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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 

 

訪談的結果，8 對受訪夫妻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都未在婚姻

中改變，然而其未產生轉變的內涵並不相同，本章說明對受訪夫妻族群認同、國

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的分析。 

 

第一節 與原生家庭血緣相繫的族群身分與族群意識 

 

本研究的受訪者族群身分自我認定的基礎，是與生俱來的血緣，若父母為族

群內婚者，則承襲父母的族群來定義自己的族群身分，若是族群通婚者，則依照

父親的族群來定義自己的族群身分，並且隨著成長經驗累積族群記憶，增強族群

意識。父母不僅傳遞族群記憶給子女，同樣也影響子女對其他族群的印象，然而

族群不是受訪者交友或是擇偶的最重要條件，感情仍是最後依歸。台灣意識的興

盛，使得多數受訪者對於下一代的身分認定，更結合了對台灣這塊生長土地的認

同。這不僅代表了日後族群身分認定與國家、生長地域的結合，也顯示出在通婚

愈來愈普遍的情形下，省籍與族群的邊界正隨時間演進而模糊中。 

 

一、族群身分與意識的形成與鞏固 

在前面文獻檢閱部分曾提及關於族群形成的理論，主要分為基於共同特徵的

而形成的原生論與文化論，以及經由族群建構而形成的邊界論與工具論。研究中

的 16 位受訪者，皆是基於原生論中生來既定的血緣關係來定義自己的原來的族

群身分，因為血緣是他們出生即被賦予的，無法改變的，也是最理所當然的。而

且，16 位受訪者中，有 15 位其父母皆是族群內婚者，因此，他們對於自己的族

群身分承襲父母是無庸置疑的，不論是年長世代或年輕世代皆然。至於父母是族

群通婚者的先生 M2（其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本省人）他則選擇以傳統的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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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緣方式，認定自己的族群，認為自己是客家人。生來既定且自動承繼的血緣、

是受訪者們定義自己族群身分的來源。受訪者父母之省籍與受訪者自我認定的族

群身分之關係如下表 4-1。 

 

表4-1 受訪者父母之省籍與受訪者自我認定之族群身分 

受訪者代號 受訪者父母省籍 受訪者自我認定之族群身分 

M1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F1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M2 
父為本省客家人 

母為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從父 

F2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M3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F3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M4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F4 外省人 外省人 

M5 外省人 外省人 

F5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M6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F6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M7 外省人 外省人 

F7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M8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F8 外省人 外省人 

 

有趣的是，其中有兩位外省受訪者（妻子 F4、妻子 F8）同樣皆以「純種的

外省人」一語來形容自己的族群身分，強調出自己血緣的純正性：  

「對對對，我是正港的，真正的外省人，就是兩個父母都是，純種的，小孩

就不是啦，因為我是外省他爸是本省。」（F4：12/18-19） 

「我都跟人家開玩笑我是純種的外省人。」（F8：12/35） 

由於父母親都是外省人，所以自己是「純種的」、「真正的」外省人。然而其

他 13 位父母為族群內婚的受訪者，則沒有這種說法。或許這是因為兩位外省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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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F4 及 F8 特別意識到族群通婚的自己與族群內婚的父母之間的不同。從小生長

環境周遭的人際網絡以外省人居多，更加強化她的自我族群認定為外省人，加上

過去外省人被認為是優勢族群，都可能讓她們有這樣的強調。 

由於血緣是先天的，並非人們可以自己選擇或是後天取得的，因此這樣的原

生論認定方式被認為缺乏認同變遷的可能性。生活成長過程中，上一代傳遞給下

一代的族群歷史、文化、傳統等記憶，都會加深、鞏固人們對原生家庭族群的意

識。然而若是缺乏日常生活的經驗來累積族群記憶、強化族群意識，那麼自己是

哪一個族群的，對人們而言，可能就僅只是一個族群的身分罷了，無法有更深的

認同。太太 F1 就說，她只是因為父母是客家人使得她出生就帶有客家人這個身

分，但不認為自己有客家人的文化或習性，因此她甚至說，她本來就不認同客家

人（F1：8/6-7）。太太 F5 則是提到了結婚時為了禮俗而與父母的衝突： 

「像這次結婚過程當中，我跟我父母，尤其是我爸爸起了很大的衝突，因為

他認為女生就應該是嫁出去了，那我認為結婚只是一個儀式，並不代表我離

開這個家庭，所以很多地方我都爭取，像聘金什麼的，我都會跟他們說，你

們不應該這樣子認為說嫁一個女兒就應該跟男方要什麼什麼的……所以我

就跟我媽媽說妳不用潑什麼水什麼的，然後我媽媽還跟我說，那妳就丟個扇

子，好玩，那我就丟個扇子。」（F5：2/8-19） 

對於上一代所給予的文化傳統，並非所有人都無條件的接受，資訊多元、與

其他族群接觸而互相比較彼此的文化差異……等等，都會讓人們再次反省自己族

群的傳統、習俗等，並且選擇接受與否。 

王甫昌（1993a：87-88）曾提及，在台灣戰後族群形成的歷史及社會過程中，

族群之間，特別是本省與外省之間，累積了一些集體的衝突經驗與敵意，使得早

期有較多不利於族群通婚的因素，這可以做為受訪者父母幾乎皆為族群內婚者的

解釋。本研究中年長世代的本省受訪者（M4、M6）認為外省人是較為優勢的族

群，也與此歷史記憶以及他們生長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有關。 

「外省人比較強勢，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一等的民族，我們台灣是二等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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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我們台灣是托管的、被管的人。」（M4： 6/5-6） 

「外省人他執政五六十年啊，他地基打得很好，他是強勢，哪有弱勢，他們

自以為是一等國民，我的感覺啦 他們是一等國民，我們是二等國民，你們

的年代跟我不同啦。」（M6：2/10-12） 

隨著政治局勢的演變，本省與外省族群的優勢弱勢差異已不再，因此年輕世

代的受訪者則幾乎不再認為外省人是具有優勢的。相較之下，年長世代也較有族

群之間的分別心，年輕世代間的族群之別則不再如過去那般強烈。 

 

二、族群身分與擇偶之考量 

原生家庭除了傳承該族群的文化與記憶外，也會傳遞對於其他的族群的印象

或是偏見。較常被提及的族群印象就是：本省閩南人被認為較重視傳統習俗、較

為保守，本省客家人較為節儉、刻苦耐勞，外省人則是相對而言較不重習俗、較

具有優勢的。對於族群的刻板印象，可能會影響到受訪者，使得他們一開始對於

其他族群或多或少的偏見。有些受訪者曾提及，父母對於他們交往對象會存在些

許意見，不論是普通友人或是男女朋友，上一代的意見對受訪者的交友狀況或多

或少會產生影響，尤其是在擇偶的條件上，有些人會表示，由於對於某些族群的

印象不佳，所以選擇結婚對象會特別介意某些族群。年紀較長的受訪者，對族群

之間的刻板印象愈重。 

「以前其實小時候是比較有省籍觀念，說不要嫁給外省人，他們要回歸大陸

去……」（F3：3/19） 

「…以前像我姐姐（閩南人）嫁給我姐夫（外省人），我妹妹（閩南人）嫁

給妹夫（外省人），我家裡人都不參加的，因為我們那時候鄉下還是很保守，

都不參加，感覺有點距離，外省人比較強勢……」（M4： 6/1-4） 

「以前我比較排斥外省的，我以前小姐時，外省人很喜歡我耶，那時我媽媽

的觀念就說，外省人要剁剁給豬吃，娶外省回家就是表示那個家的人很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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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嫁外省、老芋仔，那個女生有殘障還是什麼都是嫁老芋仔，我交的都是年

輕人耶，但要去我家我都很怕，因為都想到這個，帶外省回家的鄰居會笑。」

（F6：5/12-16） 

也有幾位年輕受訪者提及對交往對象的限制： 

「…就是有刻板印象，像我就會不喜歡客家人，也不是不喜歡，就是覺得嫁

給客家人很苦，女生會很辛苦，或他們很吝嗇，就還是會有刻板印象這樣子。」

（F7：5/19-21） 

「大概只有原住民我不會考慮，其他我覺得還好，所以我們對原住民還是有

歧視的，多少還是有。最弱勢的當然是原住民。即使林志玲要嫁給我，可是

她是原住民的話，可能也不會考慮，不知道，他們那一群人生活習慣差太多

了。」（M8：21/15-18）。 

即使對某些族群有既定印象、偏見，但是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認真而論，

對方的族群身分並不是他們擇偶的最重要考量，此由他們幾乎都是族群通婚者就

可以看出。對於他們而言，像早年上一代那樣因為族群衝突的不愉快經驗而限制

人際交往，是不太實際的行為，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還是最為重要的。 

「像我們會娶一個外省女孩子，在省籍意識來講就不是那麼那麼的強烈，如

果是打從心裡上討厭，應該就不會喜歡那個人。」（M8：21/15-16）。 

台灣早期以族群內婚較普遍，族群之間存有的刻板印象相當重，不僅對普通

人際關係有顧忌，結婚對象也會考量到族群的差異。上一代的影響，使得下一代

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是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的嚴重，本研究年長世代的

受訪者所表現出來的是，交友時不會像過去那樣格外忌諱族群的不同，但是還是

會對友人的省籍有一定的了解，雖然還殘存著老一輩對族群的印象，但是也不再

以族群內婚為條件，通婚對他們而言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輕世代的受訪者，在交

友時已不再注意友人的族群或省籍，結婚前對交往對象的省籍仍是會做一定程度

的了解，但心態已更為開放包容。可以確定的是，年輕世代的民眾，從上一代長

輩承襲下來的省籍區分觀念可能已經是相當模糊，甚至沒有這樣的觀念，而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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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逐漸融合的社會，此種記憶會更加淡化，也選擇不將過去的傳統偏見傳承下去。 

「其實會用外省本省去分的，在我爸媽那一代，在上一代就停了，我們現在

哪會去問同學說你是外省人或本省人？」（F5：12/34-35） 

 

三、婚姻中的族群身分與意識 

王雯君（2005a、2005b）對閩客通婚的研究發現，女性通婚後可能會在面對

不同情境下將配偶的族群也納入自己族群身分與意識建構的元素，產生多重的族

群身分認定，使得族群邊界產生流動。因此，本研究原先預期，結婚是一個能讓

族群身分產生變動的情境，尤其對於女性而言，較有變動的可能性，可能在婚姻

的情境中逐漸將自身的族群身分融合配偶的族群，成為雙重族群身分，進而產生

雙重的族群認同。然而，訪談本研究的受訪者所顯示的是，所有的受訪女性在婚

姻的過程中，都沒有因此產生族群身分的變動，婚姻沒有使她們將先生的族群身

分融入轉變為雙重的族群身分，更遑論是捨棄原有的族群身分、完全轉變為以先

生族群做為自身的身分了。 

 

（一）雙方文化層面之差異—適應與包容 

在族群的層面上，對於族群通婚者而言，進入婚姻後，首先面臨的是雙方族

群文化、傳統、習俗等差異的認識、衝擊、適應或包容。例如：太太 F3（本省

閩南人）嫁給客家人後開始注意客家文化與活動： 

「我也跟他一樣吃客家菜啊，很好啊，對於客家的文化還會注意一些咧，像

前幾天不是有什麼古蹟被列為什麼，那個也有注意啊。比如說客家有什麼殺

豬公，我們也特地跑去看啊，沒怎樣啊，他哪裡有展覽，什麼客家美食活動，

也是跑去看啊。〔問：就跟先生結婚後比較會注意這些？〕對呀。」（F3：

3/30-34，4/1-6） 

太太 F8（外省人）嫁給本省閩南人與夫家相處後，感受到外省與閩南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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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態度的不同；太太 F5（閩南人）嫁給外省先生後，則是以有趣的心態看待

雙方的文化差異： 

「省籍倒有考慮過，可是那時候沒有想說會有什麼樣的差異，可是好像實際

上的差異是比我想像來得大一點。習俗上啊比較那個（差異大），而且我覺

得台灣的家庭好像比較…比如說，在我娘家的話，如果我嫂子回到我們家的

話，我媽一定會叫我做事，倒茶水、切水果、煮菜啊，因為感覺上我覺得我

們對兒子和女兒的看法比較平等，可是本省家庭好像女兒就是嫁出去就是外

人，媳婦才是家裡頭的，所以有一次我回到他家，他妹妹也是回娘家，他媽

媽就叫我去做事啊，洗水果，我就覺得很怪，因為在我們家是不可能發生這

種事情，像這種小事情啦，如果每天都會發生的話，我肯定會發脾氣，可是

偶爾一次是還 ok 啦，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對呀我覺得好怪，因為再怎樣

也是她跟妳比較熟，她是妳女兒耶，怎麼叫我去做，真奇怪，又不熟，哈哈

~講啥我也聽不懂（指婆婆講台語）。」（F8：11/29-34）。 

「其實我覺得嫁進他們家，一件蠻好玩的東西就是飲食方面的不同，有些東

西我真的沒吃過，因為有些可能是中國大陸的菜或什麼的，可是他們家卻

吃，例如年夜飯，他們家可能就固定要吃什麼，那我們家沒有，有時候聽他

講會覺得很有趣，但這東西我不見得敢吃，但我會覺得很有趣，我是用有趣

的態度去看這種不同的文化，而不是認為說你們都吃這個你們實在太落伍

了。」（F5：12/42-45，13/1-2） 

對族群通婚的女性而言，結婚後族群間的差異帶給他們的感受是較為深刻

的，換句話說，女性格外的會注意到原生家庭與夫家的差異，相對地，男性是將

妻子「娶進」門，他仍然在同樣的家庭中。此外，結婚不只是兩人的事，也是兩

個家庭的結合，但是，女方家庭關心女兒是否適應夫家的生活，男方家庭則注意

媳婦嫁進來後是否配合，終究仍然是以男性的家庭為主，因此對男性而言，比較

沒有必頇適應的問題，對於雙方家庭差異的感受也比較不如女性那樣的深。 

此外，族群間對於性別平權態度的差異，也會給族群通婚的女性不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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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與本省閩南通婚的女性受訪者提及外省與閩南家庭的性別態度，外省家庭似

乎較為平等，較不受傳統拘束，閩南家庭則較為重男輕女，較為重視傳統。或許

這不一定是因為閩南人的確比外省人來得傳統、性別角色僵固，而是因為外省人

在戰亂遷台的過程中，許多過去的風俗、習慣、社會網絡關係，都隨之遺失了，

連帶的也失去了過去傳統的性別角色關係，因此使得重新建立的性別關係不似閩

南家庭那樣的僵化。 

 

（二）與原生家庭緊密聯繫的族群認同 

傳統父系社會是以男方家庭為主，女性才是必頇去配合、適應的一方。然而，

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並未在婚後認為自己是夫家族群中的一份子，不論是年長世

代或是年輕世代的女性。女性受訪者其婚後的族群身分與意識與婚前的相同，沒

有因為婚姻的情境而改變過其原生的族群身分，對她們而言自我的族群認定是不

會因為結婚而有所改變的。雖然女性在婚後會開始關心男方族群的文化、傳統、

習俗，但似乎也僅止於文化層面的交流與理解；她們雖然體會到雙方族群間的差

異，但是這樣的差異對她們而言不再是一種壓力，不再有一種必頇完全去配合的

迫切性，她們即使會試圖適應、會想融入夫家，但這已不再是一種絕對、一種必

頇。 

「我不會認為說我嫁進去他們家，然後我就會變成外省人的一分子，我不認

為說我嫁進一個跟我們家完全不一樣的家庭，我就會有所改變。」（F5：

12/40-42） 

「不會，就是本省人。不會因為結婚而改變，以後也不會改變。」（F7：7/31） 

「不會把他想成是一分子啦，不過就是會關注啦……（F3：4/8）」 

看來，女性不再認為自己有必要因為婚姻而轉變自己原來的族群身分，或是

一定要成為夫家的一份子，而是仍然保有自己的自主性，保有自己原始的族群身

分認定，認同原來的族群。傳統父權觀念的減弱，讓女性更有自主權觀念，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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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完全依附順從，而是自己能選擇要不要適應，更自由的

表達自己的族群身分與意識。 

受訪女性缺乏族群身分變遷性的原因，除了上述女性自主性的提升之外，未

與公婆同住，以及先生的態度，也是因素之一。 

1. 未與公婆同住，雙方族群互動減少： 

傳統家庭中，婆婆扮演族群記憶傳承的重要角色，讓嫁進來的媳婦學習新的

生活方式、習慣、禮俗……等等，媳婦也逐漸在日積月累下，潛移默化，逐漸成

為夫家家庭中的一份子。等到媳婦成為婆婆後，再繼續傳承下去，與公婆同住，

在頻繁的互動下，較容易受到影響。此外，「語言」是溝通的橋樑，是族群間交

流或隔閡的關鍵因素之一，公婆是相當重要的族群語言傳遞者，他們較習慣使用

該族群的語言交談，與公婆住在一起的媳婦無形中可以學習到夫家族群的語言。

而本研究的 8 對受訪者，只有 M3&F3 是與男方母親同住，其他的 7 對都未與任

何一方的父母同住，雖然平時會與雙方家長或親戚聚會，但比起共住在同屋簷下

一起生活，影響力是更為降低的。沒有與男方父母同住，減少文化的交流、學習

與傳承，又多了語言的隔閡，也因此讓女性在婚後成為「媳婦」的傳承角色淡化

了。 

「因為嫁後就搬出來做生意，所以不曾說客家話，我兒子才沒有學到客家

話，但我先生的哥哥都是客家人，他的小孩也都講國語，沒有講客家話啊。

我先生有送我去客委會學客家話，學一點點啊。我台灣的心態啦，我就不會

說客家話怎麼客家人。」（F6：6/3-6） 

「因為我沒有真正很融入他們家，因為結婚後我們就搬出來，沒有跟他們一

起住，反而跟我娘家住得比較近，跟他爸媽互動不是那麼多，一方面他爸媽

講台語我也聽不懂，而且講的事情也不是我有興趣的，所以跟他們的互動比

較少一些。」（F8：8/13-16） 

「我們在家裡（男方家）講話的時候都用台語講，那我老婆常常就會傻傻的，

因為她沒辦法 catch，只是我從來不認為她會認為她會變成本省人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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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為我覺得對她來講，那種離她太遙遠，就那種語言、那種生活方式、

那種家庭環境，他們是差蠻多的，……因為她整個家族都是外省人，無論嫁

的娶的都是外省人，我是第一個本省人，所以我不認為她會變成一個本省的

媳婦，我真的不認為，現在愈來愈不可能，因為我爸爸也走了，那種互動就

更少了。」（M8：11/22-37）。 

 

2. 先生的態度： 

結婚後先生的態度也是族群身分與意識能否產生流動性的原因。若先生態度

較為強勢，有強烈的意識想要改變妻子或要求妻子，就會把太太視為夫家族群中

的一份子，並積極的採取一些方式，例如與男方父母同住、要求太太配合男方族

群習慣等，試圖改變妻子。 

「會啊。結婚以後就要感覺啊，要把她（妻子）同化啊，都嫁過來（指嫁客

家人）了還台灣？是不是。就跟我生活吃口水也吃到同化了，是不是。」（M6：

2/19-20） 

先生 M6（客家人）曾送妻子去學習客語，然而學習成效不彰，使得妻子 F6

不覺得自己成為客家人，但對先生 M6 而言，太太既然已跟他結婚，就是客家人

的一份子。同屬客家人的先生 M3，則認為自身的客家族群相對於閩南人而言，

屬於較為弱勢的族群，加上先生認為族群間彼此相處很融洽，因此沒有強烈的意

識要改變妻子，或是態度強勢的要求妻子，也沒有視妻子為客家人一份子的想法。 

「不會耶，不會說把她的中心思想改變，全部都要依客家傳統習俗，應該是

個人有個人的想法啦，不會想說去改變別人。有的人會有這種觀念，我大哥

就有，我是比較不會，我們兩個都是比較隨和的，不會很 care這些事情。

我大哥他的觀念就很重。對，所以他們從小就教小孩客家話。」（M3：8/11） 

先生 M7 同樣沒想過要影響太太的族群身分或族群意識： 

「這問題我沒想過，因為我也不覺得她一定要變成外省人，我覺得他本省人

就本省人啊，其實我不會去想要把他歸類成外省人，因為我覺得外省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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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特別的不同，因為也是台灣人，也是台灣的一個族群，所以我覺得他應

該被包含在台灣的族群文化裡面，啊她本來就是本省，就像美國是黑人就是

黑人啊，我覺得那沒有必要說變成是外省人。」（M7：6/15-19） 

台灣社會族群愈來愈多元，除了一般的四大族群外，也有愈來愈多的新住

民，彼此接觸增多後，有助於消減從前的族群偏見，給予各個族群更多尊重，也

讓夫妻間在族群身分的認定上，不再像過去那樣傾向以夫家為主，先生的開放態

度，讓太太更有自我表達族群身分與意識的空間。 

 

四、族群通婚者對下一代的身分認定 

受訪者中有 15 位其父母是族群內婚者，因此他們對自己的族群身分認定是

單一的族群，而父母是族群通婚者的 1 位男性受訪者，則是以父系血緣來認定自

己的族群身分。本研究的 8 對夫妻，只有 1 對（M2&F2）是族群內婚，其他 7

對都是族群通婚者，那麼，受訪者又是如何看待孩子的族群身分呢？藉由此問

題，可以探知他們對於下一代的族群身分的界定，用受訪者看待小孩族群身分的

眼光，來探求他們對族群的看法，是否更有流動的空間19。研究結果是：雖然受

訪者對於自己的族群認定仍然是用傳統的族群劃分觀點來看待，但對於下一代，

採用的觀點是更為多元、更寬廣的。主要有兩種模式：第一種，有的受訪者以父

系血緣來認定小孩的族群身分；第二種，多數受訪者不再以省籍來區分小孩的族

群，而是用更廣闊的「台灣人」概念來看待下一代的族群身分。然而，卻沒有任

何受訪者單獨從母認定小孩的族群身分，這顯示出在族群上，女性所擁有的影響

力相當微弱。 

 

 

                                                 
19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 8 對受訪夫妻，因此此處著重於受訪者對於下一代族群身分的看法，而

非受訪者的子女對於自身族群認定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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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父認定下一代的族群身分 

由於 M2&F2 是族群內婚的夫妻，兩人皆為客家人，因此對於小孩的族群身

分認定為客家人是理所當然的。F1&M1（男閩女客）與 F6&M6（男客女閩）兩

對夫妻，以及太太 F7，則是依男方的族群來認定小孩的族群身分： 

「閩南人。因為他姓先生的姓嘛，所以算他們家的人，若他要講他自己是閩

南人我覺得 OK 啊。跟著爸爸。」（F1：5/16-17） 

「客家人。就跟著先生的。因為祖先是客家人啊，那要跟著爸爸就是客家人。

應該是說客家人。出去講都說客家人。對外講都是，只是客語比較不會說。」

（F6：9/19-20） 

「外省人吧。……我在想我的家人應該覺得他是外省人這樣，我覺得我還是

蠻傳統，應該算跟著男生，如果硬要選的話這樣子。」（F7：8/27-29」 

選擇從父認定小孩的族群身分，是父系社會的習慣，顯現出這些受訪者在觀

念上有較傳統的成分在。下一代的族群身分認定，也與姓氏有關聯，小孩的姓氏

從父或從母，背後代表的意義是：小孩是哪家的人，延伸出的是香火的延續，以

及小孩屬於哪個族群。總之，即使受訪者認為自己的族群身分表達應該不受夫家

所影響、應該獨立於夫家，但是對於下一代的族群身分認定，還是必頇從父，也

就是說，傳統父權觀念已在某些受訪者中不自覺的內化，使得在族群身分認定上

仍然以男性為主。 

 

（二）族群融合的下一代 

除了上述以男方族群來認定小孩的族群身分外，其他的受訪者認為，族群通

婚使得他們對其小孩的族群認定比自己來得複雜得多，因此，他們考慮雙方的族

群後，以更擴大的方式來認定下一代的族群身分： 

1. 結合夫妻族群的雙重身分認定： 

妻子 F4（外省人）曾稱呼自己是真正的、純種的外省人，以表示其父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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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省人，她採取父母雙方族群來認定自己的族群身分，而這樣的觀念也同樣延

續在她認定自己下一代的族群身分上，因此，她說： 

「我小孩就是蕃薯芋仔。」（F4：27/43） 

稱呼她自己（外省人）與丈夫（閩南人）生的小孩為「蕃薯芋仔」，既是本

省人也是外省人，考慮到父母雙方的族群。而客閩通婚的先生 M3（客家人），

同樣也是以自己與妻子的族群結合，來認定自己小孩的族群身分。 

雖然妻子 F4 與先生 M3 以結合夫妻雙方族群的方式，認定小孩具有雙重的

族群身分，但是，他們更為強調的，是族群融合的環境，以模糊族群間的區分性，

消弭族群間可能帶來的衝突。 

「族群我覺得大家不必分得那麼清楚，大家都是中國人或者也都是台灣人

啊，你現在生活在這塊土地你就是台灣人啊，我是覺得族群沒有什麼好分

啦，而且你看都是下一代啊，你外省人跟本省人的小孩，還要分什麼族群

嗎？」（F4：30/17-19） 

「現在很多人就比較融合在一起，不會很特別注意分門別類，你是很道地的

什麼人，因為大家都融合在一起啦，已經漸漸的有這種想法，不會像以前分

得比較清楚。」（M3：13/13-15） 

2. 新台灣人與台灣人 

不再以傳統族群的方式認定下一代的族群身分，而是與地域、與國家結合的

方式認定之，是本研究受訪的多數族群通婚者們所採取的方式。「新台灣人」這

個概念特別是用在本省閩南人與外省人通婚的情形，對他們而言，其小孩在台灣

出生，就是台灣人，然而因為父母為本省閩南人與外省人通婚，因此加個「新」

字，表明其父母的通婚情形。 

「以我的看法呢，（我的小孩）他們才是新台灣人……，因為我為什麼叫他

新台灣人，因為母親是外省籍，父親是本省籍，所以我才這樣稱呼他。……

他也是認同的關係，就跟你們這一輩一樣，是認同的關係，都是認同嘛，其

他沒有什麼，我就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一個主權，這樣認同的話就不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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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不管大小我都要保護，因為有國才有家嘛。以前不是啊。……以後我小

孩的後代當然是台灣人。」（M4：12/18-21，19/7-8） 

「我會教導我的小孩你是個新台灣人，不會告訴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而是

新台灣人。」（M5：10/8-9） 

但「新台灣人」的重點其實是在於「台灣人」，在追求族群更融合環境之訴

求下，不再區分本省或外省，而是與生長地域結合，認定下一代就是「台灣人」，

其中代表著台灣意識已是主流價值，也代表著外省族群意識的式微，外省人族群

的邊界在台灣已逐漸縮小中，更可能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消失。 

「應該不會特別去想到他（小孩）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也是本省人也是外

省人？這樣說應該 OK吧，但我覺得比較精確來說的話就是台灣人啊，對啊，

不用特別去區分說到底是哪一人這樣。」（M7：6/21-23） 

「我覺得到小孩那時候大概就都是台灣人了，不會再刻意劃分這些，對，因

為沒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我的小孩就是在一個已經融合狀況環境下長大

的，再也就沒有什麼本省人外省人的問題。」（F8：12/35-39） 

「我希望他（小孩）是台灣人。（不再有省籍的那種…）就是我會儘量去影

響他是一個比較有那種意識的，台灣意識的，對對對。」（M8：21/20-22） 

「他（小孩）就是中華民國人，他沒有所謂族群，沒有省籍的問題。」（F5：

18/17） 

除此之外，不用傳統省籍或族群的劃分來定義，而是以台灣人來認定小孩的

族群身分，也是一種與國家概念結合的表現。對於受訪者而言，下一代是台灣人，

表示認同台灣這塊土地、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這不但符合族群融合的觀念，也

更具正當性。其中較特別的是太太 F5，因為所受教育的影響，使得她格外堅持

國家的名稱必頇為「中華民國」，而小孩就是中華民國人，但其最終同樣是將族

群、省籍的區分摒除，用結合國家概念的方式認定下一代的身分。 

台灣人、新台灣人，或中華民國人，無論他們採用的稱謂是什麼，都不再以

省籍或四大族群作為標準來界定，因為他們認為，未來不會再有族群的區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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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融合的環境，此種較為擴充的認定法，含有族群融合的意涵，也結合了地

域與國家的概念。這樣的認定方式，不僅可以免除界定下一代族群身分的複雜

性，同時也可以說是考量到男女雙方的族群，更能與生活地域、與國家做結合，

讓下一代對所生長的土地有更強的認同，也向日後族群更為融合、族群邊界消弭

的未來社會環境更為邁進。 

在族群認同上，傳統的血緣原生論仍然是受訪者所抱持的觀點，但有一個更

重要的現象是，在未來以省籍或是一般所用的四大族群來區分各個族群的作法，

似乎已經被民眾認為是過時、狹隘、不合時宜的，這樣的族群觀點不再適合，他

們心中認為的理想族群，是更廣大的，界線更模糊、甚至是某些界線應該消弭的。

這樣的觀念延伸，令受訪者認為他們的下一代，不再有省籍、族群的觀念。而外

省受訪者更會抱持希望族群融合，不要再對立的願望，認為社會不必要也不應該

有族群分裂、族群的分野。「台灣人」是更適合的一個立足觀點，大家生活在台

灣，就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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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受訪者之族群身分及其對下一代族群身分的認定 

受訪者代號 受訪者之族群身分認定 
受訪者對下一代族群身分

的認定 
認定方式 

M1 本省閩南人 本省閩南人 從父認定 

F1 本省客家人 本省閩南人 從父認定 

M2 本省客家人從父 本省客家人 
（族群內婚者） 

F2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M3 本省客家人 
也是本省客家人也是本省

閩南人 

結合夫妻族群的雙重身分

認定 

F3 本省閩南人 台灣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M4 本省閩南人 新台灣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F4 外省人 
也是本省閩南人也是外省

人 

結合夫妻族群的雙重身分

認定 

M5 外省人 新台灣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F5 本省閩南人 中華民國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M6 本省客家人 本省客家人 從父認定 

F6 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從父認定 

M7 外省人 台灣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F7 本省閩南人 外省人 從父認定 

M8 本省閩南人 台灣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F8 外省人 台灣人 結合地域、國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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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族群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認同 

 

本研究請受訪者自我認定為台灣人、中國人或都是，來探求受訪者的台灣人

/中國人族群認同。由受訪者對自己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定理由，可以看

出其對台灣與中國的「情感」層面。上一節討論中，受訪者在表達自我族群身分

時較為單純，以原生家庭血緣為基礎，然而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除了血緣

因素外，尚受到外在政治社會環境影響。 

 

一、族群認同的形成 

受訪者族群認同的形成，除了受家庭影響外，更多了教育與外在環境的因

素。每位受訪者都歷經了國民黨時期的教育，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等都有大略的認

識，然而，台灣近年來的民主化過程，本土意識興起，以及政黨輪替的經歷，許

多關於台灣與中國的區別等討論，帶給民眾更多元化的論述，因此，對於受訪者

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都可能在此情境下有更多的衝擊與再反省。表 4-3 為受訪

者的省籍與族群認同。 

在訪談中請受訪者自我認定自己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看出了他們對於台灣與

中國的情感成份。本研究的受訪者，以自我認定「我是台灣人」為最多，「我是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居次，只有 1 位認為「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卻沒有人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對於台灣的情感來自於血緣以及對成長土地的認同與歸屬

感，對於中國的情感則來自於歷史、文化與血緣上的連結。 

認定自己「就是台灣人」的受訪者有 10 位，其最主要的理由就在於：與成

長環境情感長期附著而自然產生的歸屬感。對他們而言，台灣是他們生長的地

方，理所當然的對台灣有感情，就應該認同這片土地。因此，「生在台灣，就是

台灣人」是他們異口同聲的表達。 

「對，我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沒有為什麼，我本來就是台灣人啊。我從

來沒去過大陸耶，而且我也不屑去。生在台灣就是台灣人，沒錯。」（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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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表4-3 受訪者的省籍與族群認同 

受訪者代號 省籍 婚前族群認同 婚後族群認同 

M1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F1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M2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F2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M3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F3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M4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F4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M5 外省人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F5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M6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F6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M7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F7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M8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F8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至於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受訪者則有 5 位。生長於台灣讓他

們以台灣人為優先表述，然而與中國歷史、文化、血緣的連結，也使他們對中國

產生認同的情感。 

「我是台灣人裡面的中國人，就是會比較偏向台灣人。如果以現在台灣跟中

國大陸這樣比，你當然會覺得我自己還是台灣人，可是牽扯到那種五千年文

化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其實好像切不太掉的。你會覺得你跟那就是有很深的

聯結性……但是你對現在中國大陸的一切作為，還有他們人民的一些特質，

你可能會不是那麼認同，還是有些差別。」（F2：6/6-17） 

「如果以純政治以護照來講那當然很清楚，我們就是中華民國護照，括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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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但是如果說是…像到國外遇到中國大陸的人，我們會講說你哪裡人，那

時候我們就會區隔，喔他們是大陸人，我們還刻意講說他們是大陸人，但是

若從文化上來講的話，因為我們學的都是中文，受的是這種中文的教育，所

以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就語言來講的話讓我們覺得說其實

沒有那麼遠，不會像老外一樣你要很費力的跟他講英文才能溝通，膚色也

都…然後文化也…就是很多交流、共享的地方。」（M2：16/1-11） 

「我爺爺還在大陸啊，然後我在大陸有很多親戚，我覺得這些人對我們也很

友善啊，所以一直以來都是這麼認為。可是我覺得我是台灣人比較多一點，

多蠻多的，可是如果人家說我是中國人的話，我就會說對呀，可是我從台灣

來的。我不會覺得很堅持……由於歷史的背景，我也不否認我是中國人，而

且我家族的背景，我的親戚、我的爺爺，直系血親都還在那邊，所以我覺得

說，你也不需要去否認你自己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事實上就血脈就歷史來

看，我覺得對我來講是無庸置疑的，可是就我現在的這個政治環境，我覺得

我是台灣人多一些。」（F8：6/28-32，7/1-3） 

只有 1 位受訪者 M5 認為「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此則與其省籍背景（外

省籍）與教育長期薰陶有關。過去長期的大中國教育影響民眾早期的政治意識，

也使民眾對中國有情感上的連結。然而隨著政治演進，台灣意識的興起雖然是晚

近之事，但已有頗大的成效，不僅使台灣政壇歷經政黨輪替，也讓中國意識逐漸

衰退。以 M5 而言，他開始能接受「台灣人」這個身分。 

「我先是一個外省人，先是一個中國人，我也可以是台灣人。就不太能反過

來，這是有差別。〔問：跟你對國家的看法一樣，也是受以前教育影響？〕

對，有可能。我對台灣人愈來愈能接受，以前就覺得我是一個中國人也是中

華民國人，可是不是台灣人，但隨著本土化政策，從民進黨上台，李登輝下

台之前吧，就某部分我其實可以認同說自己生在台灣，所以是個台灣人 OK，

可是不是本省人。」（M5：5/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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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是受訪者的省籍與其族群認同的再整理。由表 4-4 看來，省籍為本省

與自我表述為「台灣人」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多數的本省籍受訪者稱呼自己是台

灣人，或是「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此一把台灣人優先表述的稱呼。且沒有任

何一個本省籍的受訪者是自我表述為「中國人」或「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此

種以中國人為優先表述的方式來稱呼自己。很明顯的在本省籍受訪者心中，「台

灣人」是他們自我認定的主體。生長在台灣，因此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而四位外省籍受訪者，有兩位稱呼自己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與

「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則各有一位，然而，卻沒有任何一位外省籍受訪者稱

呼自己是中國人。這可看出，即使是外省籍的民眾，對台灣的情感隨著生命經歷

而愈來愈深，因此也不再將自己標定為純粹的中國人。 

 

表4-4 省籍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 

族群認同 

受訪者 

省籍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本省 

F1、M3、F3、

M4、F5、M6、

F6、M8 

M1、M2、F2、

F7 

  

外省 F4、M7 F8  M5 

 

三、婚姻中的族群認同 

所有受訪者的族群認同，除了 M5 曾有改變外（M5 由「我是中國人」漸轉

變為「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其餘的受訪者之族群認同沒有變動過，至於先

生 M5 族群認同的改變，並非來自於結婚後妻子帶來的影響，而是在結婚前，因

為本土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使其慢慢接受自己族群認同中也可以有台灣人的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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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對於受訪者的族群認同沒有產生任何變動，受訪夫妻對於彼此認定自己

是「台灣人、中國人或都是」皆給予尊重，因為族群認同是個人考量血緣、歷史、

文化等層面後情感的歸屬，對此他們能相互理解且包容。同時，所有的受訪者其

族群認同中都有「台灣人」的成分，此即是最大公約數。本研究的受訪者族群認

同且幾乎都是以「台灣人」為優先，對他們而言，彼此的族群認同中都有此一最

重要的共同成分即可。 

隨著台灣本土意識興盛後，「中國人」認同受到更多挑戰，「台灣人」認同則

成為主流價值，如先生 M8 就希望能藉由自己讓太太 F8 能更有台灣人認同： 

「我讓她多了解一下台灣人，為什麼要，比如說台灣的過程、台灣的文化，

因為她對台灣很模糊，她對台灣食物也很模糊，就她對台灣整個認識是很淺

的，我跟她在一起就我把台灣人的某一些方面，讓她比較知道台灣的這些東

西，那這樣多少會影響到她有些 commitment 會慢慢的覺得可能有，要聽到

另外一邊比較不一樣的聲音，可能這方面會有影響……」（M8：17/21-25） 

婚姻雖對受訪者的族群認同沒有產生影響，但對於受訪者的下一代影響會較

大，如上節關於族群身分的討論，不少受訪者對於子女的身分認定，傾向於不再

用四大族群或省籍來認定，而是直接稱之為「台灣人」，此種族群認同的觀念透

過家庭社會化傳遞給子女，日後的民眾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將會更高；同時，隨著

政治環境的不同，現今教育政策已不再像過去般強調中國史地、著重民族教育以

凝聚中國人認同，而是增加認識台灣、強調台灣歷史與主體性，在這樣的環境下，

台灣年輕民眾會更增加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則會大為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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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情感與現實的抉擇 

 

本研究請受訪者表達他們的統獨立場，並以他們對於去除現實條件後的兩岸

關係所抱持的看法，來探詢受訪者的國家認同，依照徐火炎（1996）的分類法，

將受訪者分為台灣認同者、現實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中國認同者四種類型。訪

談後發現，受訪者的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雖也有情感的成分，但卻是「現實利

害」影響他們的抉擇居多，經濟、政治、社會的現況與未來發展，都是受訪者表

述其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的主要考量。 

 

一、現實利益取捨中的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 

本研究請受訪者去除了現實考量後，再次思考未來兩岸的關係，來探詢受訪

者的國家認同，結果發現，本研究中的受訪者，中國認同者有 4 位，台灣認同者

有 6 位，現實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則各有 3 位。吳乃德（2005）的研究指出，台

灣民眾具有中國認同的呈現穩定衰退，台灣認同大興且趨於穩定，無特定認同的

則持續成長。本研究與吳乃德（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台灣認同者較中國認同

者多，是台灣意識興盛的結果。然而保守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的國家認同類型居

多，也顯示出國家認同不免仍帶有現實利益的成份。 

受訪者的國家認同則顯示出性別的差異，3 位保守主義者全都是女性（F1、

F6、F8），3 位現實主義者（F5、F7、M7）則有 2 位是女性，也就是說，8 位女

性受訪者只有 3 位有明確的國家認同（F3 為中國認同者，F2 與 F4 為台灣認同

者），其餘 5 位則是現實主義者及保守主義者，在國家認同中沒有明確的偏向任

何一方。相較之下，男性受訪者的國家認同較女性受訪者明確，在表達其國家認

同時能夠比較確實的做出取捨，女性受訪者比較難以去除現實條件來做出選擇。

此外，相對而言，多數女性受訪者對於國家現狀的「變動」，比男性有更多的顧

慮，也更希望安定，這樣的態度不僅顯示在統獨立場上，也同樣表現在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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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使試圖以去除現實條件的問題來讓她們更明確的表述出對國家認同的態

度，5 位受訪女性相較之下仍傾向不偏向任何一方，因此成為現實主義者或是保

守主義者。 

 

表4-5 受訪者的族群身分、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 

受訪者

代號 
族群身分 族群認同 國家認同 統獨立場 

M1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中國認同 儘快統一 

F1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保守主義 永遠維持現狀 

M2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中國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F2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台灣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3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 永遠維持現狀 

F3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中國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4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 儘快獨立 

F4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5 外省人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中國認同 先維持現狀，日後統一 

F5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現實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6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F6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保守主義 永遠維持現狀 

M7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現實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F7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現實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8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 先維持現狀，日後獨立 

F8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保守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在文獻檢閱部分已提及，近年來對於統獨立場的調查，傾向維持現狀的比例

都是最高，且相當穩定，這是因為民眾表達對統獨的態度時，考量到統一或獨立

對生活現狀的改變之利害關係，比較具有現實利益的考慮（陳義彥、陳陸輝，



 57 

2003；陳陸輝、周應龍，2004）。而本研究訪問的結果，在統獨立場上，除了 4

位男性受訪者各是儘快獨立（M4）、儘快統一（M1）、維持現狀日後獨立（M8）、

維持現狀日後統一（M5）看法外，其餘的受訪者多數希望維持現狀，日後再決

定統一或獨立。此結果顯示出，統獨立場仍是以現實利益為取向的，多數受訪者

不是不變，而是選擇在兩岸的政治、經濟優劣情況尚未明確時，以「先維持現狀」

來因應不確定的現實環境，待未來之發展，再來決定統獨。在統獨立場這個部分，

利益是受訪者的主要考量，尤其是經濟利益。同時，8 位女性受訪者皆沒有明顯

的偏統或偏獨，都希望能維持現狀，相較於男性而言，女性似乎更為擔心統或獨

對台灣所帶來的利害，更希冀安定、不要有任何可能的變動傷害到生存的環境。

對於兩岸關係，對於未來的和平與否以及經濟發展，仍然是受訪者的最主要考

量，因此，「維持現狀」是受訪者認為對台灣最好的狀態。 

 

二、婚姻中的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 

雖然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個主要政黨，往往將許多議題或是爭論向上提高到雙

方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差異的層次上，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也被認為是區分藍綠

陣營的主要界線，然而，對於多數受訪者而言，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這一部分反

而是比較少被談論到的。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也不曾被納入受訪者擇偶的考

量選項之中。 

表 4-6 為受訪夫妻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之異同，由表 4-6 可看出，只有 1 對

夫妻（M7&F7）其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是完全相同的，其餘 7 對夫妻的國家認

同與統獨立場多少都有些不同。然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的不同，並不影響到

受訪者，僅有一位受訪者（M8，台灣認同）表示，他格外注重自己與太太國家

認同的差異，他也儘量在日常生活中讓太太更了解台灣意識，而太太並非中國認

同者是他們能和平相處的原因。 

國家認同在婚姻中不受影響的原因在於，國家認同不像族群身分與意識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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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族群通婚接觸到不同文化與生活方式，而必頇選擇適應與否，相較之下，國

家認同對於受訪者而言，似乎是較外圍、較不影響生活的，也不太需要考量到對

方。國家認同的部分也是受訪者與配偶比較少談論到的政治傾向，多數受訪者皆

表示，自己其實對於配偶的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不甚了解。此外，或許是因為在

兩岸關係不明朗的情況下，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操控國家未來的走向，加上受訪者

自己的國家認同也仍在現實與情感中取捨中，因此，國家認同並非現階段受訪者

真正在意的政治傾向。 

再者，在統獨立場上，多數受訪者的態度是「維持現狀」，特別是女性受訪

者，在統獨立場上皆是「維持現狀」，加上女性受訪者的國家認同又多為不明確

的現實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這不僅是對現在及未來的政治環境以不變應萬變的

態度，也能在婚姻中避免與配偶的態度過於相左。 

對多數受訪者而言，在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上，採取以台灣認同為優先，抱

持現實主義或保守主義，以及維持現狀的看法，這樣的態度在婚姻中能取得如同

最大公約數般的效果，是一種較為中立、模糊的地帶，對受訪者而言這是可以廣

為接受的立場，較沒有更動的必要性，也比較不會因此產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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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受訪夫妻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之異同 

受訪者

代號 
族群身分 族群認同 國家認同 統獨立場 

M1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異 
中國認同 

異 
儘快統一 

異 

F1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保守主義 永遠維持現狀 

M2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同 

中國認同 

異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同 

F2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台灣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3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同 

台灣認同 
異 

永遠維持現狀 
近 

F3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中國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4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同 

台灣認同 
同 

儘快獨立 
異 

F4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台灣認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5 外省人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異 
中國認同 

異 
先維持現狀，日後統一 

異 

F5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現實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6 本省客家人 我是台灣人 
同 

台灣認同 
異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近 

F6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保守主義 永遠維持現狀 

M7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異 

現實主義 

同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同 
F7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現實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M8 本省閩南人 我是台灣人 

異 

台灣認同 

異 

先維持現狀，日後獨立 

異 
F8 外省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保守主義 維持現狀，日後再決定統獨 

說明：八對受訪者的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沒有因為婚姻而產生變動，皆保持原來自身的認同態

度，因此表中的「異」表示兩人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不同的部分（婚前就不同，婚後也不同），「近」

表示兩人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相近的部分（婚前相近，婚後也相近），「同」則表示兩人國家認同

與統獨立場相同的部分（婚前婚後皆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