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質性研究之敘說分析方法收集與分析資料。本章共分三節，說明
研究方法的選取與如何進行分析。第一節將介紹敘說分析方法，並說明何以採用

敘說分析的理由；第二節則說明研究選取對象的過程、來源及基本資料；第三節

將就資料分析的方法及研究限制進行說明。 

 
第一節  敘說分析法 

 
一、  敘說分析法介紹 

 
    「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亦稱「言辭分析」或「言說分析」，是為
近年來質性研究方法中快速發展的方法。「敘說分析」已不限於特定的學術領域，

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均被引用，此外，包括教育學、精神

醫學、護理學、社會工作等專門學科亦都大量採用。「敘說分析」可以說已成為

跨科際及專業的質性分析方法的要角了 (胡幼慧, 1996)。 
 
    所謂「敘說」，其實就是「說故事」。Connelly and Clandinnin (1990)給予敘事
一個簡單的定義：「蒐集並說出關於生命的故事，並寫下經驗。」敘說分析可以

就像個人談話 (personal tellings)，透過個人談話可以回溯並重新建構個人的生活
經驗 (Lempert, 1994)。它強調個人主觀性的詮釋，因為敘說是為個人生活的一種
方式，它將個人的歷史以一種有意義、具有脈絡、能被瞭解的方式呈現。因此，

在這樣的研究中，主觀性是被允許、被強調的 (Hatch & Wisniewski, 1995)。 
 
    敘說分析研究者將個人談話當作經驗的再次呈現，Riessman (1993)將這種
「經驗世界的再次呈現」分為五個層次，即從「關注此經驗」(attending)、經由
「訴說此經驗」(telling)、「轉錄此訴說之經驗」(transcribling)、「分析此訴說之經
驗」(analyzing)，至「閱讀此再表達之經驗」(reading)，說明如下 (引自胡幼慧, 
1996)： 
 
(一) 「關注此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 
    經驗的再現是回到意識層面的活動，包括了對原始經驗所產生之意念或影像

(image)之反射、回憶及重組。這些關照經驗的活動是對社會事實的一種建構，
本身即有其理論思考層次。 

 
(二) 「訴說此經驗」(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訴說」已經是一種個人言辭上的演出 (performance)。包括如何表達？如



何將事情原委、秩序組織化？訴說過程有何意義上的新發展和變化轉折？在怎樣

的對話情境中？訴說給怎樣的人聽？這些也都有其理論上意義的探索空間。 

 
(三) 「轉錄此訴說之經驗」(transcribing experience) 
    研究者不但參與在對話中，亦經由錄音、轉錄、選擇性節錄成研究資料。轉
錄過程中，何者必須以文字記錄下來，例如說話者的語調、停頓、強調或猶豫之

處，常會令研究者有所掙扎。由於無固定模式可循，研究者的考量便會在其認定

為關鍵的表達上去捕捉。所以此階段亦是研究者的「詮釋」實踐，有其理論意涵。 

 
(四) 「分析此訴說之經驗」(analyzing experience) 
    此部份的「分析」已是分析「明顯化」的關鍵步驟。如何收入、捨棄、切割、
節錄、凸顯、安放標題，並決定表現資料的風格，此時研究者的價值觀、政治意

圖、理論視角也都再度進入。 

 
(五) 「閱讀此再表達之經驗」(reading experience) 
事實上，完成分析尚需包括最後一步，即閱讀人的參與。往往讀者可能解讀

出不同的經驗，這種經驗又與時空背景有關，且常非研究者所能預見。思考讀者

(audience)及其解讀，是研究者進行敘說分析時所不能忽略的一環。 
 
    總而言之，「敘說分析」應對被研究者的語言表達必需敏銳，不應只視作是
社會真實的反應，或傳達媒介而已。它保留了人類行動的複雜性，將單一的行動

或事件，以時間的發展進程、個人動機、及事件與個人及社會的意義，將此種種

脈絡串連起來形成一個故事的整體，進而表現出生命的複雜性。 

 
 
二、  採用敘說分析法之理由 

 
    本研究採取敘說分析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  研究取向 
就研究所採用的生命週期觀點，它是為一個動態的分析架構。當個人在回溯

生命過程與自身經驗時，是以受訪者對自己的生命回顧 / 生命故事(Life Reviews 
/ Life Stories)的方式，進行描述生命過程中重要的片斷或事件。透過單一受訪者
的訪談，採敘說的方式，簡短回顧其生命過程是可能的。這樣的方式，將是研究

者分析他們生命歷程的最佳出發點 (Janet and Glen, 1998)。 
 
(二)  研究主題 
    本研究係在探討失能老人選擇接受「機構式照護」之歷程，而此歷程又受到



生命中重大事件所影響、老人進住機構本身的感受⋯等。凡此種種與生命過程有

關的經驗，都須透過當事者主觀論述，探索其內心世界。因此，使用敘說方式進

行，可使我們更深入瞭解受訪者的在過程中的感受與其主觀詮釋。 

 
 
 
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擇 

 
一、  對象選擇 

 
    研究樣本的選取，是以質化研究的「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來選取
樣本。即研究者依自己的研究目的或研究興趣去選擇特定的樣本，著重不同樣本

所提供資訊的深度和廣度。研究訪問對象的選擇條件包括下述三項： 1.  65歲
以上之老人。 2. 失能情況包括日常生活功能 (ADL)有任何一項失能，及輔助性
日常功能 (IADL)有任何一項失能之老人。 3. 為提升個案訪談之可能性，並且
確保內容之完整，失能老人的選取，將不包括 -  喪失意識、精神狀況有問題、
認知及語言功能損傷者。 

 
 
二、  樣本來源 

 
    研究者原先希望能前往先前擔任義工的護理之家進行訪問，但機構社工員以
機構收容對象皆為重度失能者，無法配合接受訪問，予以婉拒；同時，詢問嘉義

市長期照護體系計劃中心，能否給予設籍於該地區失能老人的可能名單，但基於

保密原則，計劃中心拒絕提供資訊。最後，研究所學弟知道研究者在尋求受訪者

的過程遇到困難，轉告其父親，由於他正任職於台南縣政府，特別引薦了兩所機

構讓研究者進行訪問。機構推薦數位老人進行訪談，但許多老人因認知語言功能

有所損傷，而無法列入研究之有效樣本。因此，母親又拜託任職於衛生所的朋友，

請她介紹私立養護中心，再次進行訪談。研究者在致電獲得老人的同意後，訪談

了十二位老人，其中一位中途退出訪談、一位身體不適、兩位認知功能有障礙。

因此，成功接受訪問者僅有八位。 

 
    此八位受訪者，訪談時間平均約六十分鐘，視受訪者意願及健康狀況而定。
雖然敘說研究無法透過一次訪談即獲得所有資訊，需要進行多次訪談以確保故事

的完整。然而，由於失能老人口語表達能力有限、健康狀況不佳，機構亦不希望

研究者提起老人不開心的過往，而造成情緒起伏；同時，礙於時間與經費的限制，

因此訪談次數至少為一次，最多為兩次。訪談前會先徵求受訪者同意後，採錄音

方式進行。訪談進行的過程，由受訪者目前所居住環境的生活談起，儘量以開放、



尊重的態度、及充裕的時間，讓受訪者敘說自己的感受與生命中的故事，並鼓勵

每位受訪者以自己的語言，述說過去的生命歷程。而研究者事先擬定訪談大綱，

也會在適當時機提出指引性的問題，以確定訪談內容與題目相符。 

 
 
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 

 
    此八位受訪者都居住在台南及嘉義縣、市的養護機構，擁有基本的語言表達
能力，亦願意接受研究者訪問。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表三所示，在八位訪談者中，

年齡由六十七歲到八十五歲都有，其中又以八十歲左右為最多；婚姻狀況，配偶

活著的僅有一位，目前亦同住於機構中，其餘皆為喪偶；入住時間，由一個月至

四年不等；健康狀況則依病歷摘要如下。 

 
 

表三 受訪者 (有效樣本) 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子女數 入住時間 健康狀況 

A 女 85 喪偶 2男 2女 約 4年 膽管開刀、糖尿病 
高血壓、帕金森氏症 

B 女 83 喪偶 1男* 1女 約 3年 膝退化性關節炎 

C 男 67 喪偶 1男 2女 約 1年 肺水腫、憂鬱症 

D 女 68 喪偶 2男 1女 約 1個月 輕度失智 

E 女 85 喪偶 5男 2女 約 2年 多樣癌症 

F 男 75 喪偶 1男 2女 約 2個月 輕度失智 

G 男 70 結婚 0男 4女 約 6個月 輕度失智、憂鬱症 
帕金森氏症 

H 女 83 喪偶 2男 5女** 約 6個月 糖尿病、高血壓 
輕度失智 

*  表已過逝   **  表向他人分養的子女 

 
 
 
第三節  資料的分析方法 

 
一、  資料的分析方法 

 
Lieblich等人將敘事研究發展出四種分析模式分述如下(引自吳宇娟, 2003)： 

(一) 「整體－內容」分析法 
    著重分析個體完整生命故事的內容，不分割生命為細部，而是將生命視為整



體；強調生命的內容，將生命故事的片段置於整個脈絡中，以理解其整體意義，

此分析取向很類似於「個案研究」。 

 
(二) 「整體－形式」分析法 
    著重故事情節的分析，或清楚分析出整個生命故事的結構，例如此敘事發展
是喜劇或是悲劇？敘事者是朝向現在的時刻或是退回過去的時光？研究者必須

找出故事的轉折點或高潮，以強調整個故事的發展。 

 
(三) 「類別－內容」分析法 
    此方法類似內容分析，研究主題的類別已被界定清楚，被摘要出來的文本被
分類到不同的類別，歸類的類別可能是狹隘的，如在全部的片段章節中，敘說者

不斷提及生命中發聲的某一政治事件，則此政治事件便會被取來分析。 

 
(四) 「類別－型式」分析法 
    焦點放在故事的形式上，指其特定風格或語言特徵，例如敘說者使用那一種
隱喻，採取主動或是被動語調等。 

 
本研究以「整體－內容」與「類別－內容」作為主要的分析法。首先，將每

位失能老人的生命故事以「整體－內容」的分析方法呈現，將其生命中的轉折、

重要事件連結成一完整的生命歷程。之後採用「類別－內容」分析法，依不同的

訪談對象，找出相關內容，進一步地進行分析。 

 
    每次進行訪談後，立即將訪談之錄音內容轉錄為逐字稿，並以【】註記訪談
過程中，受訪者的特殊反應及情緒，以呈現受訪者的真實感受。待逐字稿完成後，

反覆地進行閱讀，與同學共同討論對內容的看法，思考主要概念的標籤以此彰顯

研究目的。之後再採用「類別－內容」分析法，依每次的訪談內容，找出共同點

或相異處，並將內容加以分析，瞭解失能老人、居住、與生命歷程彼此間之關聯。

文中受訪者所談到的生命經驗，將完全以他/她們的話語表示，並以細明體字形
加以區分。 

 
 
一、 研究者的立場與角色 

 
    就質性研究而言，研究者本身即是為研究工具。當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即
帶著特定的研究立場與目的。同時，研究者自己的生命經驗、所受的學科訓練等，

都會影響研究的進行。這些先入之見，可能會造成研究者只看見自己想看見的，

但毫無準備的觀察者可能不知道要看什麼，或什麼都也看不見 (劉仲冬, 1996)。
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自己亦不斷思考本身扮演的角色及定位。 



 
    「老人」，在現今的工商業社會中，有著相當多的負面評價。胡幼慧(1995)
便清楚指出「人口老化」、「依賴人口比」、「老人需要子女的照顧」等語言，強烈

建構「老人」的印象。而研究者過去也在安養中心擔任義工、以及長期照護計劃

中亦訪問多位居住於社區中的失能老人，感覺入住機構的負面經驗是大於居住於

原來的家庭中。此種對老人的賦予標籤的刻板印象、以及入住機構的主觀感受，

是研究者必須格外謹慎之處，為避免影響訪談的過程及研究的發展與結果，研究

者會提醒自己不帶有預設立場、並盡量保持客觀中立的態度。 

 
    此外，研究所涉及的倫理考量，由於是以「人」為主體，回溯受訪者自身的

生命過程，其中含括職業、婚姻、家人、支持網絡… 等相當多要素。因此，研究
者最為關注的倫理議題是保密(隱私)及同理心。研究者在訪問前會先詢問受訪者
意願，並告知研究目的與受訪者所擁有的權利；亦向受訪者保證資料僅供研究使

用，同時為尊重受訪者隱私，文中皆採匿名方式進行。 

 
研究過程亦運用社工的同理心，不斷提醒自己在請受訪者回溯過去時，必須

小心謹慎，以避免因回溯過程，讓受訪者重新經歷創傷或過去的事件。雖然如此，

但回溯的過程仍是讓多位老人沉浸在過往的回憶，而造成情緒難以平復，在當時

的情況下，除了收集資料的工作外，我選擇了扮演暫時性的心理諮商工作，給予

他們心理層面的支持、或是提供他們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事情。此外，亦有

受訪者所述的內容與機構的工作人員轉述的不一致，無論事實為何，我選擇相信

並尊重受訪者所堅持的事實。 

 
 
 
三、  研究限制 

 
1. 研究資料的獲得是來自於老人的自述，自述過去的經驗屬於回溯性質，對於
時間較為久遠的事件，老人可能無法存有完整的記憶，提供的訊息即有可能

是選擇性或片斷的，而使資料產生偏誤。 

 
2. West, Bondy和 Hutchinson (1991)指出訪談老人時，由於 a.老人的身體狀況
如：語言表達能力、視覺、聽覺⋯等，會影響溝通的進行；b.認知因素：老
人偶爾會有認知及人時地混淆的情形發生；c.其他影響：就如巴金森氏症造
成面部表情僵硬及講話不清會使老人無法完全表達心中的情感，而表情及言

語又是研究者的資料來源；d.老人人格特質等因素。這些問題皆可能造成訪
談時的困擾，導致訪談資料不夠充足。 

 



3. 老人不習慣與陌生人談話，同時訪談內容可能與過去個人經驗和社會支持網
絡有關，言談間難免涉及個人隱私。研究者尚未與受訪老人建立關係，僅透

過一至二次的訪談，希望獲得所有資料，確實有困難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