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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著重在兩性政治傾向轉變的過程，研究對象的心理、改變過程、改變

因素，是探討的重心，必頇藉由訪談方式以獲求所要的資訊，因此本研究所使用

的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先由身邊的親友開始，以滾雪球的方式，經由親友的

介紹來找尋研究對象。 

簡文吟與伊慶春（2004）指出，夫妻確實存在歧見，且隨著問題性質不同而

異，同樣一件事情，即使是家庭的基本情況，夫妻的描述也可能不盡相同，這是

普遍的常態，因此不能預設夫妻為意見一致的共同體，並認為夫妻配對研究有其

必要性。因此，本研究採取夫妻配對研究，訪問夫妻雙方，且為避免同時訪問可

能會受對方影響，以分開訪問的方式進行。 

 

第二節 訪談對象 

 

省籍背景、教育程度與職業（即社會經濟地位），是本研究選擇受訪者所考

慮的相關因素，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夫妻產生政治傾向的差異以及不對稱的權力關

係，理由分述如下： 

1. 省籍背景： 

一個人的省籍背景會影響其對自身族群身分的認定，產生族群意識，進而對

其政治傾向產生影響。當夫妻的省籍背景並不相同時，很可能使得雙方具有不同

的政治傾向。本文採用較為普遍的四大族群來定義受訪者的族群身分，四大族群

包含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由於台灣現今政治分歧的族群

主要類屬為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因此受訪對象將選擇本省閩南人、本省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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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省人，不包括原住民。過去的研究顯示，省籍往往與政治傾向的差異密切

相關，所以在找尋受訪對象時，特別著重於省籍不同的夫妻。 

關於受訪者的省籍，一般研究常以戶籍法上對於籍貫認定採用繼承父親的身

分來作為族群的分類標準，因此本研究也同樣採取此種傳統的父系血緣來作為定

義受訪者省籍的標準。受訪者自我主觀認定的族群身分，不一定與傳統從父認定

的方式相同，當父母親為族群內婚者，受訪者自身所認定的原始族群身分即與父

母相同，但若父母親為族群通婚者，受訪者可能以父親或母親的族群為自己的族

群身分認定，也可能認定自己具有雙重的族群身分；其後經由婚姻的社會化過程

後，受訪者對自身族群身分的認定可能又會有所改變。在未進行訪談前，我們無

法得知受訪者的父母是族群內婚或通婚，因此不能預設受訪者自我認定的族群身

分一定是從父認定，所以在訪談時，筆者將詢問受訪者父母親的省籍，以其父之

省籍來定義受訪者的省籍；其後再詢問受訪者本身是如何認定自身的族群身分與

其族群意識，以得知受訪者原始的族群身分與意識；接著詢問受訪對象的族群身

分與意識是否曾改變、何時改變、婚姻是否對其產生影響。 

2. 教育程度與職業（社會經濟地位）： 

教育程度與職業基本上反映出社會經濟地位，高社會經濟地位的選民會比低

社會經濟地位的選民具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有較多機會參與政治活動，對政治體

系有較多了解。由於父母親對子女所投注的資源因性別而有所不同，男性相對而

言能取得較多家庭資源，教育程度往往較女性為高，也易取得較高的職業與社會

地位，因此教育程度上的性別差距被認為是導致性別差異的主因，使兩性在政治

知識上產生差距（劉義周，1994b；翁秀琪、孫秀蕙，1995；黃秀端，1996）。

Mare（1991）與蔡淑鈴（1994）皆指出，在異質性婚姻的情況下，女性傾向嫁給

比自己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夫妻教育程度或職業（收入）若有相當差距，表示雙

方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不同，而社會經濟地位正是家庭權力的來源之一，當夫妻社

會經濟地位不同時，就可能使雙方產生家庭權力的不對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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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齡世代： 

陳陸輝（2000）以台灣發生重大事件的時間點，將選民切割成三個政治世代，

第一代出生於西元 1943 年之前，為 65 歲以上的民眾；第二代為西元 1943-1960

年間出生，年齡介於 48 歲到 65 歲之間；第三代則是出生於西元 1960 年之後，

即 48 歲以下的民眾15。本研究將第一、二代的受訪者稱為年長世代夫妻，第三

代的受訪者稱為年輕世代夫妻。人的青壯年時期正是政治態度的成型期，年長世

代的夫妻，主要成長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時期，經歷選罷法通過、我國退出

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重大外交事件以及黨外運動等等。年輕世代夫妻則在其後許

多政黨興起、言論自由開放的民主轉型時期中成長。不同的年齡世代，代表了不

同的成長環境、社會經驗、意識形態、生活價值、政策訴求的差異，決定了不同

年齡群體的政治取向（劉義周，1994a；吳乃德，1999；陳陸輝，2000）。不同

的世代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社會結構狀況有所差異，對於性別平權的觀念

也可能不一樣。 

研究以夫妻為對象，藉由友人介紹，從2008年7月初至2008年11月底，共計

訪問8對夫妻。每對夫妻以分別面對面訪談的方式進行，每位受訪對象訪談時間

為1至3小時不等，其後並視需要而定進行第2次的訪談。過程中皆錄音，於訪談

過後將錄音檔打成逐字稿，之後再以逐字稿為依據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受訪者

的代號依照受訪時間將夫妻標記之，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例如，第1對夫妻

代號為M1&F1，先生為M1，太太為F1，以此類推。所引用的口述內容，以下於

內容後皆會標示出逐字稿中的出處，例如：（M8：2/30-33），表示是從個案M8

的訪談內容逐字稿中引出，詳細位置在第2頁的30至33行。 

此8對夫妻的世代、省籍、教育程度、職業等背景資料如表3-1。 

 

 

                                                 
15

 首先將政治世代觀念帶入台灣政治學研究的是劉義周（1993，1994），陳陸輝（2000）對政治

世代的切割時間點與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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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受訪個案背景資料 

受訪夫妻

代號 
世代 

省籍 教育程度 職業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M1&F1 年輕 閩 客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學生 助理人員 

M2&F2 年輕 客 客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資訊傳播 教師 

M3&F3 年長 客 閩 高中 大專 商 家管 

M4&F4 年長 閩 外 專科 專科 退休 退休 

M5&F5 年輕 外 閩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學生 教師 

M6&F6 年長 客 閩 國小 國小 退休 退休 

M7&F7 年輕 外 閩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學生 社會福利 

M8&F8 年輕 閩 外 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 行銷 金融 

 

第三節 訪談內容 

 

訪談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為家庭的基本情況，接著則為家庭權力與

性別觀念，最後則是關於受訪者本身以及配偶的政治傾向、政治興趣、雙方在婚

姻中的互動過程等相關問題。 

 

一、家庭基本情況 

首先是受訪者的年齡、省籍、教育程度、職業與經濟狀況、受訪者父母的省

籍，接著是家庭基本狀況，受訪夫妻的居住地區、有無子女、有無與某方父母共

住，第三則是夫妻認識交往的時間與結婚時間、彼此的相處情況、生活圈重疊性

等，關於兩人感情與互動的問題。 

 

二、家庭權力與性別觀念 

家庭的經濟權與決策權、家務分工的情形，以及個性的強勢或配合，都會影

響到家庭權力的大小。關於受訪者的性別觀念，則以受訪者對於女性婚後可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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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否重男輕女、子女應從父姓或母姓等相關問題來得知。 

 

三、受訪者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政黨認同 

首先，了解受訪者的政治興趣、政治資訊接收程度與政治知識，以及受訪者

平時談論政治的情況、頻率與對象。 

在族群認同的部分，依據受訪者對自身族群身分的主觀認定及其理由，來判

斷受訪者的族群身分與意識；並讓受訪者自我標定為「台灣人、中國人或都是」

來判別其族群認同16。在成長過程中對於自己族群與其他族群的差異是否有所體

會？省籍或是族群身分是否影響其選擇的交往對象？婚姻後對於雙方族群差異

的感受？結婚前後族群身分與意識、族群認同是否有所轉變？ 

關於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則是詢問受訪者對於台灣的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

議題之意見，並依照去除現實條件後受訪者對兩岸關係的看法17，將受訪者的國

家認同分類為台灣認同、現實主義、保守主義、中國認同四種類型，接著則是他

們對統獨的立場，是儘快統一或獨立、維持現狀日後走向統一或獨立、先維持現

狀以待日後決定統獨、或是永遠維持現狀18。受訪者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如何形

成、抱持此種態度的理由是什麼、是否曾經改變過？婚姻對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

又有何影響？ 

政黨認同的部分，首先是受訪者政黨認同如何形成、對於台灣政黨政治的看

法，接著則是以詢問受訪者是否支持或偏好哪一個政黨，來得知受訪者的政黨認

同。受訪者偏好此政黨的理由、認同的強度、是否曾經改變政黨認同、其投票行

                                                 
16

 一般測量台灣人/中國人族群認同的題目：「下面有好幾種對自己的稱呼，請問您覺得哪一項對

您最適合？（1）我是台灣人（2）我是中國人（3）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4）我是中國人也是

台灣人（5）其他」 
17

 吳乃德（1993）去除現實條件以測量國家認同的題目：「（1）如果台灣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

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不是贊成台灣獨立？（2）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

致相當，你是不是贊成中國統一？」 
18

 一般測量統獨立場的題目：「關於臺灣和大陸的關係，有幾種不同的看法，請問您比較偏向

哪一種？（1）儘快統一（2）儘快獨立（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

獨立（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永遠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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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政黨認同的一致性如何、對於現今藍綠分野的看法等，都是深入了解受訪者

政黨認同所必頇詢問的問題。 

 

四、夫妻在政治傾向上的互動與影響 

首先請受訪者描述配偶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政黨認同等，以

得知受訪者對於伴侶政治傾向的了解程度，並且讓受訪者比較彼此政治興趣、政

治知識與資訊、政治傾向的強弱與差距。此外，了解受訪者平時與配偶討論政治

的頻率與情形，例如兩人是否一起收看政治新聞或政論節目、誰較會主動表達意

見。若雙方在政治上的立場不同，受訪者如何看待？是否曾試圖影響對方的政治

傾向？影響的方式與效果如何？反之，配偶是否曾試圖影響受訪者？受訪者又如

何回應？請受訪者描述自己的政治傾向在婚前婚後的轉變情形如何，若有所改

變，改變的原因是什麼，哪些政治傾向在受訪者心中是較為堅持不受影響、不變

動的，哪些則是可以接受改變的？ 

與受訪者進行訪談，不同於使用問卷調查逐一以同樣題目來讓受訪者勾選制

式答案，在訪問的過程中可能視情況或對象的反應來調整問題的順序或問法，但

上述主要的問題都在訪談中提出，以求得受訪者的真實意見或想法。 

 

第四節 訪談分析方向 

 

由於探討的政治傾向有三類：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政黨認同，

夫妻婚前的政治傾向可能某類相同，某類不同，婚後政治傾向又可能呈現同質或

異質的形態。 

1. 若夫妻的政治傾向為婚前相同，婚後也相同：此一類型的夫妻，可能剛

好兩人政治傾向就相同，可能是婚前交友時傾向與同質性高的人交往，也可能在

婚前已經事先考量到所選擇的伴侶政治傾向必頇與自己相同。每一個人對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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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必頇具備哪些條件可能各有不同的重點組合，有的人重視外貌，有的人重視

社會經濟背景，有的人重視某些價值與信念……等等，對於有些人而言，可能就

相當重視政治傾向。若雙方政治傾向相同，那麼在政治討論的過程中就能產生共

鳴與共識，更能暢所欲言，因此對某些人而言，伴侶的政治傾向最好能與自己相

同。 

2. 若夫妻的政治傾向婚前不同，婚後相同：此一類型的人是本研究必頇特

別要去觀察的人，夫妻雙方於婚前的政治傾向並不同，婚後卻相同，這很可能是

婚姻過程中所產生的改變，也就是婚姻的趨同動力。那麼這種趨同動力是怎麼發

生的？本研究預期此種趨同動力可能來自於：（1）夫妻權力關係的不均等。夫妻

各自所擁有的資源不同，造成不平衡的權力關係，而相對較具備權力資源的一

方，就可能運用其資源來影響另一方。（2）夫妻相互社會化的結果。兩個不同的

人經由婚姻結合，共組家庭，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交換各種意見，當然也包括對

政治的看法。當夫妻在彼此的生活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的時候，雙方在政治上的影

響力可能就會慢慢出現，進而產生趨近或同化效果。（3）傳統父權文化的影響。

持有傳統觀念的女性會認為嫁入夫家就必頇適應男方家庭的一切，包括政治傾

向，因此女性可能逐漸調整自身的政治傾向以配合男方。 

由於夫妻在政治上的妥協常有助於維持婚姻的和諧程度，也因此使這些力量

能發揮其影響力。對此，本研究所觀察的是：婚前是否已考慮彼此的政治傾向？

婚後誰是改變的一方？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改變的是哪些政治傾向？誰又是運

用影響力的一方？所使用的影響方式是什麼？雙方在婚姻過程中是否有衝突的

產生？  

3. 若夫妻的政治傾向婚前相同，婚後不同：是否會有婚前彼此的政治傾向

相同，婚後卻因為某些因素而造成雙方政治傾向分歧的夫妻？此種類型的夫妻，

造成婚後政治傾向產生差異的原因是什麼、產生差異的時間點為何時、雙方如何

相處……等等，這些從同質到異質的轉變因素與過程，都是必頇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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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夫妻的政治傾向婚前不同，婚後也不同：此種形態也是本研究所要觀

察的重點。男女很可能在婚前並未將雙方政治傾向的差異列為擇偶的考慮，而是

將選擇伴侶的重點放在其他事項上；也可能已評估彼此的政治傾向，且認為這並

不構成阻礙。然而日後的婚姻生活是如何呢？彼此對於政治的立場不一致，很可

能成為雙方的爭執點之一，尤其當雙方的政治傾向強烈、又常在家中表達政治意

見時，在政治人物與媒體的激化下，政治立場不一致的夫妻更可能因此產生摩擦

衝突。在雙方都不願意改變政治傾向的情況下，為了維持家中的和平，因應之道

就是包容、容忍，或是達成「不討論政治」的共識。但也可能雙方仍堅持保持自

己原有的政治傾向，並且仍然跟配偶討論政治，為了政治而爭辯對他們而言不構

成困擾。對此本研究所要觀察的是：雙方於婚前是否已考慮彼此的政治傾向？婚

後是否曾試圖改變對方或是互相不干涉？若曾試圖影響，所使用的影響方式是什

麼？雙方在婚姻過程中是否有爭執衝突？彼此對於政治傾向不同的相應之道？ 

綜上所述，當夫妻間的政治傾向不同，或是有程度上的差異時，其中一方就

可能有影響配偶的動機，試圖發揮影響力來轉變對方的政治傾向。夫妻間政治傾

向可能的影響模式如表 3-2。 

表3-2 夫妻間政治傾向的可能影響模式 

 男性試圖影響 男性無意影響 

女性試圖影響 雙向的男女相互影響 女影響男 

女性無意影響 男影響女 男女互不影響 

 

婚後夫妻彼此可能的影響模式有四種： 

第一種是雙向的男女相互影響，也就是男女皆在結婚後對彼此發揮影響力，

試圖影響其政治傾向。在相互影響時，其中是否有衝突、影響效果如何，以及最

後是否有共識產生，是觀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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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則是單向的影響，由男方試圖發揮影響力。這樣的狀況可能出現在較

為傳統的家庭中，或是男性權力或資源大於女性時。 

第三種也是單向的影響，但是由女方試圖發揮影響力。這樣的情形則可能是

發生在女性的權力或資源大於男性時。 

第四種則是雙方互不影響的模式，彼此對於對方的政治傾向採取不干預或是

包容的態度。 

本文預期，年長世代的夫婦，比較有夫唱婦隨的傳統父權觀念，男性的權力

與影響力都比較高，因此會以「男影響女」的模式為主，同時女性因此較容易受

改變。而年輕世代的夫妻，性別權力所呈現出來的樣貌較年長世代更為豐富。因

此四種影響模式都可能發生。而雙向相互影響的模式，就可能發生於男女雙方皆

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時，或是兩性權力平等的家庭。 

夫妻中有人運用影響力後，受影響的人很可能仍然維持不變的政治傾向，也

可能改變，然而改變或許是完全的轉換，也或許是減弱、隱藏，也或許是更為強

化自身的政治傾向。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之政治傾向，包含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政黨

認同等部分，三種類型的政治傾向又可能各有婚前婚後同質異質的形態，因此，

以下將依三類政治傾向作區分，分別討論受訪夫妻們分別在族群認同、國家認同

與統獨立場與政黨認同上，各呈現什麼樣的轉變，哪類政治傾向較不易隨著婚姻

過程產生變動，哪一種政治傾向又是比較可能在婚姻過程中而改變的？政治傾向

轉變與不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經由個別訪問 8 對夫妻（共 16 人次）後發現，受訪者的族群認同以及國家

認同，在婚姻中產生的變動並不大，反而是在政黨認同的部分產生不同的樣貌，

因此，以下第四章，合併討論族群認同、國家認同與統獨立場，第五章討論政黨

認同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