偏離研究問題的主軸，而標準化開放式訪談不適用於少量樣本

的研究，且容易忽略受訪者回答資料之間的變異性；一般性訪談導引法較為折

衷，不至於有焦點模糊的訪問題目，也降低過於標準化測量形成的偏誤，因此選

擇一般性訪談導引的方式，制訂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參見附錄二）以做為研究

者訪談前的導引，採用開放式特定的問題形式，同時也沒有固定的問題順序，在

不偏離本研究主題的情況之下，盡可能依循受訪者表達的思考脈絡而繼續探問。 

（二）資料的分析 

透過研究者的訪談以及訪談時與受訪者的互動，錄音帶的錄製，整理出訪談

逐字稿，並在訪談中及訪談後所做的觀察記錄作為輔助資料。經由對訪談逐字稿

的仔細閱讀，大致將資料內容分為「老化態度」、「老年生活想像」及「老年準備」

等三大範疇以及其他暫時無法歸類的資料，再以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的方

式逐步分析，在較大的範疇之下再劃分出更多的性質與面向，並在不同的性質及

面向上進行比較或重新整合，最後導引出研究的結論。 

 

第四節   研究方法的信∕效度檢驗 

由於本研究選擇以深度訪談做為資料收集的方式，因此訪談過程中使用的技

巧好壞將影響資料的蒐集與分析，Carspecken（1996：165-166）提出了一些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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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技術，可提高訪談及研究本身的有效性（validity）與客觀性，研究者亦在訪

談或分析過程中加以運用： 

（1）在觀察及訪談資料中考量到一致性（consistency） 

針對不同的個案個別進行訪談逐字稿的初步編碼，在編碼的過程中較清

楚理解受訪者談話中的思考脈絡，並且檢視其自我陳述中是否有前後不一致

的情形，或者其談論的內容與研究者自身的觀察記錄之間是否有所落差，亦

即採用「證偽」的方式，檢視彼此之間存在的矛盾或疑點。 

（2）非導引性（nonleading）的訪談技術 

        在訪談當中避免對受訪者進行明顯的導引工作，以免影響受訪者回答問 

    題的彈性與正確性。進入正式的訪談時，研究者並非依照「訪談導引」中所 

列出的每個問題項目逐一詢問，而僅以某個議題（例如「您是否覺得自己已

經老了？」）作為起始，依循著受訪者的思考脈絡讓其自由的談論，而研究

者在不偏離「老化態度」或「老年準備」之研究主軸的原則下繼續做進一步

的追問。 

（3）使用同儕檢閱（peer debriefers） 

        在訪談進行中及結束之後，研究者邀請了其他同樣在撰寫質性研究或同

志議題研究的同學及有關人士，針對訪談的問題及內容、訪談逐字稿的整

理及資料分析的處理方式，加以共同討論，提供不同的意見，以便隨時做

修正，尤其是請教男同志的同儕檢閱者，以增進對同志次文化的脈絡理解。 

（4）自然脈絡（naturalistic context）下的術語 

        研究者本身試圖使用受訪者日常生活經驗中（男同志圈子）所瞭解、熟

悉的用語來詢問受訪者，也讓受訪者以同志次文化的語言標示來表達（例如

「出櫃」、「考古族男同志」等用語），當研究者無法理解受訪者的特殊用語

時，則請受訪者加以解釋在分析時也盡量使用受訪者較熟悉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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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中的倫理議題 

（一）倫理原則的考量 

當我們在進行社會科學研究時，常常只顧及研究的目的、工具、信∕效度或

研究結果等，而忘了考量被研究對象的自我利益。余漢儀（1998）指出，如何具

體的確保被研究者在過程中免於身心傷害，有自主性及自我抉擇的空間，構成了

研究倫理的核心議題。 

在目前的台灣社會，進行和「同志」有關的討論，仍屬於高度敏感性的議題；

本研究的訪問對象是中年男同志，過去對此族群的瞭解非常有限，更無法預估這

樣的研究進行及結果使用會造成什麼樣的危險或傷害，因此研究倫理的考量是相

當重要的。 

Padgett（1998）指出，在質化研究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所持續發展的親

密關係與動力，引會起一些量化研究較不會面臨的倫理議題（陳杏容譯，2000），

其中本研究所考量的倫理議題主要有對受訪者的事先告知、匿名與保密性、是否

能避免傷害，以及研究者所做的回饋；研究者針對這些倫理議題做了以下的處理： 

（1）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本研究在進行之前，先會對可能的受訪者進行聯繫，並且正式地告知與研究

有關的各項細節，若同意受訪，再約定訪談的時間及地點，在進行深度訪談當時，

會請受訪者先詳閱一份「受訪同意書」（參見附錄一），使其瞭解研究主題、目的、

訪談進行方式與最後的用途，以及受訪者提供之資訊對於本研究和整體學術領域

的貢獻等，在受訪者簽名表示同意之後，才開始進行正式的訪談。 

（2）匿名性與保密性（anonymity and confidentiality） 

此研究涉及的是較為敏感性的議題，因此對於受訪對象的匿名及保密原則就

更形重要。研究者乃告知受訪者，研究進行當中的任何談話內容及資訊不對外公

開；同時，在研究中對於研究對象均使用英文字母編號（樣本 A至 L）的方式作

為識別，而不使用真實的姓名，以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權。 

（3）傷害的避免 

由於同志本身的社會處境相當特殊，在整個大環境之下會受到不同層次的壓

迫感，因此訪談過程中，詢問問題的方式以及項目盡量避免使用具有試探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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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的字句，以免影響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關於受訪者本身較負面、不愉快的

經驗或感受，除非受訪者自己提及，否則並不強迫或刻意導引他們的回答。 

（4）研究者的回饋（feedback） 

    研究結束之後，視受訪者個人的需要，對其提供同志文化、性別人權、社會 

福利方面的相關資訊或社會資源，使他們能獲致更多的接觸管道，並告知受訪者 

其所提供的資料對於學術研究、同志社群及整體社會的貢獻。 

 

（二）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或研究對象帶有的態度、價值觀，多少會影響到研究本

身，例如研究對象所回答的內容、資料分析及詮釋的方向、其他閱讀者的觀感等；

針對此較為特殊、敏感性的主題，我不斷思考著自己是以何種角度來看待這個研

究及這群研究對象。首先，過去所接受的專業訓練及知識背景，是以較開放、尊

重的方式來瞭解同性戀者的文化及生活；其次，身為基督教徒，我所看到的是，

在主流教會中絕大多數神職人員、教牧輔導人員或一般信徒都反對同性戀的關係

或行為，也很支持同性戀醫治團體（如「台灣走出埃及輔導協會」3）從事「性

傾向改變」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許多「隱藏」在主流教會或投入於同志

教會（如台北市的「同光同志長老教會」4）的基督徒同性戀者表達出不同的聲

音，認為主流教會界對同性戀議題的立場或對同性戀者的輔導策略必須重新思考

與詮釋；另外，在 2002 年九月至 2003 年底擔任「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5的

接線義工，較深入走進同志社群與文化，除了相關課程的培訓外，在電話諮商的

實務經驗中，接觸到不少中、老年同志的求助個案，瞭解到中、高齡同志族群面

對的問題及特殊需求（如伴侶關係、婚姻壓力、社會支持、醫療照顧…等）。這

些過去背景或投身經驗，使我能以較開放、尊重的態度來看待性傾向議題，並以

對同志老年生活的高度關懷來展開此研究，希望藉由中年男同志的主體發聲，讓

更多人能理解並思考同志族群面對的老化議題。 

                                                 
3 為一專門從事同志性傾向改變的基督教輔導機構，其輔導方式也代表著目前主流教會的立場， 
詳細資料可參見其網站 http://www.rainbow-7.org.tw/。 

4 為台灣第一間成立的基督教同志教會，不屬於任何國內的基督教教派，其教會立場乃肯定及接

納同志性傾向者，詳細資料可參見其網站 http://www.geocities.com/tongkwang_church/。 
5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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