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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刊第 4 期，承蒙學術界踴躍賜稿，經多位評審委員專業審評，共

刊登 6 篇論文，涵括社會、傳播及政治學門三大領域。 

 本期社會領域刊載 2 篇論文。一本社會關懷初衷，第一篇論文〈本

國已婚女性與東南亞婚姻移民女性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之差異－以屏東縣

為例〉，作者係透過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進行系統而結構化的分析，跳

脫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對於跨國婚姻與新住民的誤解，針對族群因素對母

親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影響效應進行探討，研究結果足供吾人深刻檢視台

灣社會新住民受歧視的問題。而〈臺灣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與公民投入

之相關性研究〉一文，則係針對服務學習成敗重要指標之核心：「反思」，

依據學習循環理論發展反思量表後進行蒐集實徵資料，對於參與服務學

習之類型及時間、反思、自我肯定對公民態度及投入之影響效應等進行

探討，並發人深省的發現反思觀察與實作經驗對公民參與具有顯著正向

影響。 

  本期傳播領域刊載三篇論文。陳婷玉、杜巧玉以深度訪談法進行之

〈不同世代與性別閱聽人之偶像劇/鄉土劇消費意涵之差異性分析〉，發

現不論是在偶像劇或是鄉土劇，年輕、中年、熟年三個世代之戲劇消費

情境與意涵均不相同。另外，不同性別亦會有收視上的差異。黃美霞、

劉平君、賴正杰亦以深度訪談法研究之〈滑世代的滑價值：探究行動裝

置對國小學童的意義〉一文，發現國小學童多數擁有行動裝置且多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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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頻率使用者。在使用動機上，休閒娛樂是主因、溝通分享次之、解決

問題最少；至於行動裝置的意義與價值，多數視之為夥伴朋友、其次為

玩具物件、少數為日常用具與休閒零嘴。楊錫彬之〈台灣動畫電影的商

業模式之探討〉在於分析動畫電影之商業模式，目的在為台灣動畫電影

之製作尋求獲利空間與建立商業模式。作者以迪士尼動畫公司發展過

程，說明商業化動畫電影之超額獲利模式，期望台灣動畫電影製作公司

除了要能夠透過商業模式獲利並滿足觀眾娛樂需求之外，同時也要讓品

牌價值成為動畫電影永續經營之動力。 

    本期政治領域關注於兩岸議題面向，戴東清之〈台灣的文化認同與

政治認同：大陸學者的觀點〉，作者綜觀近期文獻，提出究竟大陸學者是

否提出更有效縮短兩岸政治認同差距的辦法？強化文化認同很明顯成為

有效方案之一，然其可行性究竟如何？針對上述問題，作者首先從大陸

學者對於文化認同的內涵及其各個面向進行文獻回顧，著重討論為何大

陸學者會認為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在增加當中。其次，分析文化認同的利

基與促進其發展的途徑，以及文化認同在促進政治認同所面臨的問題、

限制及轉化。最後，在結論中爬梳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係。 

                                        

                          南華社會科學論叢編委會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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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與公民投

入之相關性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learning And Civic Engagement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李偉雄、林玫君、李承傑、朱朝煌、董旭英 ∗

服務學習於高等教育中推行有年，是提供多元學習管道

之一，而服務學習的核心「反思」為服務學習成敗之重要指

標，但國內尚無發展標準化之評量。有鑒於此，本研究包含

兩項主要目的：首先，依據 Kolb 提出的學習循環理論發展

反思量表，以期達成正確測量服務學習中之內涵。其次，服

務學習的經驗促發學習所產生的效益與參與類型及參與時

間長短有關，而且經文獻回顧發現服務學習的部分功能與公

民態度及參與內涵相呼應，故本研究將探討參與服務學習之

類型及時間、反思、自我肯定對公民態度及投入之影響效應，

並以巢式迴歸技術分析所搜集之數據。研究結果發現，當納

入參與服務學習類型以及參與服務學習時間後，自我肯定對

於公民態度與公民參與都具有正向影響。再者，四種服務學

習反思中，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念正向影響公民態

（李偉雄為國

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林玫君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李承傑為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生、朱朝煌為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兼任助理

教授、董旭英為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要 

                                                 
∗通訊作者：董旭英（Yuk-Ying Tung），Email：yytung@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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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只有反思觀察與實作經驗正向影響公民參與。 
 
 

關鍵詞: 服務學習、反思、公民態度、公民參與 
 
 
 
 
Abstrac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service-learning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numerous years. Specifically, reflec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of the service-learning proces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its level of success. However,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focusing on measurement of reflection and 
effects of service-learning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two main purposes. First, to develop a measurement of 
reflection based on Kolb’s theoretical viewpoints. Secondly,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learning on students’ behavior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 and 
the duration of servi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participation 
in service-learning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ivic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ind out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 
duration of service, reflection, and self-confidence are related to 
civic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Nested regression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including 
the variabl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learning programs and 
duration of service, self-confidence has effect on civic attitudes 
and engagement. Moreover, concrete experience, reflective 
observation, and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re related to c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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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s。However, only reflective observation and active 
experimentation have influence on civic engagement. 
 
Keywords: service-learning, reflection, civic attitudes, civic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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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等教育的目的在教學、研究、服務社會，大學應培養

學生承擔社會責任並使成為未來公民而準備。面對21世紀的

到來，美國高等教育倡議學術涉世（The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鼓勵大學應該善盡社會責任（Boyer, 1996），

以改善日益專業化的學科分立、實證主義的主導地位，以及

企業對高等教育文化的影響，深化1980年代開始的服務學習

（service-learning），從社區「服務（service）」擴大到「涉

世（engagement）」深入公共問題的洞察，並讓公眾在知識

生產過程中，扮演積極的參與角色；其「學習（learning）」

由「學術（scholarship）」來替代，亦即，不僅只是教學而

已，還要深入研究與應用，讓學術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

（Barker, 2004a），因此，高等教育要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與

學術涉世，無疑的服務學習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 
 
服務學習為經驗教育（experienceeducation）之一環，亦

為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的相關詞，其目的在「做

中學、學中做」，從反思（reflection）中獲得學習。服務學

習最重要的核心—「反思」，是服務學習能否展現成效的關

鍵。課程採用「服務學習」為教學方法為基礎，許多實徵研

究發現服務學習有助與學生專業知識、個人成長及社會參與

等能力的發展，其原因在於服務學習提供學生實際操作的場

域，以應用專業知識協助社區發展或解決社區問題，強化校

院師生與社區協同互惠的關係，進而落實公民參與、強化公

民責任和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等等，進而涵養公民投入內

涵。 
 
我國教育部2007年訂頒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編輯大

專校院服務學習課程與活動參考手冊，提供各大專校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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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參考，鼓勵各校透過有系統的設計、規劃、

督導、省思及評量，來達成各大專校院設定的服務學習目標

（教育部，2014）。在此服務學習課程政策浪潮的推動下，

現今各院校開設許多結合服務學習的課程，大致可分為:校訂

必修勞作服務、通識課程、專業課程、校外志願服務、社團

服務學習5類型態。不同型態的服務學習課程可能影響其成

效，而參與時間長短亦能影響反思的深度與改變的持續性，

繼而影響自我肯定的程度；另外，反思造成認知行為改變，

因此，本文欲探究課程類型、參與時間、反思、自我肯定與

公民投入之相關研究，以確立服務學習中哪些條件與公民投

入有關，以提升服務學習課程的品質。 
 
因此，本研究目的為： 

一、瞭解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後不同反思層次對公民投入影

響之程度。 
二、在納入參與服務學習型態、參與服務學習時間、自我肯

定（以上為控制變項）之效應後，檢視反思與公民投入關係

是否有所改變。 
 

二、文獻探討 

(一)服務學習的內涵 

1999年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在「全國學生服務學習與

社區服務之調查」 (National Student Service-Learning and 
community Service Survey)，將服務學習界定為以課程為基礎

的社區服務，它統合了課堂教學與社區服務活動，這種服務

必須：(一)是配合學科或課程而安排；(二)有清楚敘述的學習

目標；(三)在一段時間內持續地探討社區真正需要；(四)經由

定期安排的心得報告或批判分析活動，例如課堂討論、發表

或指導寫作，以幫助學生學習（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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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因此，「服務學習是一種經驗教育的模式，透過有

計劃的社會服務活動與結構化的反思過程，以完成被服務者

的目標需求，並促進服務者的學習與發展，反思(Reflection)
與互惠(Reciprocity)是服務學習的兩個中心要素。」服務學習

能帶給學生在個人與人際的發展、了解與應用知識、批判思

考能力的發展及觀念轉變、公民能力的培養方面的學習

(Eyler & Giles；1999）。 
 

(二)有效的服務學習方案設計 

Fertmam、White和White (1996)建議服務學習方案發展包

含準備（Preparation）、服務階段（Service）、反思階段

（Reflection）、自我肯定（Celebration）4個階段。反思是一

種思維管理（Knapp, 1992）。而服務學習過程是否設計反思

活動，關乎服務學習的成敗（Thomsen, 2006），而批判反思

亦強化服務與學習中的連結，因此瞭解反思的理論依據、使

用方式、進行時機以及帶來的效益是必要的。 
 

1.反思 Kolb 經驗學習圈 
Kolb（1984）從經驗學習的角度提出學習的循環週期（見

圖1）以說明經驗是如何轉換成為一種價值觀，首先，具體

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代表從特殊經驗中學習並且與人

產生連結，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指做出評斷前

應先觀察環境中的人事物，在人事物中尋找有意義的聯結，

概念抽象（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意指用邏輯分析概念，

以及針對情境策劃行動，最後，實作經驗（ Active 
experimentation）則指有能力作出影響人事物的行動，包括

行動中的風險評估。上述四種分類，劃分出四個象限代表不

同學習型態，多元（Diverging）包含創新與影像兩個取向，

即觀察到具體的情況，先從觀察中學習，例如腦力激盪；同

化（Assimilating）是把所見所聞整合成模式或理論出來，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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斂（Converging）則將理論或模式轉化為實務層面，過程中

做決策以及解決問題，適應（Accommodating）的學習型態

代表，主要以直覺、錯誤中解決問題，以行動為導向。 
 

 
資料來源：Kolb, D. 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圖1 學習循環與學習型態 
 

將Kolb的學習循環理論結合服務學習過程，服務學習首

先讓學生進入一個情境，在當中感知團體內外與自己的不同

經驗，即Kolb理論中的具體經驗，當學生進一步提取經驗進

行分析，有了不同以往的想法或連結，係為反思觀察的特徵，

當學生從不同的想法中歸納出某些邏輯概念，可以解決服務

學習的問題或做決策，以Kolb的觀點此為抽象概念的學習階

段，最後，從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法與策略，應用至新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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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實作經驗階段的實踐，由此可見，服務學習過程與Kolb
的觀點環環相扣。 

 
2.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是服務學習方案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服務學習

能帶來「自我肯定」之內在成長，通常會透過服務學習最後

的慶賀階段來達成。一般慶賀階段分為：(1)成果分享：以發

表會、頒獎等形式進行，透過慶祝與褒獎活動，讓學生、教

師與機構一同分享自我成長的經驗，激起服務的熱誠與決心；

(2)建立策略：透過總檢討讓服務學習團隊針對未改善或遺漏

的缺失進行反省並提出策略，為未來的服務學習奠定更完善

之基礎。 
 
服務學習協助學生對自我行為肯定、服務計畫與目標的

再評估或對未來抱持樂觀積極的胸襟，除了提高對服務學習

的肯認，同時開啟心理正向能量，即肯定並證明所有參與者

及相關單位的貢獻、努力及分享成果，藉此建立學生成就感

與自信心，並激發未來的服務決心與承諾（劉瓊華，2009；
林心茹譯，2000），若無慶賀階段的分享評估，恐怕所有參

與其中的人員，無法從服務學習過程中建立自我價值，從而

更有信心建構及投入未來的發展。 
 

(三)影響服務學習成效的因素 

Boyer（1990）認為學術研究應包含教學、應用及整合三

個層次（1）教學落實方法應藉由學術參與來實踐，並強調

「參與」是與公共實體互惠、協同的關係，學術參與模式較

常見的方式為大量的文獻回顧、個案研究和成果報告，認為

教師身負學術參與中的橋梁角色，透過「應用」的學術結合

專業領域，為較佳的參與模式。目前Barker（2004）透過學

術與實務整合出五種模式：1.公共學術模式：旨在關注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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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提供透明化平台議論社區發展；2.參與研究模式：旨

在處理特定團體的問題外，亦可創造學術知識的協同互惠的

共同參與運作；3.社區夥伴模式：較關注政府、非政府組織、

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的互動合作，較重視民主、權力、資源的

運作；4.公眾資訊網絡模式：將學術連結公共單位建立網絡

平台，以達資源整合效果；5.公民素養模式：目的將專業的

學術知識普及化，讓民眾具備專業知識。 
 
教育部（2007）將服務學習分為「與課程結合模式」及

「與活動結合模式」，目前國內164 所大專院校中有138 所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柯星羽（2011）初步調查大專院校開課

模式，將結合課程模式分為：1.校訂必修：以勞作教育較多，

亦有院校安排服務學習基礎講座；2.通識課程：為選修課程，

有院校分初階或進階，參與學生自發性較高；3.專業課程：

服務學習結合特定學科領域，達到學以致用。第二，結合活

動模式：1.校外志願服務：校方配合機構需求提供人力物資，

以符合課程目標為導向；2.社團服務學習：以社團名義進行

服務學習，通常以服務性社團為主。儘管國內大專院校開設

服務學習有不同形態，可以預期愈能與服務學習結合的課程

模式愈能帶給學生較多的學習與成長。 
 
服務學習的參與時間長短會影響學習成效（Daynes & 

Longo, 2004）。短期服務學習目的在於初步探索、體驗，而

長期的服務學習較能達到價值的澄清與內化；短期的可作為

服務學習入門基礎，長期可做長時間投入有志者參與，短期

來說，若結合學期課程，較多以每周數小時進入場域進行服

務學習，若於寒暑假進行，則時間較多以一周密集進行，長

期的服務學習則與個人對服務的任程與承諾有關，似永續經

營的概念參與服務學習。長時間的服務學習有較足夠時間進

行反思，更能強化服務與學習之間的連結，因此參與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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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對大學生的學習應造成影響。 
 

(四)公民投入與相關之研究 

1.公民投入的定義 
公民投入（Civic engagement）在實務與學術有許多近似

的專有名詞公民權（citizenship）、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民主參與／實踐（democratic participation/practice）、公共事

務／公共問題解決（public work/public problem solving）、政

治投入（political engagement）、社區投入（ community 
engagement）、社會責任（socialresponsibility）、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等等

（Battistoni,2002; Levine, 2007）；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civic engagement 於行政學領域譯為「公民投入」，在新聞

傳播學譯為「公民參與」，或翻譯「公眾接觸」（陳敦源、

李仲彬、黃東益，2007），狹義的則視為動態行動，如社區

服務、參與社區活動、公共事務參與等（Diller, 2001; Cooper, 
2005; Park, 2006）；廣義的則視為建構社會資本的元素，包

含正式與非正式社會活動，服務學習即為正式的社會活動

（Putnam, 2001），或是公眾事務的投注程度（Norris, 2001），
Levine（2007）則認為公民投入包含三個指標：社區參與、

公民投入及公民發言權。 
 
對此，公民投入具有以下義涵：（1）從他人、自我及

環境學習培養對社會議題的敏覺度；（2）在多元差異中作

居中橋樑；（3）在爭議中以禮行動；（4）在政治過程扮演

行動的角色；（5）以行動參與公共生活、公共問題解決與

社區服務；（6）在組織中塑造領導與成員關係；（7）培養

社會責任中的同理心、同情心、價值與敏覺性；（8）提升

地方或全球化的社會正義能力（Jacoby, 2009），從上述公民

投入的定義來看，公民投入的核心內涵在於公民的態度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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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表現是否具有影響力。 
 

2.服務學習與公民投入之相關研究 
服務學習可視為實踐公民投入的教學法之一。服務學習

能強化課程的概念，對社會問題、社區議題與公民投入的態

度有深切的影響，服務學習強調以行動關懷社會取向，對於

喚起學生持續參與社區發展之承諾有其成效，是發展公民資

本的管道之一（Cogan & Derricott, 1998; Eyler & Giles, 
1999）。 

 
實徵研究上EyIer和Giles（1999）研究發現參與過服務學

習的學生，對社會問題更加關切，並應用專業解決社會問題，

充分提升分析與批判思考能力；當學生經過慶賀階段肯定自

己對社區的服務有所助益，能提升同理心、自我效能、關懷

他人、公民參與行動、社區認同感、公民責任、公民正義、

問題解決、領導力及社會議題的覺察能力，均顯著高於與未

參 與 服 務 學 習 者 （ Kozeracki, 2000; Moely, Mercer, 
Ilustre,Miron, & McFarland, 2002; Vogelgesang & Astin, 2000; 
Weglarz, 2000; Ngai, 2006）。而服務學習中的核心「反思」

牽涉的批判思考包含整合性、相關性、正確性、清晰性、深

度、寬度、邏輯性與意義性（Paul & Elder, 2001），Bringle
和Hatcher（1999）認為服務學習能提升學生對生命的意義感，

幫助學生自我肯定，以去除對自己的謬誤，同時對被幫助者

的需要也較容易覺察；因此，配合反思的服務學習，學生可

在幾個方面獲益：（1）專業學習增長；（2）個人內在成長；

（3）公民參與增加（Molee, Henry,Sessa, & McKinney-Prupis, 
2010）。 

 
在高等教育服務學習結合社區的研究部份，服務學習可

提高學生的公民責任，是由於服務學習的歷程讓學生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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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計劃者、執行者或領導者，而公民投入在不同角色的體認

中養成，為社區服務及公民資質培養的前哨（馮莉雅，2004；
黃春枝，2006），而參與服務學習後續成效在Fenzel、Peyrot、
Speck和Gugerty（2003）的研究中發現，大學時期曾有社區

服務或服務學習之經驗者，對個人或社會責任產生正面的成

效，並且承諾願意持續地投入在服務中。 
 
服務學習是饒富知、情、意、行的教學法，在涵養公民

社會意識有其教育價值。在「個人」層面中的批判思考、人

際關係、問題解決、領導技巧、溝通表達及分析與決策能力，

與張秀雄和李琪明（2002）提出之「公民投入能力」內涵中

的「理性溝通及有效表達意見」、「對媒體及公共事務的批

判及反省思考」、「與人合作及增進權益」和「做決定、做

判斷及影響公共決策」有著共同的發展脈絡；其次，在「社

會」層面之關懷社會議題與公共事務、同理心、社會正義、

公民責任感、尊重差異及肯定多元價值，與前者提出之「公

民投入能力」內涵中的「關懷社區及參與社區事務」及「多

元文化互動」有著緊密的連結，從相關研究中可知服務學習

成效與公民投入內涵有關聯（見表1）。 
 

3.服務學習與公民投入之關聯 
在前述文獻提及國內高等教育服務學習現況與目前服

務學習推展的新興模式，Welch（2009）提出服務學習的新

取向，其概念接近Boyer（1990）所提出的學術參與模式，即

包含教學、應用及整合三個層次，為公共實體互惠、協同的

關係的實踐，因此透過「應用」的學術結合專業知識，是相

當適切的參與模式，是為一種公共服務（servicepolitics），

此新取向能將公民投入、社會改變和社會正義更加融入其中

（Vogelgesang & Rhoad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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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的行動為社會帶來改變，係透過知識與技巧的

應用與確實的反思兩者相輔相成，始醞釀社會改變的力量，

這當中最重要的橋樑即為公共服務，即學生學習社會正義的

課題必須從多元反思著手，才能帶來社會正向改變，故本研

究將測量學生反思，來瞭解不同反思層次如何影響公民投

入。 

 
資料來源：Civic eng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p.176）, by 

B. Jacoby, 2009,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圖2 公共服務特質 

 
以Jacoby（2009）所提之公民投入內涵，發現服務學習

效益有助公民投入內涵的養成。當學生獲得覺察社會議題與

關懷他人能力能培養「從他人、自我及環境學習培養對社會

議題的敏覺度」的公民投入的內涵，提升尊重差異與溝通表

達的能力增進學生在多元差異或爭議中學習居中協調，而瞭

解自我能力、公民正義與具體的參與行動可以涵養學生在政

治過程中扮演何種行動角色，對社會產生實際的影響，服務

學習提升的解決問題能力，對生活的社區產生認同感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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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力，能喚起學生對公共或社區活動或問題解決的公民投

入內涵，學生習得的領導力或人際互動能力，有助於在組織

中建立成員間關係，再者，服務學習中同理心的習得、公民

責任的覺醒和自我價值的展現，對培養社會責任應具備的元

素有益，最後，服務學習的核心─反思所提升的批判思考，

有益擴展學生對地方或全球化社會議題的思考能力（見表

1）。 
 
表1服務學習效益與公民投入內涵之關聯 

服務學習效益 公民投入內涵 

覺察社會議題能力 

關懷他人 

從他人、自我及環境學習培養對社會

議題的敏覺度 

尊重差異 

溝通表達 

在多元差異中作居中橋樑 

在爭議中以禮行動 

自我效能 

公民正義 

公民參與行動 

在政治過程扮演行動的角色 

問題解決 

社區認同感 

公民參與行動 

以行動參與公共生活、公共問題解決

與社區服務 

領導力 

人際關係 
在組織中塑造領導與成員關係 

同理心 

公民責任 

自我價值 

培養社會責任中的同理心、同情心、

價值與敏覺性 

批判思考 提升地方或全球化的社會正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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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特質的建立，公共服務是當中的橋樑，而「反

思」是重要關鍵，故表2整理Kolb學習風格認知特質、反思

週期及反思層次來對應公民投入的內涵。整體來說，學生的

認知反思層次落在反思觀察、抽象概念及實作經驗三個層面 
，其反思層次才能跳脫出感官或單純描述的較表淺的思考，

先經由初步的反思後才能進一步達到抽象概念的應用，即公

共服務特質中的知識與技巧的應用後，提升至實作經驗的反

思層次，對未來有新的應用進而產生改變，才能增進學生對

公共事務的批判思考能力、與他人互惠合作或實際參與社區

活動等公民投入的內涵，因此本研究目的一即探討不同反思

層次對公民投入的影響為何。 
 

增進大學生公民投入的能力，反思為關鍵，同時反思亦

扮演服務學習成敗之重要元素，係反映學生學習成長之指標，

經探討發現服務學習之反思有助公民投入內涵之養成，故本

研究探討服務學習之參與服務學習型態、參與服務學習時間、

自我肯定、反思層次對公民投入之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本研究計畫之架構圖如下，目的在探討

服務學習反思與公民投入之關聯性，納入參與服務學習型態、

參與服務學習時間、自我肯定等控制變項，以瞭解服務學習

反思對公民投入的影響關係是否改變。 
 

(二)研究對象 
抽樣母群為臺灣南部公私立大專校院，按分層比例抽樣，

主參考教育部分類準則為參考標準，南區包括：嘉義、臺南、

高雄、屏東、澎湖、金門之大專院校及科技大學，抽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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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先劃分 國立與私立兩類，再從其中按比例抽取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及教育大學，共選取14間大學，每所40名大學部學

生，整體樣本560位在學大學生。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含:「基本資料」、「反思量表」、

「自我肯定量表」以及「公民投入量表」來進行施測。 
 

1.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參與服務學習型態與參與

服務學習時間。其中「參與服務學習型態」乃依教育部（2007）

反思 
1. 具體經驗 
2. 反思觀察 
3. 抽象概念 
4. 實作經驗 

控制變項 
1. 參與服務

學習型態 
2. 參與服務

學習時間 
3. 自我肯定 

公民投入 
1. 公民態度 
2.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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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課程服務學習方案之標準分類，將服務學習類型分為校

訂必修勞作服務、通識課程、專業課程、校外志願服務、社

團服務學習五類。「參與服務學習時間」選項以1學期18週
為基準，其計分方式說明如下：18小時（含）以內，得1分；

19小時~36小時，得2分；37小時~54小時，得3分；54小時以

上，得4分；得分越高，表示其參與服務學習時間越長。 
 

2.自我肯定量表 
本研究之自我肯定則引用王慧禎（2011）編製之「自我

肯定量表」，題目為：（1）能在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中獲

得成就感；（2）能在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中建立自信心；

（3）能參與成果發表，對我來說是很光榮的；（4）能時常

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5）能時常與父母、師長、機構

或社區人員分享自我的成長；（6）能肯定自己的參與及表

現；（7）能激起繼續投入服務的決心。量尺為0%~25%非常

不符合，得1 分；26%~50%不符合，得2 分；51%~75%符合，

得3 分；76%~100%非常符合，得4分，得分愈高，代表自我

肯定程度愈高。 
 

3.反思量表 
服務學習反思量表參考Kolb之學習理論（Kolb,1984; 

Kolb&Kolb, 2005），本量表可測量學生反思認知型態，研究

者根據學習型態特徵及反思思考的層次，各向度擬定5題，

共20題，再進行德懷術分析及預試修訂，分為四個分量表：

具體經驗（CE）、反思觀察（RO）、抽象概念（AC）及實

作經驗（AE），反思量表請見表3。 
 

表 3服務學習反思量表 

分量表 題目 

具體經 1.我和被服務者（或機構）互動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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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題目 

驗 2.我與夥伴分享服務經驗。 

3.我寫日誌或以攝影、製作影片等方式來記錄服務

學習的感受。 

4.我參考過去經驗來處理服務學習中遇到的問題。 

5.服務學習讓我對夥伴們更加瞭解。 

反思觀

察 

6.我設法瞭解被服務者（或機構）的需求。 

7.活動後，我會思考被服務者（或機構）的真正需

求。 

8.我設法瞭解被服務者（或機構）的狀況。 

9.我會先蒐集資料，瞭解當地的風俗文化。 

10.從服務經驗中，我發現自己原本的想法需要改

變。 

抽象概

念 

11.我能依不同對象的需求來設計服務方案。 

12.我會推想服務學習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問題。 

13.服務學習幫助我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14.服務學習幫助我針對問題提出具體的改善建

議。 

15.服務學習幫助我思考辦理事情要考慮可行性。 

實作經

驗 

16.我運用專業知識來幫助被服務者。 

17.我運用新方法解決服務學習遭遇的問題。 

18.服務學習讓我對於解決問題更有信心。 

19.服務學習經驗讓我運用新的方法來解決日常問

題。 

20.參與服務學習讓我勇於嘗試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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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民投入量表 
公民投入量表參考蕭揚基（2000）發展之公民意識量表

進行修訂，該量表包含以下分量表：公民認知、公民態度及

公民參與，為考量本研究旨探討學生對公民態度與投入程度

部份，故採納公民態度與公民參與兩分量表，公民態度量表

包含：「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對社會關懷的態度」、「對

社會責任的態度」、「對時事關心的態度」；公民參與量表

部份包含：「蒐集資訊的能力」、「社團活動的參與」、「社

會義義務工作的參與」、「政治性活動的參與」，上述兩分

量表共計40題，量尺5至1分為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

同意到非常不同意，題項請見表4。 
 

四、研究程序 

(一)反思量表 
本研究以Kolb與Kolb（2005）修訂之學習型態量表3.1 版

本為基礎，採用德懷術建基在內容效上，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進行分析，以降低翻譯造成對等性的問題。德懷術是一種集

體決策技術，集合專家的知識與想像，經由特定調查達到共

識（吳雅玲，2001）。首先1.選取受試者，並以匿名方式詢

問其針對問卷主題的觀點、建議、批評與預測；2.每一位受

試者均接受全體平均反應之回饋，為了確認對這次全體平均

反應表示同意或反對，開始第二輪；3.再次呈現全體平均反

應給受試者回饋，並說明為何不同意全體平均反應之原因；

4.當受試者瀏覽全體受試者多數意見之後，再作回應；5.經
過一輪的德懷術之後，如果意見並未明顯收斂，步驟3和步

驟4可以再重複，按照德懷術的建議步驟，本計畫預計進行

3-4回合，其優點為：1.排除重要成員對團體決策之影響；2.
節省時間，有效率地在主要事務上討論；3.避免從眾效應；

4.避免對先前論點的辯護；5.減少面對面討論的心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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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分析包含質、量部分，量化分析包含：平均數、標準

差、眾數及平均數減眾數的絕對值，平均數愈高愈好，標準

差愈小愈好，平均數減眾數的絕對值小於1 為佳，以上述標

準進行題項修訂，修訂後進行問卷預試，以達良好的信效

度。 
 

(二)資料蒐集：量化資料 

蒐集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後予「反思量表」、「自

我肯定量表」、「公民投入量表」與「個人背景資料」調查，

背景資料包含：性別、是否參與服務學習、參與服務學習時

間、參與服務學習之型態。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依據本研究所得資料進行1.描述性統計：平均數、標準

差、資料分佈偏態與峰度等分析各變項，整體性的瞭解資料

性質；2.相關分析：針對研究目的一、研究目的二分析各變

項間關係；3.階層迴歸分析：針對研究目的一、研究目的二

分析，依據服務學習過程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投入自變項，

以瞭解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與公民投入之關聯，進行迴歸分

析時「參與服務學習型態」及「參與服務學習時間」進行虛

擬編碼做虛擬變項處理，階層迴歸模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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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階層迴歸模型變項表 
依變項 自變項 

公民投入 
（公民態度、公民

參與） 

一、服務學習型態 
（校訂必修、通識課程、專業課程、校

外服務、社團學習） 
二、服務學習型態、參與服務學習時間 
三、服務學習型態、參與服務學習時

間、自我肯定 
四、服務學習型態、參與時間、自我肯

定、心反思 
 

五、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有效樣本共543筆，其中男生占整體樣本43.6%，

女生佔整體樣本56.4%，將近一半的比例。其他背景變項如

學校型態，以及參與服務學習型態的樣本數與比例參見表6。
表7呈現參與服務學習時間、自我肯定量表得分、四種服務

學習反思得分，以及公民態度量表與公民參與量表得分之平

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以及重要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表 6 有效樣本背景變項之樣本數與百分比 
背景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男生 237 43.6% 
女生 306 56.4% 
公立普通大學 63 11.7% 
私立普通大學 140 26.1% 
公立科技大學 45 8.4% 
私立科技大學 289 53.8% 
校定必修 267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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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 1.9 20.0% 
專業課程 144 26.4% 
校外服務 71 13.0% 
社團服務 163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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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依據理論架構，緊接著採用階層迴歸分析，探討

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反思與公民態度及公民參與之關聯

性。 
 
在公民態度方面（見表8），模型一先針對五種服務學

習型態對於公民態度之關聯，以校定必修為對照組，結果發

現大學生參與通識課程之服務學習的公民態度顯著低於參

與校定必修之服務學習。模型二加入參與服務學習時間，其

結果與模型一相同，而且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時間多寡並不

會影響到其公民態度。模型三加入自我肯定，原本通識課程

與校定必修的差異變得不顯著，大學生自評自我肯定顯著正

向影響公民態度，也就是說大學生愈自我肯定，其公民態度

愈佳。模型三模型的解譯變異量從原先的0.3%增加為13.8%，

F值改變量為77.314（p<.001）。模型四加入四種服務學習反

思後，大學生自評自我肯定依舊顯著正向影響其公民態度，

但是其迴歸係數由0.3下降為0.148。四種服務學習反思中僅

有實作經驗並沒有顯著影響公民態度，其他三種服務學習反

思都顯著正向影響公民態度，也就是說大學生具體經驗的服

務學習反思愈多，其公民態度愈佳；大學生反思觀察的服務

學習反思愈多，其公民態度愈佳；大學生抽象概念的服務學

習反思愈多，其公民態度愈佳。模型四模型的解譯變異量增

加為38.8%，F值改變量為53.120（p<.001）。模型分析的VIF
值小於4.198，故排除多重共線性的問題（Myers, 1990），而

且Durben-Watson殘差檢定為1.675，介於1.5至2.5之間，故殘

差並無自我相關存在。 
 
在公民參與方面（見表9），模型一先針對五種服務學

習型態對於公民參與之關聯，以校定必修為對照組，結果發

現大學生參與通識課程之服務學習的公民參與顯著低於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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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定必修之服務學習，然而大學生參與專業課程之服務學

習的公民參與顯著高於參與校定必修之服務學習。模型二加

入參與服務學習時間，其結果與模型一相同，而且大學生參

與服務學習時間顯著正向影響公民參與，也就是說大學生參

與服務學習的時間愈多，其公民參與愈多。模型三加入自我

肯定，其結果與模型二相同，而且大學生參與校外服務之服

務學習的公民參與顯著高於參與校定必修之服務學習；大學

生自評自我肯定顯著正向影響公民參與，也就是說大學生愈

自我肯定，其公民參與愈多。模型三模型的解譯變異量從原

先的6.8%增加為25.2%，F值改變量為126.325（p<.001）。模

型四加入四種服務學習反思後，大學生自評自我肯定依舊顯

著正向影響其公民參與，但是其迴歸係數由0.539下降為

0.327，而且原本通識課程和校外服務與校定必修的差異變得

不顯著。四種服務學習反思中僅有反思觀察和實作經驗顯著

正向影響公民參與，也就是說大學生反思觀察的服務學習反

思愈多，其公民參與愈多；大學生實作經驗的服務學習反思

愈多，其公民參與愈多。模型四模型的解譯變異量增加為

45.4%，F值改變量為48.025（p<.001）。模型分析的VIF值小

於4.198，故排除多重共線性的問題（Myers, 1990），而且

Durben-Watson殘差檢定為1.740，介於1.5至2.5之間，故殘差

並無自我相關存在。 
 
從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與公民態度之階層迴歸分析結

果中，有些重要的發現在此值得討論。首先，在納入自我肯

定及反思效應後，不管推動服務學習以什麼形式進行，對公

民態度的影響與校必修課程沒有差異，其意義在於大學生參

與服務學習對公民態度的影響，不在於形式，而是在於自我

肯定及反思部分是否落實執行及實踐。另外，就Kolb（1984）
所劃分反思的四個層面，只有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

念對公民態度具影響力。這可能意味「態度」的建立，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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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觀念、價值、概念的塑立，與實作實踐較無關係。 
 

    其次，有關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對公民參與之影響，可

發現自我肯定及反思實踐仍是重要因素。但與公民態度不同

之處在於，若服務學習以專業課程形式推動，比必修課程來

得對公民參與更具影響力，只可能代表著，學生能以習得的

專業知識應用於社區服務中，更能增強其成就感及價值感，

藉此促進其日後投入公民參與之行動。另外，分析結果發現，

只有反思觀察及實作經驗對公民參與有所提升，反思觀察著

重在察覺及瞭解情境狀況，尋找社區需求；而實作經驗是指

能運用方法及專業知識解決社區問題，這正培養公民參與所

需的社會議題的觀察及敏覺度，以及尋求公共問題解決策略

能力。 
 

六、結論 

高等教育要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學術涉世，服務學習

教育會是一個非常重要平台。服務學習是一種以社區服務為

基礎的經驗教育合作學習模式，反思是服務學習的核心要素，

其目的在增進學生個人與人際的發展、了解與應用知識、批

判思考能力的發展及觀念轉變、公民能力的培養（Mitchell et 
al., 2015; Richard, Keen, Hatcher, & Pease, 2016）。因此，本

研究之目的:在瞭解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後不同反思歷程對

公民投入影響之程度；納入參與服務學習型態、參與服務學

習時間、自我肯定之效應後，檢視反思與公民投入關係是否

有所改變。 
 
從研究結果得知:控制參與服務學習類型以及參與服務

學習時間後，自我肯定對於公民態度與公民參與都具有正向

影響。其次，加入四種服務學習反思之後，自我肯定對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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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態度與公民參與的影響依舊存在，但是皆有些許下降。最

後，四種服務學習反思中，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念

正向影響公民態度；而反思觀察與實作經驗正向影響公民參

與。換言之，服務學習課程類型、參與服務學習時間長短對

公民投入沒有的影響；反思與自我肯定對公民投入則具有影

響力。 
 
總之，在服務學習方案發展歷程中，反思與自我肯定是

影響公民實踐的重要因素。反思歷程中的反思經驗對公民投

入(公民態度與公民參與)存在著影響力；反思歷程中的具體

經驗、抽象概念對公民態度具有影響力；反思歷程中的實作

經驗則正向影響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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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整體而言，在學業成就方面，跨國婚姻者的子女低於臺

灣內婚者的子女。許多研究將這現象歸因於新住民子女的母

親，認為她們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不及本國女性。本研究認

為，由於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對於跨國婚姻與新住民的誤解，

上述說法可能不盡正確。 
本研究使用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以次序邏

輯迴歸分析估計族群因素對於「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

淨效果。結果發現，母親本人的教育程度影響她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而在控制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後，族群因素對於「母

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並無意義，表示新住民女性對其子女

的教育期望，與本國女性相較，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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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婚姻、教育期望、威斯康辛模型 
 
 
Abstract：Overall, children of intermarriage couples have a 
lower academic attainment than the others. Some studies 
attribute this phenomenon to those foreign mothers, and argue 
that those female marital immigrants have lower expectations 
about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above statement may not be correct due to a long history of 
Taiwan society's misunderstanding of intermarriages andfemale 
marital immigrant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irst-wave investigation of the 2010 
“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 (PELS)to estimate 
the net effect of ethnic on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of 
mothers about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using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mother is meaningful tohereducational 
expectationsabout her child. Besid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other 
factors, the factor of “ethnic” does not make any sense for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of mother about her child.It means 
thatfemale marital immigrants have the same expectation about 
their children’sachievementas the native-born women do. 
 
 
Keywords: intermarriag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he 
Wiscons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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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0年代中葉開展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婚姻，

台灣相對於東南亞國家較優的經濟發展程度，吸引東南亞女

性移民持續移入（顏錦珠，2002）。以 2016 年而言，根據內

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總結婚對數為 147,861 對，中外聯姻

對數佔總結婚對數 13.8%，中外聯姻新娘有 15,442 人、新郎

4,917 人（內政部統計處，2017）。由於跨國婚姻數量逐漸累

積且數量甚大，其第二代的子女的教育成就也就成為關注的

焦點。諸多研究指出，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通婚所生的子

女，在學業表現上低於本國人內婚的子女，並將原因歸咎於

其母親跨國移民的身分，認為她們因為年輕，不懂如何管教

孩子，或者文化與價值觀與本國人不同，對孩子的教育期望

不及國人。 
 
這樣的說法是真的嗎？這是本研究要探究的。長期以來，

由於跨國婚姻發生的時間與引進外籍移工的時間相近，並且

都是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東南亞，加上婚姻仲介的市場

化操作，導致台灣不少民眾對從東南亞國家來的跨國婚姻女

性存在著錯誤的認知與歧視（Chen, 2016）。其次，影響父母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因素當中，父母本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作

用甚大，不論是早期或近期的研究都指出，一般而言，父母

的社經地位越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周裕欽、廖品

蘭，1997；陳建州，2004；李承傑、黃毅志，2016），而台

灣男性迎娶東南亞女性者，平均的社經地位較低，在錯誤的

認知與歧視之下，人們極可能不能察覺究竟是「家庭背景」

或是「母親身份」影響了「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基於

此，本研究分析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一

波調查資料，比較本國人通婚的母親與跨國婚姻的母親，她

們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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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婚姻發展趨勢 
    表 1 是整理自內政部移民署（2017）所公布的 1987 年 1
月～2016 年 11 月之間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

人數。從 1987 年迄今，外籍女性配偶人數是外籍男性配偶

的 8.23 倍，且主要來自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與印尼。 
早期的東南亞國籍女性配偶以來自菲律賓和印尼者為主，前

者會說英語、教育程度較高，其臺灣新郎的教育水準較高（邱

方晞，2011），後者以貧苦華裔為主，對象許多是退伍老兵

（夏曉鵑，1997），隨後，在臺灣女性社經地位大幅提高後，

國內婚姻市場產生變化，許多男性在國內無法找到適當的對

象，從印尼嫁來臺灣的女性大增，加上越南對外採較開放政

策，婚姻仲介業者在越南開啟婚姻「商機」，逐漸地，從越

南嫁到臺灣的女性之數量居東南亞第一。 
表 1  1987 年 1 月～2016 年 11 月間外裔、外籍配偶人數按

性別及原屬國籍分 
國籍別 男性 女性 
日本 2,258 2,504 
韓國 573 1,017 
印尼 630 28,788 
泰國 2,850 5,860 
越南 1,101 99,022 
柬埔寨 4 4,296 
菲律賓 620 8,429 
其他國家 11,071 7,385 
總計 19,107 157,301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2017）。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

人 數 按 證 件 分 。 2017 年 11 月 11 日 ， 取 自 ：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41715&ctNode

=29699&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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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則是內政部（2015a）公布之 1999～2014 年間成為

國人配偶並歸化之外籍女性的國籍分佈情形。從圖 1 可知，

早期成為國人配偶的外籍女性主要來自印尼，但是 2004 年

之後，成為臺灣男子的配偶並取得我國國籍的女性，來自越

南者已遠超過其他國家。再仔細觀察圖 1 之變化可知，來自

東南亞國家的女性成為國人配偶並歸化的數量，在 2008 年

之前大致上是大量增加的，此似乎符合相關研究之預期，呈

現逐漸增加的趨勢。但是，這種增加的趨勢卻不是持續的，

在 2008 年之後，這個數字呈現快速下滑的現象。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5a）。結婚人數按新郎新娘原屬國籍分（按發生

日期）。2015 年 12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346。 

 

圖 1  1999～2014 年間成為國人配偶並歸化之外籍女性的國

籍分佈 

 

若觀察內政部（2015b）公布之 2001～2014 年間結婚之

女性，依其來源地區分，並以發生日期計（非歸化日期），

如表 2，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新娘的比率，在 2004 年時為

13.30%；2005 年時降為 7.20%；2006 年時再降為 4.28%，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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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至 2014 年間大致維持穩定。顯然地，來自東南亞國家的

女性配偶已經不再是「前仆後繼」般地湧入臺灣。 
整體而言，從 1990 年代中葉啟動的臺灣—東南亞國家

跨國通婚潮，其發展呈現「上升下降穩定」的曲線走勢，

在 1998～2002 年間呈現逐年增加趨勢；2004～2006 年間下

降；2006 年之後迄今大致上持平。也許是臺灣與東南亞國家

之間的經濟差異縮小了；或者是超過適婚年齡而未婚的臺灣

男性數量降低了；抑或審核制度改變，造成跨國婚配的可能

性下降。 

 

表 2  2001年～2014年間結婚之新娘依地區分（按發生日期） 

年度 本國籍 中國大陸 港澳地區 
東南亞地

區 
其他地區 

2001 74.76% 15.67% 0.08% 9.31% 0.17% 

2002 74.13% 15.94% 0.08% 9.66% 0.19% 

2003 72.03% 18.02% 0.10% 9.59% 0.26% 

2004 77.24% 9.03% 0.13% 13.30% 0.30% 

2005 82.69% 9.69% 0.14% 7.20% 0.29% 

2006 85.69% 9.53% 0.19% 4.28% 0.32% 

2007 83.85% 10.45% 0.17% 5.17% 0.35% 

2008 87.88% 8.01% 0.18% 3.58% 0.36% 

2009 84.48% 10.54% 0.21% 4.38%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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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86.91% 9.02% 0.20% 3.49% 0.38% 

2011 89.46% 7.33% 0.22% 2.62% 0.36% 

2012 88.92% 7.63% 0.22% 2.85% 0.38% 

2013 89.70% 6.71% 0.27% 2.90% 0.42% 

2014 89.71% 6.16% 0.33% 3.39% 0.42%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5b）。國籍之歸化取得人數。2015 年 12 月 10 日，

取自 http://sowf. moi.gov.tw/ stat/year/list.htm。 

 

（二）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婚姻發展的原因 
二戰後的臺灣實施土地改革，隨後經濟發展策略轉為出

口導向，大量的中小企業產生，配合從農村移動到都市的大

量勞動力，使得台灣搭上全球化貿易的列車。產業結構從農

業轉向勞力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到資本密集的工業與

服務業（陳建州、劉正，2014），台灣的經濟發展曾與香港、

新加坡、南韓合稱「亞洲四小龍」。在中國走改革開放路線

後，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在生產成本與市場的考量下，紛紛出

走，前往中國大陸設廠。 
 
在諸多考量下，台灣政府於 1993 年推動南向政策，除

了分散過度集中於中國大陸的投資之外，也由於部分台資企

業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人力從事高消耗與污染的工業，台資

在中國面對生產成本日益提高的問題；在台灣面對勞動人力

成本上漲與環保意識抬頭，東南亞國家成為台灣企業開拓的

主要區域。 
 
由於管理職缺的需求，企業派遣本國籍工作人員進駐東

南亞國家，而這些被派遣到東南亞各國的本國籍人員大部分

是男性，在外派人員男女比例懸殊之下，這些臺灣男人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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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機會結識當地女性，進而發展婚姻關係。同時，本國

女性的社經地位提高，許多台灣男性出現擇偶困境，經濟發

展程度相對較低的東南亞國家成為他們尋覓結婚對象的新

天地，於是婚姻仲介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市場化的操作

下，大幅推升臺灣男人與東南亞國家女性的跨國通婚。 
 
「跨國婚姻仲介」這樣的情形也同樣存在於其他國家。

Glodava 與 Onizuka（1994）即指出，美國的跨國婚姻仲介業

者在婚姻廣告目錄中時常刊登不同國家與種族的女性照片

供當地男性選擇，讓美國男性得以與亞洲或歐洲國家女性通

婚。而另一方面，多數開發中國家女子也經由跨國婚姻仲介

往已開發國家流動，藉此獲取高於母國的生活條件與社經地

位（夏曉鵑，2000）。 
 
讓我們進一步說明臺灣郎跨海娶東南亞新娘的原因。首

先是臺灣女性社經地位的提升，男女在教育、職業方面的差

距縮小。在教育方面的性別差距，圖 2 是臺灣男女取得高中

與大專階段教育的機會差異變遷情形（陳建州，2015）。從

圖 2 可以見到，在「取得高中階段教育」（也就是 15 歲～

18 歲這個年齡層所接受的教育）的性別差異方面，早期呈現

男女有別，並且是男性取得高中階段教育的比率大於女性，

而這方面的差距大約在 1981 年消失；而在「取得大專階段

教育」（也就是年齡 18 歲以上所接受的教育）的性別差異

方面，早期同樣也是呈現男女有別，並且同樣也是男性取得

大專階段教育的比率大於女性。而這方面的差距大約在 1988
年消失，至今，女性就讀大學的比例高於男性（陳建州，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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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陳建州（2015）。以性別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平等過程驗證

門檻假說。南華社會科學論叢，1，97-120。橫軸年度為

民國年。 

圖 2 臺灣男女取得高中與大專階段教育的機會差異變遷 
 

在職業方面的性別差距，圖 3 是根據勞動部（2017）公

布之性別勞動統計資料繪製的 1978 年～2016 年我國男性與

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 1978 時，我國男、女的勞動參與率

分別為 77.96%與 39.13%；到了 2016 年，我國男、女的勞動

參與率分別為 67.05%與 50.80%。男女的勞動參與率有趨近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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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性別勞動統計資料。2017 年 1 月 2 日，取

自 https://www.mol.gov.tw/ statistics/2461/19608/。 

圖 3  1978 年～2016 年臺灣男女勞動參與率 

從上述說明可知，隨著臺灣女性平均教育水準和勞動能

力提升，女性的經濟自主權與自主意識開始抬頭，許多社經

地位較低的臺灣男人成為婚姻市場上的不利者，因社會及經

濟地位的弱勢，他們在國內婚姻市場中難以獲得結婚對象，

於是在跨國婚姻仲介鼓吹與簇擁下，這些臺灣男人便轉而向

東南亞諸國尋找合適配偶（張貴英，1996）。 
 
另一原因是王宏仁、田晶瑩（2006）所指的臺灣男性對

於「男性氣魄、婦德想像」的實踐。他們認為低社經地位的

男性逐漸受到擠壓與邊緣化，以致傳統社會中男性期待的娶

妻生子、成家立業成為正港男人的婚姻市場競爭力逐漸削減，

他們指出，臺灣部分男性難以在國內新型態的婚姻市場中實

現所謂的男性氣魄，因此，這些臺灣男人經由跨國婚姻仲介

業者，跨海迎娶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東南亞國家年輕女

性，藉以滿足對於女性婦德的想像、展現男子氣魄。他們發

現，這些臺灣男人並非是經濟地位弱勢而跨海娶妻，而是深

受傳統性別文化的影響。由於本國女性的勞動參與及教育水

準的提高，逐漸擺脫對於男性的倚賴，部分男性失去展現男

子氣概及性別優越的機會，而婚姻仲介業者所形塑的東南亞

女性「倚賴、不能自主、低物質需求」的理想妻子，正好迎

合了臺灣部分男性對於「婦德」的想像。 
 

（三）新移民女性面對的歧視環境 
由於跨國婚姻仲介業者的市場化操作，造成國人對這類

跨國婚姻視為「買賣式婚姻」（夏曉鵑，2000），使得新移

民女性在臺灣備受歧視。Chen 與 Liu（2017）指出新移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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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遭受歧視的三個原因：一是，新移民與東南亞移工都來自

相同的地區，並且都是經濟發展程度低於臺灣的國家。二是，

跨國通婚潮開始的時間與我國開放輸入東南亞勞工的時間

點相近。三是，跨國婚姻仲介業者的操作手法，將跨國婚姻

蒙上「買賣」的陰影，並明白暴露跨國婚姻的「交換性」。

這三項因素混合在一起，造成他們被視為是同一類—都是從

較為落後的國家來臺灣賺錢的人。 
 
這樣的錯認造成的歧視，具體表現在新移民女性在勞動

市場上所獲得的回饋。Chen 與 Liu（2017）分析 2010 年「屏

東教育長期追蹤資料」，發現新移民女性的教育文憑價值在

臺灣是被嚴重低估的，對於臺灣已婚女性而言，教育程度越

高者，獲得的職業越好；但是對於新移民女性而言，不管是

大學、高中或國中畢業，所能取得的職業和小學程度者無差

別。 
 
這樣的歧視可能同樣表現在對新住民子女學業成就的

理解上。新住民子女數逐漸增加，他們的學習情形逐漸獲得

重視，許多的研究指出，新住民子女的學習成就低於本國人

內婚的子女。例如，新移民子女在學齡義務教育階段，學業

表現相較一般學生學習表現落後（林璣萍，2003；鍾文悌，

2004），在學業上有適應不良的情形，且多發生在學齡前及

國小低年級階段，尤其在語文及數學領域表現低於臺灣男女

通婚子女，其中數學領域落差較大（柯淑慧，2004；蔡榮貴、

黃月純，2004；李瑞娟，2006）。不少研究將它歸因於「新

住民母親」身上，例如，王秀紅、楊詠梅（2002）指出，學

齡前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在語言表達的字詞數量相較同齡

兒童少，語言文法中缺乏複雜性，並指出東南亞女性婚姻移

民，因語言限制，平時少與子女有文字性遊戲，使得子女語

言表達及學習發展有較慢的現象。或有研究認為東南亞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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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學識、語言文字的不足，無法教導子女課業，造成子

女學業表現產生困難與阻礙，以及未能在傳統母職角色的社

會期待下扮演好母親的角色，並且因生活習慣、風俗文化、

年齡較輕、教養子女經驗不足，產生子女教育態度及觀念的

落差，以及常因語言和識字能力低，導致無法協助其已就學

子女的課業學習，影響其子女的學業成就和生活素養（郭靜

晃、薛慧平，2004；黃富順，2003；張鈿富，2006），或者

指出，由於新住民女性來自較為落後的國家，教育價值觀不

及台灣女性，可能反應在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差異上，亦即，

跨國婚姻女性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較低，導致她們的孩子的成

績較差（吳芝儀、劉秀燕，2004；吳清山，2004；莫藜藜、

賴佩玲，2004）。 
 
但是對於新住民子女教育成就偏低情形的研究，其實結

論並不一致。許茹媛（2011）指出，新移民子女在校學習與

生活適應表現並不都差於臺灣內婚子女。王瑞壎（2004）、

蕭彩琴（2004）的研究發現，就讀低年級的新住民子女，在

學校適應及學習能力，以及在國文、英文、數學等學業表現

上，與國內通婚子女相較，並無顯著差異。 
 
白秀雄、方孝鼎（2009）便表示，無任一證據可證實新

移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與臺灣男女通婚子女有所差異，並指出

家庭社經地位與家長經濟能力應被納入為重要影響變項，然

而，諸多研究所謂的學習成就低落、學習問題、適應問題，

多為一般平均狀況相較而來，亦即是不對等比較的結果。陳

建州（2010）比較不同婚配家庭的子女的學習成就時就發現，

在控制了家庭社經地位之後，本國男性與東南亞女性通婚者

的子女，其學業成就並不輸給本國人通婚者的子女。也就是

說，台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通婚者的子女，如果其學業成就

較全體學生為低，是因為家庭社經背景偏低所致，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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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同家庭背景的新住民子女與本國人內婚子女的成績作

比較，就會發現並無差別。 
 
實徵研究指出，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是家庭背

景，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教育程度對子女學業表現有重要影

響，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將所掌握的財務資本轉

換成其他類型的資本，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能給予子女較豐

富的學習資產與學習指導，而教育程度越低的父母，子女因

缺乏學習資產不利子女學業表現（陳正昌，1994）。由於與

東南亞國家女性通婚者的男性，其社經地位平均較低，而家

庭社經地位又影響孩子的學業成就，所以造成新住民子女的

學業成就較低。這是家庭社經地位所致，而不是母親身份所

意味的文化差異、管教態度、教育期望、價值觀等所致。甚

至，顏朱吟（2009）認為，女性婚姻移民願意離開母國遠嫁

至臺灣，期望地位向上流動、改善自己或家人生活，這樣的

企圖心展現在子女身上，將促使子女爭取學業成就的表現。 
 
為了更加確認「新住民母親」這個身份是否會影響其子

女的學業成就，我們將以威斯康辛模型為基礎，在適當地控

制其他變項後，比較母親族群因素對於「教育期望」的影響

情形。在這裡，我們先來談談「教育期望」。 

 

（四）父母的教育期望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 
Blau 與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模型」指出父親

教育與職業地位會影響子女個人的教育成就的高低，然後影

響離開學校後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好壞，進而影響日後的職業

地位高低。日後，Sewell、Haller 與 Portes（1969）以 Blau
與 Duncan 的地位取得模型為基礎，在出身與教育成就之間

加入變項--「重要他人影響」，就是著名的威斯康辛模型

（Wiscons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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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係指一群對個人具高度

影響力的人或個人仰慕或模仿的對象，其中包含了父母、同

儕、師長等。而父母作為子女的重要他人，父母對子女教育

期望越高，子女因受父母期望影響而提升自我的學習成就。

關於家庭社經背景、教育期望、個人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從陳俊瑋、黃毅志（1992）延伸 Sewell、Haller 與

Portes（1969）威斯康辛模型獲得理解，如圖 4。 
 

 
圖片來源：陳俊瑋、黃毅志（2011）。重探學科補習的階層化與效益：

Wisconsin模型的延伸。教育研究集刊，57（1），101-135。 

圖4家庭社經背景、教育期望與個人學業之關係 
 

    從圖 4 可知，學生的學業成就差異，與家庭社經地位有

關，而家庭社經地位是透過「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待」而產

生作用，也就是說，父母教育程度的高低不同，對於子女的

教育期望就有高低的差別，這差別影響了子女對自己的教育

期望，也影響了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補習）程度，最後造成

學生學業成績有了高低的差別。由於父母是子女的重要他人，

因此父母對子女所抱持的期望容易影響子女的成就抱負，而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者，認知教育所具有的價值就越高，所以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就越高。過去的研究證實了父母教育程

度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與子女自我教育期望，接著對子女

學業成績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張世平，1984；林義男，

1993；曾建章，1996；巫有鎰，1999；陳順利，2001；陳建

州，2004；楊春華，2006；陳俊瑋、黃毅志，2011；Trive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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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1995）。 
 
    從前述關於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偏低的討論可知，部

分研究認為，由於東南亞國家女性的文化與我國不同；或因

年紀輕而不懂得管教子女的方式；或因教育價值觀差異等，

導致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偏低。而從威斯康辛模型及陳俊

瑋、黃毅志（2011）的衍生模型可知，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對於孩子的學業成就有重要影響。依此，本研究將比較

新住民女性與本國女性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因族群身份

的不同而有差別。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與資料： 
    本研究採用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資調查」

（Pingtung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urvey，簡稱 PELS），是

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劉慶中校長指示規劃及建置之長期性

資料庫計畫，主持人為屏東教育大學陳正昌教授與陳新豐教

授。此資料庫是針對 2010年～2012年度屏東縣國民小學四、

五年級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為期三年之追蹤調查。 
為了避免家庭結構衍生的干擾，本研究篩選父母結婚並住在

一起的家庭。另外，檢選的新移民母國包括越南、印尼、柬

埔寨、泰國、緬甸，不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因為這兩個

國家的女性與台灣男性之間的跨國婚姻類型，與前述五國並

不相同。最後，依據設計的變項篩選，得有效樣本 3,777 人。 
 
（二）因果模型 
    由於本研究檢視的對象是「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因此，對應圖 4 所示陳俊瑋、黃毅志（2011）所提出的因果

模型，本研究僅以母親的教育程度表示母親的社經地位，因

為不是每一位母親都有工作。另外，家庭收入資料通常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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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無法正確反映家庭的社經地位，所以在因果模型中也不

放入「收入」。並且，為了檢視這些母親是否仍存在「重男

輕女」的現象，我們將「子女的性別」加入因果模型。此外，

由於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也可能影響了父母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所以在因果模型中加入「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

最後得到因果模型如圖 5。 
 

母親教育程度 
母親族群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父親對子女 

    的教育期望 
                        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 

子女的性別 
 

圖 5  母親教育程度、族群與教育期望的因果模型 

（三） 變項設計 
1. 依變項：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以順序尺度表示，包

括國中、高職、高中、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共七等。 
2. 自變項： 
（1） 母親族群：包括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

東南亞婚姻移民（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國、緬

甸）。 
（2） 母親教育程度：以順序尺度表示，包括國小以下、

國中、高職、高中、專科、大學、研究所以上，共

七等。 
（3）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以順序尺度表示，包括國

中、高職、高中、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共七等。 
（4） 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以順序尺度表示，包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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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職、高中、專科、大學、碩士、博士共七等。 
（5） 子女性別：男生與女生。 

 
四、分析結果 
（一）變項的敘述統計 
    表 2 是樣本學生的性別以及自己對自己的教育期望程度

之分配表。性別方面，樣本的男、女學生大約各半。而學生

對自己的教育期望方面，有超過 77%的小學四年級學生期望

自己的教育程度是大學以上。 
 
表 2  樣本的性別與教育期望的次數分配表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868 49.5% 

女 1909 50.5% 

子女對自己的

教育期望 

  

國中 112 3.0% 

高職 190 5.0% 

高中 279 7.4% 

專科 253 6.7% 

大學 1294 34.3% 

碩士 397 10.5% 

博士 1252 33.1% 

總計 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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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則是樣本的母親族群、母親教育程度、母親對子女

的教育期望的次數分配表。母親族群方面，以閩南人最多，

約 72.6%，新住民人數最少，約 5.3%。母親教育程度方面，

以高職為最多，其次是專科，國小程度者最少。在教育期望

方面，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最多者為大學程度，其次是博

士，最少者是「國中程度即可」。 
 
表 3 樣本的母親族群、教育程度、子女的教育期望之次數分

配表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母親族群   

閩南人 2741 72.6% 

客家人 465 12.3% 

外省人 114 3.0% 

原住民 258 6.8% 

新住民 199 5.3% 

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140 3.7% 

國中 463 12.3% 

高職 1527 40.4% 

高中 497 13.2% 

專科 641 17.0% 

大學 409 10.8% 

研究所以上 100 2.6% 

母親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 
  

國中 10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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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 210 5.6% 

高中 303 8.0% 

專科 241 6.4% 

大學 1634 43.3% 

碩士 346 9.2% 

博士 936 24.8% 

總計 3777  

 

    表 4 則是樣本的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次數分配表，

父親對子女的期望最多者為大學程度，其次是博士，最少者

是「國中程度即可」。 
 
表 4 樣本的母親族群、教育程度，以及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之次數分配表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父親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 
  

國中 112 3.0% 

高職 214 5.7% 

高中 315 8.3% 

專科 219 5.8% 

大學 1649 43.7% 

碩士 319 8.4% 

博士 949 25.1% 

總計 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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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親的族群與父親的教育程度的關係 
    表5是樣本的母親族群與父親教育程度的關係，這同時

表示不同族群者，夫妻配對的教育程度分佈情形。從表5可
以見到，外省族群女性的丈夫的教育程度顯示最高的，而原

住民女性和新住民女性的丈夫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尤其是

新住民。新住民女性的丈夫的教育程度主要分佈在國小以下

和國中兩階段，合計超過50%。這個結果呼應了先前所述：

在台灣，跨海迎娶東南亞女性者，大多屬於社經地位較低

者。 
 

表5母親的族群與父親的教育程度的關係 

母親 

族群 

父親的教育程度 

總

計 

國

小 

以

下 

國

中 
高

職 
高

中 
專

科 
大

學 

研

究

所 

閩

南

人 

n 32 412 964 384 481 314 154 
274

1 

% 
1.2
% 

15.
0% 

35.
2% 

14.
0% 

17.
5% 

11.
5% 

5.6
% 

100
% 

客

家

人 

n 6 42 152 59 99 72 35 465 

% 1.3 9.0 32. 12. 21. 15. 7.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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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7% 3% 5% % % 

外

省

人 

n 2 5 34 16 20 20 17 114 

% 
1.8

% 

4.4

% 

29.

8% 

14.

0% 

17.

5% 

17.

5% 

14.

9% 

100

% 

原

住

民 

n 14 58 84 31 49 16 6 258 

% 
5.4

% 

22.

5% 

32.

6% 

12.

0% 

19.

0% 

6.2

% 

2.3

% 

100

% 

新

住

民 

n 20 82 50 30 12 5 0 199 

% 
10.

1% 

41.

2% 

25.

1% 

15.

1% 

6.0

% 

2.5

% 
.0% 

100

% 

總

計 

n 74 599 
128

4 
520 661 427 212 

377

7 

% 
2.0

% 

15.

9% 

34.

0% 

13.

8% 

17.

5% 

11.

3% 

5.6

% 

100

% 

χ2＝298.830* 

* p<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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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親的族群與母親的教育程度的關係 
    表6是母親的族群與母親的教育程度的關係。我們可以

見到，各族群中教育程度偏高者是外省人，她們的教育程度

為國中以下者大約3.5%；而教育程度最低者則是新住民，她

們的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超過75%。不過，要注意的是，

這樣的結果並非意指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女性婚姻移民，在

她們的母國是屬於教育程度偏低者，而是因為東南亞的經濟

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她們的教育發展程度也較低。 
 
表6母親的族群與教育程度的關係 

 

母親 

族群 

母親的教育程度 

總

計 

國

小 

以

下 

國

中 
高

職 
高

中 
專

科 
大

學 

研

究

所 

閩

南

人 

n 35 301 
120

0 
363 471 297 74 

274
1 

% 
1.3
% 

11.
0% 

43.
8% 

13.
2% 

17.
2% 

10.
8% 

2.7
% 

100
% 

客

家

人 

n 10 32 177 60 106 65 15 465 

% 
2.2
% 

6.9
% 

38.
1% 

12.
9% 

22.
8% 

14.
0% 

3.2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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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省

人 

n 1 3 42 17 25 20 6 114 

% 
0.9
% 

2.6
% 

36.
8% 

14.
9% 

21.
9% 

17.
5% 

5.3
% 

100
% 

原

住

民 

n 19 52 99 29 38 17 4 258 

% 
7.4
% 

20.
2% 

38.
4% 

11.
2% 

14.
7% 

6.6
% 

1.6
% 

100
% 

新

住

民 

n 75 75 9 28 1 10 1 199 

% 
37.
7% 

37.
7% 

4.5
% 

14.
1% 

0.5
% 

5.0
% 

0.5
% 

100
% 

總

計 

n 140 463 
152

7 
497 641 409 100 

377
7 

% 
3.7
% 

12.
3% 

40.
4% 

13.
2% 

17.
0% 

10.
8% 

2.6
% 

100
% 

χ2＝964.525* 

* p< 0.05 

 

（四）母親的族群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關係 
    表7呈現的是母親的族群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關

係。整體而言，我們看到外省族群母親，她們對子女的教育

期望似乎是較高的，希望子女的教育程度為碩士以上者，比

例大約42%；希望子女的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下者，比例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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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其次是閩南民族母親和客家民族母親，她們對子女

的教育期望為碩士以上者，比例都是大約35%；對子女的教

育期望為高中以下者，比例也都是大約8%。相對於上述三個

族群，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顯得較低，她們希望子

女的教育程度為碩士以上者，比例大約31%；希望子女的教

育程度為高中以下者，比例大約17%。而原住民族母親對子

女的教育期望則似乎是甚低的，她們希望子女的教育程度為

碩士以上者，比例大約22%，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為高中以下

者，比例大約20%。 
 

表7母親的族群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關係 

母親 

族群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總

計 
國

中 

高

職 

高

中 

專

科 

大

學 

碩

士 

博

士 

閩

南

人 

n 72 156 232 176 
115

0 
261 694 

274

1 

% 
2.6

% 

5.7

% 

8.5

% 

6.4

% 

42.

0% 

9.5

% 

25.

3% 

100

% 

客

家

人 

n 16 20 23 29 216 49 112 465 

% 
3.4

% 

4.3

% 

4.9

% 

6.2

% 

46.

5% 

10.

5% 

24.

1% 

100

% 

外

省

人 

n 2 6 4 6 48 8 40 114 

% 
1.8

% 

5.3

% 

3.5

% 

5.3

% 

42.

1% 

7.0

% 

35.

1% 

100

% 

原

住

民 

n 6 18 30 21 127 14 42 258 

% 
2.3

% 

7.0

% 

11.

6% 

8.1

% 

49.

2% 

5.4

% 

16.

3%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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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住

民 

n 11 10 14 9 93 14 48 199 

% 
5.5

% 

5.0

% 

7.0

% 

4.5

% 

46.

7% 

7.0

% 

24.

1% 

100

% 

總

計 

n 107 210 303 241 
163

4 
346 936 

377

7 

% 
2.8

% 

5.6

% 

8.0

% 

6.4

% 

43.

3% 

9.2

% 

24.

8% 

100

% 

χ2＝49.902* 

* p< 0.05 

    不過，我們並不能以表7所呈現的結果就宣稱新住民母

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低於其他族群。因為不同族群的教

育程度結構並不相同，而從前述討論可知，父母的教育程度

影響了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期望程度。 
 
（五）母親的教育程度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關係 
    表8呈現的是母親的教育程度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的關係。 
 
表8母親的教育程度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關係 

母親 

教育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總

計 
國

中 

高

職 

高

中 

專

科 

大

學 

碩

士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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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小

以

下 

n 
13 10 14 9 61 8 25 14

0 

% 
9.3

% 

7.1

% 

10.

0% 

6.4

% 

43.

6% 

5.7

% 

17.

9% 

10

0% 

國 

中 
n 

46 25 66 33 194 25 74 46

3 

% 
9.9

% 

5.4

% 

14.

3% 

7.1

% 

41.

9% 

5.4

% 

16.

0% 

10

0% 

高 

職 
n 

31 131 132 111 678 103 341 15

27 

% 
2.0

% 

8.6

% 

8.6

% 

7.3

% 

44.

4% 

6.7

% 

22.

3% 

10

0% 

高 

中 
n 

7 26 62 20 223 35 124 49

7 

% 
1.4

% 

5.2

% 

12.

5% 

4.0

% 

44.

9% 

7.0

% 

24.

9% 

10

0% 

專 

科 
n 

7 13 23 60 264 78 196 64

1 

% 
1.1

% 

2.0

% 

3.6

% 

9.4

% 

41.

2% 

12.

2% 

30.

6%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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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n 

2 5 5 7 190 64 136 40

9 

% 
.5% 1.2

% 

1.2

% 

1.7

% 

46.

5% 

15.

6% 

33.

3% 

10

0% 

碩

士

以

上 

n 
1 0 1 1 24 33 40 10

0 

% 
1.0

% 

.0% 1.0

% 

1.0

% 

24.

0% 

33.

0% 

40.

0% 

10

0% 

總

計 

n 
107 210 303 241 163

4 

346 936 37

77 

% 
2.8

% 

5.6

% 

8.0

% 

6.4

% 

43.

3% 

9.2

% 

24.

8% 

10

0% 

χ2＝471.360* 

* p< 0.05 

 

整體而言，我們從表8看到教育程度越高的母親，她們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是越高。這部分結合前述表6與表7可知，

由於外省族群母親的教育程度較高，所以她們對子女的教育

期望就較高；反之，由於新住民母親和原住民族母親的教育

程度較低，所以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就較低。從表6、表7
與表8的分析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直接比較新住民母親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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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其他族群母親（主要是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對於

子女的教育期望，可能會發現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似乎較低，但是這樣的情形可能是新住民女性的教育程度較

低所致，而非該族群的文化或價值觀與台灣人不同所致。 
如果忽略了不同族群組間的結構差異，我們就無法釐清究竟

是結構差異自然產生的差異，還是「族群」因素所產生的差

異。接下來，我們使用序列邏輯迴歸分析（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來控制組間的結構差異，以估計母親的「族群」

因素對「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的淨效果。 
 
（六）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由於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的表格過長，我們將它放在附表

1。從附表1可知，首先，「母親的教育程度」對於「母親對

子女的教育期望」具有重要意義，母親的教育程度若為國小

以下或國中，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明顯低於教育程度為

研究所以上的母親；教育程度為高職、高中、專科、大學，

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的母親沒

有差別。而對照表6，新住民女性的教育程度為國小以下、

國中者，合計約75%，而其他族群方面，閩南人媽媽的教育

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大約12.3%、客家人媽媽的教育程度為國

中以下者大約9.1%、外省人媽媽的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大

約3.5%、原住民媽媽的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大約27.6%。

所以，部分研究指出的「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偏低」

的現象，應該是新住民女性的教育程度相對偏低所致。 
接著討論的是「族群」的效果。從附表1可以看見，原住民

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明顯低於新住民母親；而新住民

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和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並無

差別。此結果再次說明前述表7呈現的「新住民母親對子女

的教育期望偏低」的情形，顯然是因為新住民母親的教育程

度較低所產生的表象，當我們控制了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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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並沒有

低於台灣的其他各個族群。 
 
    在子女的性別方面，我們可以見到不論男孩或女孩，母

親對他們的教育期望並不因為子女的性別而有不同，此表示

在教育成就這件事情上，母親可能並沒有「重男輕女」的傾

向。 
 
    在「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方面，可以見到「父親對

子女的教育期望」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有顯著相關

性。這對於本國人內婚的夫妻而言，可能是同質婚所產生的

相關性，譬如，夫妻雙方的教育程度相當，在「本人的教育

程度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之下，「丈夫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與「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便有了高度的相關性。但

是對於跨國婚姻者，我們認為具有相當的因果意義，由於台

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的通婚屬於「男下娶、女上嫁」，具有

明顯的「交換型態」特質，這類跨國婚姻家庭中的夫妻地位，

丈夫可能高於太太（陳建州，2010），所以丈夫的意識便可

能影響太太的想法。依此，在跨國婚姻家庭中，如果父親對

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可能影響母親的想法，母親對子女的

教育期望也隨之越高。 
 
    在「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望」方面，可以見到「子女對

自己的教育期望」越高，「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就越

高，顯示兩者間具有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關係。 
 

五、結論與討論 

    自 1990 年代中葉，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跨國婚姻

開始大量出現，並且繁衍許多的台灣之子，為台灣的人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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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的生力軍。然而，由於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落後

於台灣，加上婚姻仲介業者的市場化操作，使得不少台灣民

眾對於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存在錯認，進而產生歧視。 
 
    新住民子女的教育成就隨著人數的日益增加而獲得重

視，但是對於他們的學業成就偏低的原因，許多研究認為是

「外國媽媽」造成的，包括文化差異、管教方式不同、價值

觀落差等，並具體表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上，亦即，新住

民女性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被認為低於本國女性，所以造成

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偏低。 
 
    然而，這樣的指認可能是偏見與不對等比較的結果，並

不能釐清究竟是母親教育程度所產生的影響，還是族群身份

的效果。為此，本研究採用 2010 年屏東教育長期追蹤第一

波的調查資料當中，就讀國小四年級學生的調查結果，抽取

父母結婚且住在一起的家庭，比較不同族群的母親，她們對

於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否存在因「族群身份」所造成的差異。 
 
    經過序列邏輯迴歸分析後，我們發現，在控制了母親的

教育程度之後，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新住民這四類族

群的母親，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並沒有差別。人們或許從

表面上看到「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偏低」的情形，

但這是因為新住民母親的教育程度較低所致，與他們教育程

度相同的國人，也會有相似的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新住民在台灣面對的歧視，具體表現在勞動市場的機會

與回饋上，也表現在我們對她們的「教育子女的態度與方式」

的評價上。本研究結果清楚揭示，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與其他族群相較，並沒有偏低的情形。本研究的發現，適足

以提供台灣社會檢視新住民受歧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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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本研究比較的「新住民」，僅指與

台灣男子通婚的越南、印尼、柬埔寨、緬甸、泰國女性，並

不包括來自其他國家、地區的跨國通婚女性。來自中國大陸

的新住民之人數亦甚龐大，但是她們進入臺灣社會之後，並

沒有嚴重的語言隔閡；而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程度

明顯高於越南、印尼、柬埔寨、緬甸、泰國；另外，來自東

亞的日本、韓國的女性，她們與國人的婚配型態與「台灣—
東南亞」跨國婚姻不同。因此，本研究之結果所能解釋者為

來自東南亞、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的跨國婚姻女性

移民。 
 
附表 1 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 

 估計 (標準誤) 

臨界

值 

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國中 -14.267 (0.406)* 

高職 -12.157 (0.382)* 

高中 -10.234 (0.368)* 

專科 -8.915 (0.358)* 

大學 -4.194 (0.335)* 

研究所以上 -2.687 (0.324)* 

位置 母親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947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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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739 (0.270)* 

高職 -.386 (0.252) 

高中 -.233 (0.267) 

專科 -.118 (0.261) 

大學 -.212 (0.270) 

研究所以上（對照組）   

母親族群   

閩南人 -.258 (0.195) 

客家人 -.355 (0.219) 

外省人 -.244 (0.296) 

原住民 -.488 (0.231)* 

新住民（對照組）   

* p< 0.05 

附表1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結果（續） 

 

依變項：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 

 估計 (標準誤) 

位置 子女性別   

男性 -.054 (0.076) 

女孩（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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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 
  

國中 -12.734 (0.312)* 

高職 -10.596 (0.239)* 

高中 -9.338 (0.219)* 

專科 -7.801 (0.218)* 

大學 -5.080 (0.146)* 

碩士 -2.633 (0.152)* 

博士（對照組）   

子女對自己的教育期

望 
  

國中 -1.499 (0.234)* 

高職 -1.673 (0.178)* 

高中 -1.164 (0.163)* 

專科 -1.005 (0.165)* 

大學 -.826 (0.107)* 

碩士 -.442 (0.137)* 

博士（對照組）   

Nagelkerke R2 = 0.804 

*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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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動畫創意有效的轉變成市場有價商品化，

正逐步成長茁壯，朝向國際市場而努力，而台灣動畫電影是

否能走向國際市場，先必要能生產出優質的動畫，然而好的

動畫必須要有優秀的原創人才與製作團隊，以及應該投入更

多的市場行銷、企業整合，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經營模式。 

    可從迪士尼動畫公司的發展過程中，能夠得知要製作動

畫電影必須因應市場喜好而調整商業模式，每一部動畫電影

的商業模式，都是為市場所重新訂作的。因此，唯有商業化

的動畫電影，才能夠有機會回收高成本的投資，再透過授權

機制進一步取得超額的獲利。 

    本研究探討台灣動畫電影商業模式，目的在於為動畫電

影製作尋求獲利及建立商業模式，期望動畫電影製作公司能

透過商業模式達到獲利目標，又能滿足觀眾娛樂需求的期待 

，同時經營動畫電影的品牌價值成為可永續經營的動畫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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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台灣動畫、商業模式、動畫創意、市場行銷、動畫

電影 

 

 

 
Abstract：Recently, creativity in the movie animation in Taiwan 

has effectively become valuable to the commercial market. The 

industry is growing stable and thriving internationally. Movie 

animation in Taiw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succe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depends on its quality. A good animation 

requires excellent and creative talent in its production team.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 more resources should be 

placed in marketing and company integration.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isney animation, we 

can see that a movie animation producer must be able to 

adjust its business model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market.  

The business model of every movie animation has been 

customiz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market. Therefore, only 

commercialized movie animation shall be possible to 

receive high returns on its investment and through the sale 

of copyrights, more profits can be returned. 

This discussion will look at the commercial model of 

Taiwan movie animation. The purpose of our discussion is 

to look at how to make profits from movie animation 

production and establish a business model. We would like to 

see movie animation produced while achieving a profitable 

target that could also satisfy the audience with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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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y expect. At the same time, running a business of 

movie animation brand can become a sustainable business 

for an animation producer. 

 

Keywords: Taiwan animation, business model, animation 

creativity, marketing,   

         movie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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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台灣電影產業曾經一度被稱為「夕陽產業」，直到2008

年由魏德聖所執導的海角七號電影，創造亮麗的成績及刷新

票房紀錄，終於讓台灣電影產業能夠重新國人肯定及認同，

更獲得政府大力支持。因此，對於所謂成功的典範，人們所

關注的焦點往往都會放在最後結果，試圖從終點到回顧過程

找出成功的捷徑，但如果只用這樣的方式探討，還是不足以

完全了解成功的模式。我們可以從迪士尼動畫公司的發展過

程中得知，要製作一部動畫電影必須因應市場喜好而調整商

業模式。每一部動畫電影的商業模式，都是為市場所重新訂

作以及每一部動畫電影從概念到規劃到執行，過程中有無數

的抉擇。而這些抉擇是動畫電影的經營者必須在投入製作前

先掌握深入研究的課題，經營者必須擬定商業模式，決定整

個動畫影團隊行進的方向和確保製作物的產出，都能夠符合

市場的期待。在決策者確定商業模式後，才能夠推動整個動

畫電影專案的製作，這些事前的規劃是很容易被忽略，但卻

是影響動畫電影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

來，動畫電影產業作為媒體經濟的一份子，不僅以融資的方

式，製作階段的各項活動，發行映演與行銷，也都以國際性

的方式進行，動畫電影逐漸在電影產業終展露頭角。例如：

美國好萊塢電影等大型跨國集團，本著題材的多元性與豐富、

高技術、高度視覺效果，以及配合著國際性的發行管道與行

銷方式，在世界各國引領風騷，其巧妙的結合著跨地域性的

在地化行銷方式及商業模式，在台灣搏得許多動畫迷的心，

然而動畫電影所跨越文化與地域性讓動畫電影所面對的觀

眾群遠比真人電影來得廣泛，因此，動畫電影的海外發行與

映演更來的重要。近年來電影動畫更是獨領風騷，以數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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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為載體的內容文化產業，不僅是「娛樂經濟」代表之行業，

具有現今知識經濟的全部特徵，富有高度的「創意」(Creative)

特質，具備著廣大的市場需求、高度國際化、跨語言化，並

有跨行業、跨領域的周邊商品涵蓋廣闊：涉及出版、藝術、

科技、傳媒、商業，産業鏈從期刊圖書出版到相關影像與音

樂產品、電腦遊戲、教育軟體的開發與傳播，再到玩具、文

具、包裝、服裝等衍生産品的開發、經營與銷售，具有相當

完整的産業價值鏈的鏈結，其周邊行業涵蓋範圍更可以擴大

至整個娛樂產業，與一般性産品只能銷售一次不同，動畫産

品可以相互交叉、循環反復地銷售，得到多次、多地域、主

産品和相關衍生産品的多面向收益。 

 
以美國動畫電影產業發展成功的經驗，給了面臨全球化

競爭下，轉向自創品牌欲走入國際的台灣動畫產業一個相當

大的參考案例，台灣動畫電影產業無論創意、行銷與製作規

模都不敵好萊塢，雖有好的創意也往往無法得到資金援助與

發行商的贊助，台灣未來發展可以走合製方式，有了好的創

意才能得到企業青睞。而目前看好動畫產業發展潛能的國家，

皆積極提倡動畫產業升級，透過政府多項的扶植政策，協助

發展中的動畫產業，希望能將動畫產業從接案製作轉型為具

有故事研發能力。不過動畫電影的營運資金龐大，有高度的

投資風險，對於一家必須自付盈虧的民間公司而言，除了在

初期發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外，想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取得

成功並走的長遠，更需要強化自身在目標市場的掌握力，才

能夠與市場上強大對手的競爭，立足於動畫電影市場。因此，

唯有商業化的動畫電影，才能夠有機會回收高成本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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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透過授權機制進一步取得超額的獲利，而這也是本研究以

探討商業模式切入觀察台灣動畫電影的重要原因。 

 

二、文獻探討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Richard Caves(2003:10)

指出：要完成具有商業價值的創意產品，必須讓每個投入者

或整個電影團隊都發揮特定水準，一個環節錯誤，再大的投

入數字乘以零依舊是零。也就是說，一項錯誤會讓電影所花

費的龐大投資走向失敗的結果。動畫電影是一連串各別因素

的細項成果所交織出整體總和的表現。因此，想要研究動畫

電影，不只是要研究動畫電影各項製作階段之個別因素，還

要能以全觀的方式將整體與個體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也就

是以經營者或經營團隊所考量的面向，說明整個動畫電影的

運作模式。因為動畫電影產業具有高成本、高風險的特性，

回收獲利是動畫電影生存的必要目標。 

 
（一） 商業模式 

要探討商業模式，首先要了解商業模式是什麼，

Blank(2010b)對於商業模式的看法：描述公司是如何創造、

提供產品並獲取價值的，更直白的說法是，商業模式在說明

公司是如何賺錢的。Rappa(2000：13)指出：商業模式是一個

企業開發業務，使企業生存和獲利的方法，並說明企業如何

在價值鏈中找到的適當定位以獲得利潤。Magretta(2002：

86-92)認為：商業模式在本質上是企業如何運作的故事。一

個好的商業模式可以回答:誰是顧客?需要什麽?企業如何賺

錢?如何在合理的成本下向顧客提供價值?後來學者對於商業

模式的討論加入對於產業與產業鏈的考量，認為商業模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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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為企業在價值鏈中，創造和獲取核心的架構邏輯、做出策

略抉擇(Shafer、Smith 與 Linder，2005：199-207)。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14)對於商業模式的解釋，就是描述一個組

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值的手段與方法。Steve Blank 與 

Bob Dorf(2012：XI) 則提出商業模式的目的是找出可重複和

可獲利的方法，過程需要同時考量到經營原則、策略、技術

和管理方式，以降低風險和提高成功機會。動畫電影的商業

模式，可參考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授及產業顧問

Jason Squire 說明：一部作品透過商業運作，將人類單純的、

脆弱的、主觀本能這「無形的娛樂價值」轉換成收益流(2013：

iv)。 

 
（二） 商業模式圖 

    依據 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15)提出商業模式圖

(business model canvas)，用九個構成要素涵蓋了一個企業的

四大主要領域：顧客、提供產品、基礎設施，以及財務健全

程度。以取代過去討論商業模式時，要搬出厚重而複雜的商

業計劃書。它的概念是利用視覺化的架構，讓使用者可以像

思考棋局一樣，去假設商業模式，向別人描述策略，推演假

設的可行性。商業模式圖的設計可以讓企業、團隊容易評估

及改變調整的工具模組，能夠將過去商業計畫書中，所討論

的目標策略、財務分析、SWOT 分析、藍海策略中的價值創

新等等概念。如圖 2-2-1，以中間 value proposition 為中心，

左半邊元素與成本相關：右半邊元素與收益相關，可依據使

用者的優勢或創業出發點，由左邊的成本，或者是右邊顧客

(如:iPod 帶來的顧客體驗)，或者是由中間的 value proposition 

開始來驅動整個商業模式。最終的目的是讓使用者能夠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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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項構成要素，去發展管理多個的商業模式，了解企業獲利

的邏輯。商業模式圖各個項目之間的連結方式：如圖 2-2-1

所示。 

 

資料來源:Osterwalder、Pigneur(2010：18-19) 

 

圖2-2-1商業模式關係圖 

    對於動畫電影而言，這九項要素可以成為很簡單，卻不

是製作被簡化的商業模式溝通工具，讓無論是偏重商業思維

或偏重藝術思維的人，都能夠從商業模式圖了解全貌，使用

這項共同的溝通語言，分別說明商業模式圖各元素，呈現動

畫電影商業模式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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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客層(Customer segment) 

    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20)強調:顧客是所有商業

模式的心臟。如果沒有可以帶來獲利的顧客，任何公司都不

可能活太久，一旦決定要服務客層，忽視哪些客層，就可以

針對某個特定客層的需求，仔細設計出一個商業模式。因此，

鎖定顧客是最重要的設定，但是這也是很容易掌握錯誤的要

素。電影的觀眾是由一群差異極大的群眾組成，故電影與政

黨、宗或其他必須努力想辦法吸引廣大群眾認同的組識一樣 

，必須同時涵蓋能吸引不同族群的多種元素。動畫電影所面

對的觀眾，可能是不同族群的顧客，而同時具有共同的娛樂

目標和觀影通路，而成功的動畫電影則具有滿足不同族群，

提供相同娛樂需求的能力。 

 
2.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 

     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20)強調：顧客是所有商

業模式的心臟。如果沒有可以帶來獲利的顧客，任何公司都

不可能活太久，一旦決定要服務哪些客層，忽視哪些客層，

就可以針對某個特定客層的需求，仔細設計出一個商業模式 

。因此，鎖定顧客是最重要的設定，但是這也是很容易掌握

錯誤的要素。大部份的動畫電影對於播映對象的設定以不分

年齡、不分族群為主，在商業模式中屬於大眾市場。日本動

漫產業研究專家增田弘道(2007/2012：119)觀察研究後提出，

觀眾族群的擴大和動畫產業成長相關，因為動畫作品持續的

推出，觀眾群體從主要的兒童觀眾，拓展到青年觀眾，再擴

大到一般觀眾和海外觀眾。動畫電影所面對的觀眾，可能是

不同族群的顧客，而同時具有共同的娛樂目標和觀影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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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功的動畫電影則具有滿足不同族群，提供相同娛樂需

求。 

 
3. 產品通路(Channels) 

    所謂的通路是產品給顧客的方式。如何和目標客層溝通 

、接觸，以傳達其價值主張，通路的功能是提高顧客認知，

使之了解一家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因此，通路是協助顧客評

估一家公司的價值主張，讓顧客能購買產品。李天鐸與劉現

成(2009：127)說明：發行是電影最重要的環節，它銜接創製

與市場，使電影成為文化商品。換句話說，電影能夠成為商

品是經由發行去打開各項通路。放映影片的方式已經改變，

Bordwell 與 Thompson(2012/2013：17)表示：在2010至2011

年間，數位放映已取代35釐米放映機，影片轉成數位電影包 

(digital cinema package，DCP)，戲院將加密的DCP下載至伺

服機後，提供給一個或多個放映機做放映。降低成本的同時，

數位硬體設備能呈現更好的視覺效果，讓觀眾願意離開家裡

到戲院欣賞電影。易言之，電影發行從戲院上映通路開始，

可帶動各式衍生商品搭配開發而產生更大的收益。目前動畫

電影發展最好的幾個國家，如美國、日本都擁有大規模的內

需市場，同時還有外銷國際市場能力。但是這並不代表國家

的文化力和經濟力完全箝制住電影的市場規模，一方面各國

的電影市場或美國的獨立製片，皆證明不一定要國際的製片 

、發行才能獲利。另一個原因是上述的通路方式會隨著科技

的進步。Squire(2012/2013：461)「娛樂技術：過去、現在和

未來」一文中，描述新的通路現象為-家庭媒體矩陣。他提到：

無論是從生產的角度還是從消費的角度，我們都處在一個娛

樂媒體發生巨變的時代，因為數位技術和不斷發展的網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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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而這個嶄新的娛樂世界-家庭媒體矩陣，會是一個不斷

膨脹的媒體世界，由更大控制力帶來更多收益。 

 
4.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s) 

    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22)解釋:價值主張在於提

供-顧客需要的產品。也就是顧客選擇你的產品，而不是選擇

別家產品的原因，價值主張可以解決顧客問題，或滿足顧客

的需求。價值主張是位於整個商業模式圖的中心，同時也與

藍海策略中的價值創新的中心呼應。Osterwalder與Pigneu(r 

2010：226)將商業模式圖再結合藍海策略中，產品在差異化

與降低成本的兩端，找到價值創新的方式，以圖2-2-2 說明

商業模式圖中，在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價值創新的關鍵因素即

為價值主張。 

 

資料來源：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226-228) 

圖 2-2-2 商業模式與價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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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動畫電影能帶給觀眾和創作者快樂，這是動

畫電影吸引人的誘因，但是動畫電影的本質是商業電影。本

質讓人感到快樂這項誘因是兩件事，誘因是商業模式中所謂

的「願景」(vision)。那麼動畫電影的價值主張是什麼?其實

就是動畫電影說什麼樣的故事，能夠讓觀眾願意為這個故事

花錢觀看。而價值主張的擬定，也是商業與藝術拉扯張力最

大的時侯。Bordwell 與 Thompson (2012/2013：4)認為：電

影所涵蓋的綜合性藝術價值，讓人們有時把電影藝術和商業

視為對立，原因跟電影的「娛樂性」有關，因為娛樂基本上

是行銷銷售給大眾。對於動畫電影而言，在面臨商業與藝術

角力，往往會因為成本壓力，雙方協議往娛樂的方向走過去。

因此，動畫電影總是通俗、平易近人，很容易被觀眾接受，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可視為市場所決定的結果。當藝術

因為具有娛樂性質時，就能容易被商業行為給推廣，延續藝

術的展示時間。娛樂性加上創意，讓動畫電影能成功在商業

市場中屹立不墜，這與藍海策略中的價值創新概念呼應。在

動畫電影成為當代藝術媒介的同時，另一面向的商業動畫電

影則永遠不能忘記要娛樂觀眾。因此，我們綜觀商業動畫電

影其商業模式中的價值主張，就是娛樂，動畫電影有讓觀眾

願意為了滿足娛樂需求而消費的價值。 

 
5. 關鍵活動(Key activity) 

    動畫電影的關鍵活動為動畫電影的故事開發能力，對於

動畫電影而言，故事架構是動畫電影的核心，動畫電影是一

種電影風格表現的方式，故事內容也像實拍電影一樣需要結

構，而故事內容和形式，要像所有優秀的電影和藝術作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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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人性內在和外在的真實，表現出來的應該更有深度。研究

電影故事超過四十年的電影大師 Howard Suber(2006/2012： 

33-34)提出下方看法。有些電影之所以能長期並持續吸引我

們，並且常駐在我們個人與集體的記憶中，是因為它們讓我

們看自己如何過日子。我們的希望與恐懼，我們的渴望與挫

敗，我們的企盼與挫折，我們的愛與恨，在難忘的賣座電影

中，具體地展現出。研究這些電影，事實上就是在研究我們

自己我們理想中的自己，而非現的自己在這個理想世界中，

我們看的人但認同我們所認同的事物，也反映我們個人與整

個社會想要相信的價值。 

 
6. 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動畫電影的關鍵資源為動畫製作，將故事完成後呈現在

觀眾的面前。一部動畫電影的製作流程很複雜，必須仔細規

劃資金以及讓團隊人才能各司其職。在商業模式中，關鍵資

源是提供產品所需的技術、資源。而每部動畫電影像是一個

近500人參與的大型公司，執行一個兩、三年的計劃，有高

度的資金和人力的需求，因此，動畫電影的關鍵資源在於要

能完成電影製作的資源需求，包括找尋資金和人才，以及管

理資金和人才等等。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35)說明

關鍵資源其中的智慧資源包括：品牌、專業知識、專利和版

權...等，因為動畫電影要較高的技術能力，必須仰賴專業的

動畫製作人才團隊，對於動畫電影來說動畫製作人力是必須

賞握的關鍵資源，尤其是製作能力很強的團隊。在電影產業

流傳一句話：時間和資金就是創意與藝術發展的限制框架。

美國知名導演、編劇、演員Orson Welles 也表示：「藝術的

敵人就是缺乏限制」(Squire，2012/2013：49) 對於動畫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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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也很適用於在掌握關鍵活動受限時，思考這句話深遠

的意涵。 

 
7. 關係合作夥伴(Key partnerships) 

    關鍵夥伴-有什麼配合的外部資源，就是建立夥伴聯盟的

原因，不外是讓商業模式最適化，或是減低風險，或是取得

資源。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38)將夥伴關係分為四

種類型，依類型加入動畫電影所需的夥伴資源，如下:  

(1)非競爭者之間的策略聯盟。 

(2)競爭者之間的策略夥伴關係。 

(3)共同投資以發展新事業。 

(4)採購商與供應商之間的夥伴關係。 

 
    一部動畫電影建立關係的合作夥伴很多，大致依電影的

製作順序，將合作夥伴依關係分類如圖2-2-3，夥伴合作關係

以製作團隊為核心而對外尋求結盟的夥伴，未列入組織結構

的製作成員，像是可能外聘加入的導演、製片、監製、編劇、

動畫師... 等。每項動畫專案都有不同的流程，下方所分類的

夥伴關係，發展時間從左到右，因為夥伴合作關係無法明確

劃分時間，可能提早或延續至下階段，僅以大致時間點置入

各合作對象的加入時間，不表示為合作時間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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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38) 

圖2-2-3動畫電影關鍵夥伴 

 
8. 收益來源(Revenue streams) 

    營收來源指的是產品賣出後的收入，Osterwalder 與 

Pigneur(2010：30)說明：如果顧客是商業模式的心臟，那麼

收益流就是動脈。而收益是商業模式中很重要的轉換點，代

表公司的財務從對外的支出，開始有資金的入帳，每個商業

模式都必須要思考收入來源。在動畫電影這項產品，其收入

的交易方式並不是直接將產品交到顧客手裡，而是用各種包

裝方式透過通路與顧客接觸，完成交易行為。動畫電影有如

同一般的電影，其產品通路在營收的時間上有層層分流的概

念，不僅如此，營收軸線因為同時可以有周邊商品推動，加

上後續的衍生，透過商品授權，構成非常複雜的收益網。所

以說，動畫電影的收益不僅僅只是單純的上映後影片播出費

用，還包括動畫電影的各項授權收入，動畫電影可以被廣泛

被授權使用，取得產品的授權金，只要使用到動畫電影的任

何畫面或是故事、角色，都在動畫電影授權收入的範圍。要

計算收入來源，可簡要分為主軸影片播映收益以及副軸周邊

商品授權收益。授權的收益很廣，支線收益的廣度就有賴於

授權業務的積極推動。雖然描述動畫電影所帶來的收入效益，

但最重要的還是主軸收益的掌握，必須先由影片建立品牌知

名度，才能有副軸線的收益。 

 
9.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成本結構指的是了解商業模式各項最重要的成本。關於

成本必須要了解所執行的商業模式中，最重要的既定成本是

99



社會科學論叢第四期 

什麼?什麼關鍵資源最昂貴?什麼關鍵活動最燒錢? 成本結構

有以下特徵: 

A.固定成本:不論商品或服務的生產量多寡，成本都是固定的 

。對於動畫電影而言，簡單說，就是所有的製作成本，包括:

營運管理費、版權費、場地租金、軟硬體設備、片頭片尾製

作費等。 

B.變動成本:成本隨著商品或服務的生產量不同而變動。如:

勞務報酬、保險、電影宣傳活動、參加影展和市場展、廣告

費等。 

C.規模經濟:因為產量擴大而享有成本優勢。如:開發系列電

影。 

D.範疇經濟-:營運範疇較大，而享有成本優勢。以同樣的行

銷活動或配銷通路。 

電影的競爭激烈，很難減少製作成本，動畫電影要降低成本，

可以從製作流程和管理著手，而這也是降低風險的方式。規

劃專案時必須思考如何讓製作成本達成最好的收益，從一開

始的故事建構就必須謹慎掌握觀眾的喜好，才是所謂的把錢

花在刀口上，用成本創造收益。 

 
（三） 台灣動畫電影發展現況 

    動畫電影產業是資金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知識密集型

和勞動密集型的重要文化產業，具有消費群體廣、市場需求

大、產品生命週期長、高成本、高投入、高附加值，高國際

化程度等特點，是 21 世紀開發潛力很大的新興產業。因此

近年來日、韓、歐洲等國家一致看好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更

積極投入大量資源，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台灣已將「數位內

容」列為國家發展重要產業之一，並明確列為優先發展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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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優勢產業。台灣動畫產業萌芽於 50 年代，直到 70 年代才

開始接受歐美與日本的動畫代工洗禮，在動畫描繪技術與品

質上有了顯著的進步。直至今天，台灣的電影動畫業者，仍

以國外代工為主要業務型態。動畫製作代工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於：成本、品質以及效率。 

 
    從 80 年代至今，國外動畫業者陸續在亞洲各地尋找更

低廉的動畫代工來源，目前大陸、韓國、菲律賓及印度等地，

都已成為台灣競爭對手，在短兵相接的激烈競爭下，原本附

加價值就不高的台灣動畫代工市場，已臨重大危機。而日式

與美式代工的經驗深深地影響了台灣之後 30 年的動畫發

展。 

 
    90 年代初，動畫產業西進大陸，蘇州、無錫等地盡是台

灣動畫先驅的身影。然而，在輔導金、公視等的推波助瀾下，

自製動畫的努力從未停歇，類型也更廣泛。90 年代中，數位

技術與 3D 電腦動畫嶄露頭角。網路革命更催生了動畫電影，

預告了新世紀，新型態動畫產業的來臨! 遊戲產業蓬勃發展，

廣告與電影特效也廣泛運用動畫與數位技術，3D 動畫成為

主流，國際間競合的態勢也愈加明顯。藉著創意行銷來開拓

「自創動畫品牌」的國際市場，商品經營也成為重要課題。

回首 30 多年來的各種危機與轉機，21 世紀的台灣動畫產業

臨著全新的考驗。 

 
（四） 小結 

    商業模式沒有刻板的定義，它不是一成不變的法則或公

式，商業模式是活用於經營者手中，用來建構思考如何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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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工具。商業模式不是商業運作最終結果的解釋模型，

也不是成功者拿來說故事的範本。商業模式是企業或組織在

推動商品到獲得利益的過程中，包括資金、目標、經營策略、

技術、專業技術等各種工作面向其運作的模式。因此，當企

業在說明其商業模式時，要說明在產品或服務在各階段的流

程轉換過程中，企業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確保產品或服務能

持續發展，讓團隊有可以依循商業模式，最終將產品換取利

益的過程模式說明。 

 
    動畫電影雖然是創意的成果，但過程必須有嚴謹的管理 

，對於觀眾喜好有充分的資料搜集以及測試滿意度等等商業

化的協調修正。動畫電影的商業模式圖，以對照台灣動畫電

影的發展現況，讓動畫電影的管理者能藉由商業模式，作為

營運視野藍圖，視覺化地調整專案發展和管理製作風險，並

以小型可性商品測試市場喜好，驗證商業模式再加以修正，

讓動畫電影更貼近觀眾的娛樂消費偏好與需求。團隊的經營

者必須能夠精實地擬訂商業模式，才能讓動畫專案在無數次

的抉擇中，有系統調整錯誤，最終完成能夠滿足觀眾娛樂需

求的動畫電影產品。 

 

三、台灣動畫產業的商業模式分析 
(一) 回顧台灣動畫電影二十年 

    台灣過去是動畫代工王國，為迪士尼代工了不少大家耳

熟能詳的動畫。好不容易台灣近年來才漸漸的想要走出代工

產業，創造自己的原創品牌，然而，國內近年來許多原創動

畫，卻不一定都是在台灣製作，背後多多少少都有成本考量，

但也因此引起觀眾的質疑。但原創動畫電影卻還在摸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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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因為台灣過去雖然擁有豐富的動畫代工經驗，卻沒有

動畫電影的原創與行銷的經驗。所以，近年來國產動畫市場

低迷，產業近乎熄火，在台灣電影的版圖上，國產動畫是一

塊失落的拼圖。票房失利、成本降低、票房再失利、成本再

降低...觀影群眾失去耐心、製作團也失去信心。我們需要逆

轉這樣的惡性循環，讓大家相信台灣仍有製作認真的原創動

畫電影，重新創造製作團隊與觀影群眾之間的正向互動能量 

。事實上，原創品牌是台灣動畫電影發展的現階段趨勢，從

代工到品牌，台灣動畫產業需要學習掌握前製、後製與品牌

行銷的相關技術，並在國內獲得觀影族群的支持，才能進一

步從影音產業發展為品牌授權產業。台灣電影產業走過了低

潮，正逐步成長，但台灣的動畫電影卻剛從代工走向自有品

牌。動畫電影代表的不只是影音創作，同時也是肖像與品牌

授權產業的發展，台灣的動畫電影夢，也是台灣動畫品牌的

動力，值得所有關心台灣自有品牌動畫產業發展的國人，一

起給予關注和支持。以下為本研究(如表 3-1-1)從 1998 年至

2016 年所整理台灣動畫電影發展情況。 

表 3-1-1 台灣動畫電影票房 

年代 片名 導演 製作公司 票房 

1998 魔法阿嬤 王小隸 稻田電影工

作室 

約 350

萬元 

2003 蝴蝶夢-梁

山伯與祝英

蔡明欽 中影公司 約 17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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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2005 紅孩兒：決

戰火焰山 

王童 宏廣公司 約 550

萬元 

2007 海之傳說－

媽祖 

林世仁 中華卡通 約 100

萬元 

2010 靠岸 張榮貴 春水堂科技

娛樂 

約 65

萬元 

2010 鑑真大和尚 蕭毅君 慈濟傳播人

文志業基金

會 

約

1100

萬元 

2011 憶世界大冒

險 

冷子

健、高嘉

淇 

幻想曲數位

內容 

約 150

萬元 

2012 腳趾上的星

光 

顏順

發、黃興

芳 

大熊星國際

多媒體、綺

泰動畫 

約 10

萬元 

2013 我是隻小小 李春永 滸珀動畫電 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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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影 萬元 

2013 夢見 張永昌 肯特動畫 約 60

萬元 

2014 桃蛙源記 楊仁賢 動動滸多媒

體 

約 500

萬元 

2014 閰小妹風獅

爺大會 

蘇俊旭 冉色斯創意

影像 

約 250

萬元 

2016 阿雄與悉達

多 

康進和 財團法人佛

陀教育基金

會 

約 100

萬元 

 

    由以上的資料整理顯示，台灣動畫電影雖然擁有豐富的

動畫代工經驗，卻沒有動畫電影的原創與行銷的經驗，因此，

原創品牌是台灣動畫電影發展的現階段未來的趨勢。 

 
(二) 台灣動畫產業的商業模式分析 

    從文獻中各項商業模式分析資料，可以得知原因在於動

畫電影產品最終要面臨的是市場觀眾的檢視，能夠貼近市場

需求的動畫電影才有獲利的機會，如何從美國和日本的成功

經驗，轉換成台灣的成 玏經驗，是現在台灣急於尋求的答案。

探索美國動畫電影成熟的產業鏈，提出動畫電影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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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以對照中國動畫電影的發展現況，讓動畫電影的管理者

能藉由商業模式，作為營運視野藍圖，視覺化地調整專案發

展和管理製作風險，並以小型可性商品測試市場喜好，驗證

商業模式再加以修正，讓動畫電影更貼近觀眾的娛樂消費偏

好與需求。更以文獻探討的商業模式圖的9項要素為架構，

對於台灣動畫電影在商業模式的觀察與看法。 

 
1. 目標客層(Customer segment) 

    製作一部動畫電影，必須先了解電影主要的觀眾客層，

應該深入調查了解觀眾：他們是誰?想要什麼?怎麼做能夠使

產品銷售額(電影票房)最大化?片廠發行人如何消化這項研

究成果，並實現轉變?當產品在全國發行時，又有哪些個人或

本地的因素會參與進來? 目前台灣動畫市場都大多收是鎖定

在合家歡，但是長期操作低品質的動畫電影會讓合家歡的客

層流失，可能轉而看由國外引進的動畫電影，進而造成動畫

電影市場無法正向的發展。 

 
2.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 

    對於動畫電影而言，顧客關係是要能引導觀眾能對電影

產生認同感。台灣動畫電影市場目前大部份鎖定觀眾客層為

青少年為主，青少年客層很多是在家看電視或玩線上遊戲，

認識了台灣動畫的品牌。除了遊戲的動畫電影可以先和觀眾

建立關係外，玩具和電視卡通影集也是類似的情形。像這樣

具有知名的動畫或遊戲，也是很多電影發行公司的喜愛的品

牌。對於想要將動畫電影當作品牌中心，加以延伸推廣經營

的公司，還是必須將顧客關係拉回到──引導觀眾能對電影產

生認同感。在假設商業模式時，一定要清楚知道目標客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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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提供顧客所需的產品價值，讓顧客認同後，才能搭起顧

客關係的連結，這樣的一個程序成功建立後，就能夠得到產

品營收。 

 
3. 產品通路(Channels) 

    電影發行的通路不只限於戲院，或受限於內需市場，動

畫電影的通路影響了投資成本的回收及獲利甚深。在台灣電

影市場發行動畫電影，必須思考如何得到盛大放映廳數，取

得首周票房的好成績，票房回收是決定動畫電影回收最重要

關鍵因素，也是安排後續周邊、衍生商品發展進而獲利的風

向球。如何讓動畫電影在戲院放映時，能成功延長電影放映

時間，也思考通路策略時要規劃的範圍。在最短的時間內，

形成最大的影響，要讓電影的影響是全人群的，用爆炸性的

宣傳推廣，那怕輕人去看，也會知道最近有一部動畫電影。

無論是國產的動畫電影或者是國外引進電影，想要打開電影

通路，都需要在上映前積極地行銷宣傳，透過電視、廣告、

網路等各項媒體，強力曝光為電影累積人氣和知名度，才能

開啟電影層層通路以串連各項商品和產業。必須要打造有品

牌價值的電影，思考怎麼樣維護電影和管這個品牌，還有它

的形象是什麼樣子。以前我們也是覺得品牌要立體化去打造，

包括從各方面的設計。因此，動畫電影的通路主要還是以電

影院上映為主，依據票房收入來判定是否回收獲利。 

 
4.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s) 

    對於動畫電影而言，娛樂性是觀眾選擇這種類型電影的

最基本期待。而娛樂與文化之間由商業發展串連，形成娛樂

文化市場，現在台灣也在急速發展娛樂文化，動畫電影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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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提供，最先想到是娛樂價值，但常可見到台灣政策希望動

畫電影兼具教育意義有若干的相關意見，也對於電影產業及

動畫電影有各項的扶植政策，對於觀眾而言，電影娛樂的消

費的門檻降低、電影娛樂的高度話題性、電影娛樂在假日活

動的安排上容易達成、電影娛樂也滿足觀眾陪伴的心理需求、

電影娛樂讓顧客享受更新且更好的硬體設備...等，這些因素

造就了台灣在電影休閒文化的成長，讓觀眾願意選擇到戲院

看電影，滿足生活中對娛樂的需求。深入了解這些背後環境

因素，能協助在思考價值提供時做出更深入的定位考量，提

醒商業決策者抓住觀眾的需求重點──娛樂，以及抓住娛樂這

項需求後，能夠進行擴大發展或結盟，提供更多商業模式更

多開發延伸的機會。 

 
5. 關鍵活動(Key activity) 

    動畫電影的關鍵活動為動畫電影的故事開發能力。如同

前面關鍵活動中李天鐸與劉現成(2009：91)說明：通常電影

投資者需要由劇本了解該片的未來企劃與宣傳方向，會在確

定劇本後才開始募集資金。故事開發是動畫電影公司重要的

關鍵活動。卡通先生影業公司營運長陳英傑受媒體陳子玉

(2011)專訪亦表示：台灣動畫電影發展長久之道應該還是以

內容為王，參考皮克斯、夢工廠的成功經驗，他們的作品之

所以優秀，都是來源於創意的孵化和好的內容吸引孩子觀眾 

。什麼樣的故事是台灣的觀眾喜歡的?什麼樣的故事是能夠被

開發成台灣動畫電影?是動畫電影團隊必須掌握的答案。從故

事的掌握和改變，會影響動畫電影的商業模式。從全面性的

觀點來看，包括從研究市場、了解觀眾的觀影習慣和方式，

以及對什麼故事感興趣等，這些因素也會影響故事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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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發展。而電影客層的改變其商業模式也會隨著改變。決策

者的喜好和觀眾的喜好之間必須有取捨。這樣的分析結果，

除了可以排除研究者可能的主觀喜好外，還可以進一步分析

個人喜好與市場觀眾的之間差異，在規劃或製作動畫電影的

過程中有一個故事發展的範圍。 

 
6. 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動畫電影的關鍵資源在於製作，必須能將故事完成後呈

現在觀眾的面前，這是動畫電影其商業模式運作中最重要的

產出環節，如同前面關鍵資源的說明：公司可以自己擁有或

向外租用這些關鍵資源，或者是跟關鍵合作夥伴協議取得。

但是動畫電影的製作流程複雜性加深了管理的難度，包括因

為進度與預期不符，資金和人力的管理會一直處於變動的情

況，同時還必須在種種限制中維持一定的品質，以確保影片

上映時能引起觀眾的興趣。因此，關鍵資源代表要掌握「商

品運作的流程」，讓動畫電影從「無」畫面到「有」觀眾的

轉化過程。以前動畫電影屬於導演負責制的，以導演為核心，

導演是刺激團隊潛能的推手，像是一部複雜機器的操作者，

但資金有限的情況下，要怎樣不是花費太多保利潤空間，又

能高品質，導演優先成為的關注重點。有些台灣動畫電影找

國外知名的動畫公司合製，或對外尋求具有帶領動畫電影經

驗的導演，聘請外國的導演、製作總監、美術人員...等，希

望提高觀眾對動畫電影的接受度，或者做出某些觀眾喜歡的

動畫類型，同時也提昇團隊的製作能力。 

 
7. 關係合作夥伴(Key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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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夥伴是指有什麼配合的外部資源。夥伴關係以製作

團隊為核心而對外尋求結盟的夥伴。在文獻中說明對外尋求

關鍵夥伴有三項動機：降低成本、降低風險、取得特定資源

與活動。動畫電影主要的關鍵資源在於製作出電影，因此，

在尋找關鍵合作夥伴，就會考慮能協助發行電影的夥伴：或

者是能行銷宣傳的夥伴：或者是需要資金時能融資金援的夥

伴等。在進入市場時，與觀眾期待新鮮感的訴求有所距離，

但對於國外的動畫市場而言，卻可能是未曾看過或者是能滿

足觀眾對於東方世界觀的想像。因此，在動畫市場的發行策

略格外重要，如同文獻動畫電影產業價值發展模式所示，動

畫在腳本階段完成後，應進入動畫市場展或影展，販賣海外

發行權，或者也可以尋求資金的挹注，不能等到電影完成後，

才開始談海外發行，而錯失商業談判先機。在動畫電影完成

之前，會開始一連串的強力廣告，為電影打響知名度，炒熱

觀眾對於動畫電影的期待，這就是廣告行銷合作夥伴。 

 
8. 收益來源(Revenue streams) 

    動畫電影在計劃階段，對於營收會有可能的概略估計，

這個估計和編列的成本大概有多少的落差，可以先思考還有

什麼方法和管道可以幫助營收。想要於了解可能營收，如同

李天鐸與劉現成(2009：91)指出：應經過大量調查，分析過

去五年內相似題材電影，比對該電影製作成本、製作團隊與

上映情況以及票房。這樣能助於要進行的電影製作題材，有

更明確方向。動畫電影在製作階段超出預算，是很常見的情

況，管理者明白電影上映後可能的收益，會對於控制成本更

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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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成本結構指的是了解商業模式各項最重要的成本。如同

文獻說明：若是規模較大的動畫公司大多是以聘任製片的方

式合作，製片可能不用編列預算，但要知道預算，若是規模

較小的公司，動畫製片則需要向外融資。台灣動畫電影在預

算做成本進行預算編列時，首先會對於市場票房收益進行了

解，例如同質的動畫電影票房收益為何?再進行製作的預算編

列，而編預成本的範圍，面對市場上越來越多動畫公司以及

動畫從業人員，人員薪資也受到市場需求的影響而逐漸升高 

，而造成動畫製作成本提高，降低獲利空間。動畫電影除了

高額的製作成本，以及要面臨是否如期、如預算完成製作外，

更大的風險來自於上映後的票房成績，因此，在製作前必須

對市場深入了解，掌握目標觀眾群的喜好，才能讓成本投入

得以獲得回報。能成功獲利的動畫電影大部份都可以被歸類

在叫好又叫座的區塊，即時是美國知名動畫公司所大手筆投

資的動畫電影，也能讓高成本製作得以回收。因為已經有許

多成功的動畫電影，在上映時，以看似簡單的故事結構，讓

觀眾在歡笑中度過娛樂時光。但事實上，他們在掌握商業模

式是精確的，且已經建立起動畫電影娛樂的產業鏈。 

 

四、研究分析歸納結果 
    目前台灣動畫產業的產值，也仍以代工為主要支撐，從

整個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台灣動畫產業從代工走向品牌，

擁有廣大的商機，確實值得官、學、產來共同努力。原創故

事、優質製作與在地支持，將是影響台灣動畫產業走向品牌

經營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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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競爭的危機與轉機 

    遊戲產業蓬勃發展，廣告與電影特效也廣泛運用動畫與

數位技術，3D 動畫成為主流，國際間競合的態勢也愈加明

顯。藉著創意行銷來開拓「自創動畫品牌」的國際市場，商

品經營也成為重要課題。在政府輔導金的挹注下，持續展現

台灣自製動畫的堅持與實力。動畫技術不斷創新、新血在影

展與各項輔導措施下逐漸嶄露頭角。回首 30 多年來的各種

危機與轉機，21 世紀的台灣動畫產業面臨著全新的考驗。 

 
(二) 產業結盟建立品牌 

    台灣動畫產業不僅要建立品牌更要與產業結盟，以獲取

更大利益與生存空間。如迪士尼與皮克斯的合併，前者負責

行銷宣傳與銷售通路，後者則負責產品研發。如此一來，迪

士尼品牌優勢更加穩固，皮克斯也可降低經營風險，並擁有

更豐富的資源來做技術發展。以迪士尼為例，1929年時一家

文具店主管希望以300美金取得將米老鼠印在文具上之權利，

也開啟了異業結盟之開端。隨著商業的演進，品牌價值的綜

效 (synergy)也愈發顯著：到了八零年代，迪士尼從人物肖像

所衍生出的權利金便是其電影部門的兩倍之多。 

 
(三) 企業的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 
    目前台灣動畫產業的規模多半為十數人的小廠商：相對

製作大型動畫動輒上千萬的成本，這樣的規模算是相當的小 

，可推測產業的生命週期目前僅僅只在萌芽狀態。國內市場

競爭才有辦法促使產業升級，因此，以此角度而言，台灣動

畫是缺乏競爭力的。儘管走向自製是必須的路，但在生產要

素、相關產業均還未成熟之前，品牌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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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折衷的方法是維持OEM的業務穩定資金來源，同時爭取

與國外廠商合作的機會，由OEM走入ODM(Origina Design 

Manufacture)--雖然依舊是別人的品牌，但至少在設計能力上

的提升將使產業競爭力大幅邁進。 

 
(四) 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 
    一個產業想要登峰造極，就必須有世界一流的供應商，

並且從相關產業的企業競爭中獲益，這些製造商及供應商形

成了一個能夠來促進創新的產業“族群”。 

 
(五) 充分利用異業結盟獲利 

    由於動畫產業光靠放映的收入往往不足以之支付成本，

所以著作權與衍生商品(電視播映權、光碟發行權，以及商品

發行權等)的權利就相對格外重要。唯有充足的資金來源，才

能確保人才的保留與高品質產品的持續開發。 

 
(六) 政府的大力扶持 

    政府早年的積極推廣，與後來的嚴格查緝盜版，都幫助

動畫能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動畫的完成需要大量資金，政府

特地在信託業法與稅制上做調整，並提供完整的支援方案，

如要求銀行接受以未來的著作權為抵押提供融資、對於創作

者的獎勵等。另外，以產業觀點，政府仍然有協助籌資的必

要性。不論是直接給予補助，或是將資金投入基礎建設。以

政府的角度而言，實際籌資措施包含協助鑑價、促進融資、

設立數位創投基金等三項：然而動畫產業不比 IT 產業可用廠

房設備來估價，因此在融資上來說相對困難。不過主要重點

還是在於國內動畫業者普遍財務體質不佳，加上成功案例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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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現，使投資者卻步。 

 
(七) 小結 
    從研究分析結果得知台灣動畫電影可依循的獲利模式

和不足之處，再進一步以商業模式圖說明發展策略和目標。

每位經營者或經營團隊所具備的條件、資源會有所不同，他

們所需要的商業模式會對應其條件有不同規劃，對於台灣的

動畫公司而言，想投入動畫電影製作，必須思考整個動畫電

影的商業模式，(圖 4-1-1)有什麼地方是公司已經掌握，還有

什麼不足之處要調整，或者是外部的資源，這些都是動畫電

影商業模式的探討範圍。 

 

 

 

圖 4-1-1 動畫電影導入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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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台灣在動畫產業中，「人」是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如

技術、創意、企劃、行銷、跨領域整合等方的人才都是要製

作出好的動畫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在台灣皆處於缺乏狀態

--國際行銷、跨領域整合的人才並不足夠：而需要兼具管理

能力、藝術觀念與專業技術的專案管理人也相當缺乏。即便

人力資源的培養可以透過員工訓練達成，但政府若沒有完整

的補助措施，基於回收之不確定性。此外，對台灣創投業者

而言，動畫往往是他們所不那麼了解的領域，都造成業者在

籌資方的困難。 

 
    台灣動畫電影的商業模式無法以一個答案作為結論，因

為商業模式是一種方法運用在製作產品的過程，而這個過程

需要方法做為決策的參考，每一部動畫電影的商業模式都會

因為故事、製作團隊、合作的對象、鎖定的觀眾...等變因的

影響有不同。而動畫電影製作公司所面臨的初始狀況，演示

台灣動畫電影其商業模式在各階段的運用。設定的條件考慮

到台灣生產動畫電影上映數量，以及上映的電影多為遊戲或

電視的衍生動畫電影，包括異業結合的市場現況。要讓商業

模式圖的全貌更為精準，可先掌握關鍵活動、關鍵資源和關

鍵夥伴等因素。在市場展和影展能多方面接觸國際買家談國

外授權、播映權，同時在影展中與策展人談在國際影展首映

的機會。從影展、市場展所得到的意見回饋，可以成為行銷

策略參考，為即將完成的電影做上映宣傳、曝光做準備。這

個階段的商業模式，是未來銷售動畫電影做準備，可以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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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模式圖發展成多邊平台的樣式，也能為新需求成立新的商

業模式。 

 
(二) 建議 

    對於台灣動畫電影的規劃，建議應落實商業模式，建立

商業模式流程，當營運模式發展到可複製商業模式到下一個

動畫電影時，就是形成正向的循環發展，成為可長期經營的

動畫電影公司。目前台灣動畫電影的票房收入還遠遠不及其

他國家，顯示台灣動畫電影還需要讓更多的目標觀眾肯定，

想要從現在以學齡前兒童為主的客層，拓展至青少年客層，

就必須要有更成熟的製作技術和更複雜的故事內容，也是未

來台灣動畫電影消費族群想選擇往更高層次邁進時刻，台灣

動畫電影未來能拓展新市場的新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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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世代與性別閱聽人之偶像劇/鄉
土劇消費意涵之差異性分析 

 
An audie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genders on trendy drama and native 
serial drama. 

 
陳婷玉 1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發現年輕、中年、熟年

三個世代之戲劇消費情境與意涵並不相同：以偶像劇來說，

年輕世代能善用電視與 3C 產品等收視戲劇，喜歡在不受干

擾的情境 “獨享”。對他們來說，偶像劇提供憧憬與幻想未來

的空間，也是生活學習指導的方針；而中年世代，雖也能善

、杜巧玉(陳婷玉為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杜巧

玉為南華大學傳播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民國 76 年解嚴之後，台灣開始走向民主化與多元文化

的發展，過往政治對語言的打壓逐漸消弭。現今的民眾對於

國語與閩南語的混合使用相當稀鬆平常，兩種語言夾雜使用，

成為一般人經常的溝通模式，而不同世代對特定語言發音的

節目偏好也逐漸被打破。過去既定觀念年輕人愛看偶像劇，

熟年人則愛看鄉土劇的框架漸漸有打破趨勢。 
尼爾森的收視率調查發現，國語連續劇收視群眾從四歲

至五十五歲以上皆有，收視群眾在年輕、中年、熟年世代之

中都有分佈，而鄉土劇也是如此。 

                                                      
1 Email: tychen@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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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視與 3C 產品，但 3C 產品使用頻率較低。對他們來說偶

像劇能緬懷過去與反思自我，而同時也是教育子女的工具；

熟年世代則習慣以他們所熟悉的電視觀看戲劇，以再學習與

適應社會的態度看待此種消費。另外，在鄉土劇方面，年輕

世代會因居住環境影響他們觀看鄉土劇的管道，對他們來說

鄉土劇誇張有趣超現實，可以帶給他們歡笑；而中年世代，

則是利用鄉土劇來陪襯家事與調劑家庭間情感，並紓解壓力；

熟年世代則認為鄉土劇反映真實，以較嚴肅、信任度高的態

度來看待。 
 
至於不同性別亦有收視的不同，女性慣於與他人分享、

共同收看戲劇，並藉此增進人際互動，而男性則傾向獨自觀

賞，亦不喜與人討論劇情或收視之感想。而即使並非家庭主

婦，或尚未擁有婚姻，女性仍喜歡在收看戲劇時同時處理家

務，男性的戲劇觀看則顯得專心而嚴肅。 

 

關鍵詞：閱聽人、偶像劇、鄉土劇、世代、性別 

 

Abstract: The oppression of native language in Taiwan had 
declined since the martial law abolished in 1987. People speak 
Mandarin and Taiwanese interchangeably as a common way of 
communication. The preference for watching different types of 
TV programs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people seemed to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Nielsen, Mandarin dramas and 
Taiwanese dramas both possess younger and older audience.  
The study explored the consump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dramas(trendy dramas vs. native serial dramas)among young 
people, middle agers and mature 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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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young generation makes use of TV and the 3C 
product(computer, notebook, tablet, smart phone) to watch 
trendy dramas, they like to enjoy watching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rendy dramas provide them the imagination of the future 
they look forward to and the guidance for living. 
 The middle-agers watch the trendy dramas for 
reminiscence and self-reflection. They also use dramas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occasionally. 
 The mature ag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they watch trendy dramas on TV and learn about the modern 
lives nowadays.  
 The youngsters claimed that native serial dramas amused 
them by their absurdity and exaggeration; the mid-agers claimed 
they watch native dramas to relieve pressure. The females watch 
while they were doing housekeeping and males watch the 
dramas with their spouse and kids. Different from the 
youngsters, older people consider the native dramas represent 
the reality, they watch them seriously.  
 Female audience loves to watch dramas with others and to 
share feelings and interact with others while male viewers tend 
to watch aloneand don’t like to discuss the plots with others. 
Besides, females, housewives or not, and married or not, watch 
TV while they are doing housework. It seems that housekeeping 
is still women’s obligation in the household. 
Keywords: generation, gender, trendy dramas, native serial 

dramas, media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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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自從首部連續劇《晶晶》播出以來，台灣戲劇至今已有

四十五年歷史。從瓊瑤劇、愛情劇、金庸武俠劇、古裝劇，

至鄉土劇與偶像劇，戲劇類型越來越多樣。 
 

  1993 年有線電視修法，全面開放外來影視進口，戲劇和

音樂於電視上播放（羅慧雯，1995）。1994 年中視播出日本

連續劇《阿信》，成為首部八點時段播出的外來劇，播出以

國語發音為主。此後，日本連續劇接連引入。 
 

2000 年八大電視台播出首部韓劇《火花》。其後 2001 年

《藍色生死戀》、《愛上女主播》等相繼於中視、緯來、衛視

中文台播出。越來越多外來影視的進口，使得台灣戲劇受到

打擊（陳姿伶，2008）。 
 
2001 年《流星花園》播出，仿照日本趨勢劇模式，翻拍

日本漫畫演出。同年《吐司男之吻》演出年輕人可能面臨的

困難與困境，開啟偶像劇的本土化風格（陳怡君，2004）。
爾後，《我的秘密花園》、《惡魔在身邊》都以求學與愛情為

主軸。2008 年《命中注定我愛你》劇情跨入職場與家庭，類

似的戲劇還有《敗犬女王》、《小資女孩向前衝》、《犀利人妻》

等；此外，2013 年《兩個爸爸》更是加入了男性親職話題至

戲劇中。 
 
鄉土劇在 2000 年後開始蓬勃發展，民視《飛龍在天》，

演出清末時期台灣的生活樣貌。三立《台灣阿誠》則刻畫台

灣早年一夫多妻的家庭結構。2003 年三立電視台聘請香港

編劇鄭文華先生製播《台灣霹靂火》，將港劇常出現的商場

與黑道，融入鄉土劇，將鄉土劇背景發展至現代社會（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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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2010）。2004 年民視《意難忘》，則演出男性奮鬥之故事。

鄉土劇背景走入現代，而不再只是七 O 年代或古裝時期，而

是結合當今社會時事，與時俱進。 
 
回首偶像劇與鄉土劇的發展，發現兩類戲劇都隨著時代

而改變，而戲劇元素的變化，可能使閱聽人年齡層產生變動，

收視率顯示(尼爾森，2013)，兩類戲劇的閱聽眾已擴展至不

同年齡、性別，甚至成了闔家觀賞的大眾化文類，然而同一

戲劇文本在不同年齡、性別、角色閱聽人眼中，也許蘊含相

當不同的意義，其收視的角度可能也大不相同。 
 
閱聽人在不同的社會結構與社會位置、角色當中，會影

響其如何使用文本與接收文本(Morley, 1992; 陳婷玉，2008, 
2009, 2012)。過去相關閱聽人分析已證實，不同世代(如林芳

玫對日劇《阿信》的研究，1996)與性別(如李佩英對韓劇《大

長今》的研究，2005)之閱聽人的解讀確實有差異，然而研究

多著眼於單一面向與劇種，沒有跨性別、世代、文類的整體

了解，亦非台灣本土之戲劇文本。本研究認為台灣本土戲劇

閱聽人的世代與性別分析有其必要性。 
 
晚近閱聽人概念已轉而強調閱聽個體賦予意義的能力，

主要展現於閱聽人對文化產物(如戲劇)的利用、挪用與賦予

意義的過程(de Certeau, 1984)。讀者很少完全被動接受文本意

涵，而是去尋找他們自己的愉悅與個人意義。因此，本研究

著眼於閱聽人的鄉土劇／偶像劇收視情境，以及如何看待其

媒介消費（意涵），而不同世代與性別之閱聽人又有何差異

呢？ 

 

   另外，盧嵐蘭(2007)提醒我們閱聽人研究應探討其媒介

使用與日常例行活動的關係，因媒介使用總是和其他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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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有關，媒介消費不只是閱聽人使用媒體而已，它是閱聽

人生活慣例與儀式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亦關切閱聽人收看

戲劇與其他生活中人、事、物的關聯性，與何人一起觀看、

在何種環境(空間、時間)之下觀看、可能與哪些其他活動同

時進行?  
 
   至於以何種設備來觀看電視方面，隨著網路寬頻科技的

進步，多元的影音應用軟體已使得消費者可以藉由網路收看

全球電視節目，尤其是成長在網路世代的年輕族群，由於網

路電視的即時性與豐富內容，紛紛加入收視的行列(MIC 研究

報告，2011)，因此本研究亦在描繪收視情境時，加以討論閱

聽人觀看戲劇所選用之工具設備。 
 

二、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回顧與研究相關之理論與研究。首先說明「鄉

土劇」與「偶像劇」的定義與發展，以釐清研究範圍。其次，

說明本研究「世代」的定義與分界。最後回顧相關閱聽人研

究。 
 

(一)戲劇類型分析 
不同的類型指的是文類，是藝術、音樂或文學作品的類

目，因特定的風格、形式或內容為特徵來分類(曾鈺婷，2015)，
而鄉土劇與偶像劇為目前台灣兩大戲劇類型。 

 
(二)鄉土劇類型分析 

鄉土劇主要以閩南語發音，但與其它閩南語劇種並不相

同而自成一格，常描繪台灣在地市井小民生活與鄉村鄰里互

相扶持的濃厚人情味為主，因戲劇充滿台灣本土意識之元素，

故得其名（柯裕棻，2006；蔡琰，1998）。鄉土劇於週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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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晚間八點播出，播出長度多為一小時，亦曾延長至二、

三小時，播出集數達上百集之多，也稱之長壽劇（林彣鴻、

張煒珍，2009）。鄉土劇刻畫出人們生活樣貌，戲劇元素多

元，集長，為了吸引閱聽眾觀看，亦常安排吸引目光之劇情，

使戲劇趨於雷同，形成「老梗」（蔡賀松，2011）。 
 
目前定期播放鄉土劇的電視台，有「民視」和「三立」，

皆是閩南語發音，但內容與風格卻不同，同時在演員、衣著

風格、場景亦各有特色（程紹淳，2010）。民視以家庭戲劇

為核心，多著墨婆媳與家庭關係，傾向傳統倫理與價值、信

仰的鋪陳，如《夜市人生》、《風水世家》。而三立則為家

族企業、企業聯姻、商業與職場利益鬥爭居多，如《天下父

母心》、《世間情》等。 
 
以往認為鄉土劇的閱聽眾皆為中、熟年族群，研究目標

也多鎖定在中熟年族群，但根據近年尼爾森收視率調查顯示，

觀看鄉土劇的閱聽人當中，固然以熟年居多，青壯年卻也有

三四成的收視率（尼爾森媒體研究月刊，2013 年 1 月）。而

女性閱聽人則約為六成。因此，本研究將從不同世代年齡及

不同性別出發，深入瞭解鄉土劇閱聽眾，並獲取世代/性別間

觀看意涵之差異，補足過去文獻的不足。 
 

(三)偶像劇類型分析 
「偶像劇」是國語戲劇中的一種。國語連續劇歷經家庭

倫理劇、瓊瑤、古裝武俠、花系列，轉變至今天的偶像劇。

偶像劇一詞由來，眾說紛云，有說是日本趨勢劇而來，亦有

認為是從 90 年代美國影集而來，亦指以時下年輕人的生活

與潮流呈現的戲劇(陳貞吟，2009)。本研究的偶像劇是以國

語發音為主，並以當紅明星主演，劇中多有情愛糾葛，服裝

與造型符合當時潮流，並將當代年輕人熱門議題編入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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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部自製偶像劇「流星花園」是翻拍年輕人愛看的日本

漫畫而來，播出後創下高收視率，捧紅了 F4 團體等眾多演

員(汪俐，2007)。該劇之後，台灣偶像劇蓬勃發展，至今仍

為國內重要劇種(吳怡國、姜易慧，2010）。 
 
偶像劇發展至今已超過十年，戲劇題材從校園走向職場

與婚姻(方韻鈞，2013)。與過去的國語戲劇相比，偶像劇貼

近現實情境，並融入年輕人的生活型態與關切話題，隨著劇

情的多元，也使得閱聽眾範圍隨之擴大。如 2010 年《犀利

人妻》及 2013 年《親愛的，我愛上別人了》是以婚姻、外

遇為內容。而 2011 年《小資女孩向前衝》則是以職場生活

為背景。2009 年《拜犬女王》、2011 年《我可能不會愛你》、

2012年《螺絲小姐要出嫁》皆以三十歲熟男熟女生活為主軸，

描述其階段所面臨的生活困境與憂慮。 
 
偶像劇的早期觀看者，從年輕看到中年，編劇與觀眾一

起成長（方圓，2012），求學時期就看偶像劇，到了中年依

然習慣觀看偶像劇。隨著偶像劇內容的改變，以及劇情的多

元化，觀眾結構也可能改變。過去總認為該類戲劇是年輕人

的專利。但收視率調查發現，三個世代觀眾比例相當(17~18%)
（尼爾森媒體研究月刊，2013 年 1 月）。因此，本研究欲深

入瞭解偶像劇閱聽眾世代間的不同消費意涵。 
 

(四)世代分析 
學者指出，社會原本有一套年齡的語意社會學，以個體

的生長階段(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而非成長背景

去賦予年齡的社會文化意義。然而台灣政治的轉變，由獨裁

走向民主化，不同時代統治者有不同的政策，經濟、教育、

社會面向都產生變化，進而影響台灣人民身心靈發展（林佳

瑩、蔡毓智，2003），因而謝杏慧(1999)認為同世代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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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同質性(相似的意見、態度與價值觀)，是源自於成長

階段共同經歷了重大事件及社會轉型。劉維公(2003)於是提

出一個更為統整的語意社會學；從不同年齡層的時代成長背

景，共享的集體生活經驗與價值觀念，影響其對生活認知與

實踐的方式，呈現出年齡的社會文化意涵。蘇建州與陳宛非

（2006）並進一步指出，同一世代在相同的流行文化薰陶下，

進而使得其消費行為趨於相似。 
 
沈呂白(1998)認為在台灣 1950年以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

成長塑型的階段仍是相當貧乏的時代，而蕭新煌(1995)則主

張，以台灣發展經驗來說，1965年是一個很關鍵的轉捩年代，

該年工業生產淨值明顯超過農業，是台灣經濟結構大幅轉型

的開端。也即 1965 年後出生的人(現今 50 歲以下)，從孩童

時代就開始享有台灣成長的富裕化經驗。本研究參考蘇建州

與陳宛非的世代畫分方式，採取台灣經濟發展之區分以及生

命週期理論之結合，將 18 歲~至 65 歲的閱聽人區分為三個

階段，分別為年輕世代（18-30 歲），該階段受到同儕影響及

未來人生規劃壓力所束縛，同時也是生長在 N 世代(net 
generation)，網際網路發達、個人自主意識成熟的年代，善

用網路接收資訊；其次為中年世代（31-49 歲），有結婚選擇

或者婚後配偶的相處考量，一連串的生活改變，可能使得其

身心理狀態複雜且多變，處於心情緊張、憂慮、喜憂參半的

狀態。這個族群生長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生活條件

良好，受九年義務教育洗禮，平均教育程度提升，並且處於

電視與網路交疊的時代。熟年世代，50 歲以上至 70 歲，身

體、體力逐漸衰退，進取心較差，具有較強的依賴性，且經

常緬懷過去、樂道過往事蹟，以及腦海歷歷如繪往事。早年

台灣人民思想保守，相當遵從傳統禮俗。這樣的畫分亦與晚

近有關年齡與網路科技使用關聯性之調查研究(俞蘋，2015)
相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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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世代所處的政治背景 
1945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實施戒嚴政策，台灣人民受

到嚴格管制。權威統治下，反抗者受制裁，熟年世代生活身

不由己，為了生存只得逆來順受，對自我欲求薄弱（邱高生、

常如君，2004）。再加上，父權社會觀念濃厚，讓熟年世代

觀念保守。解嚴後期，人民開始爭取權益，創辦《大學雜誌》、

《美麗島雜誌》、1974 年呂秀蓮女士提出新女性主義等多項

事件形塑出中年世代對民主的追求，觀念已不若熟年世代保

守，然而歷經權威抗鬥，也不像年輕世代自由，介於保守與

自由之間。1987 年解除戒嚴，個人擁有自主性（沙依仁，2007），
不受到政府牽制與打壓，重視自我，自我中心強，是為年輕

世代性格。政治風氣的改變，同時也影響到台灣的經濟與教

育發展，繼而影響台灣人民。 
 

2.不同世代所處的經濟與媒體科技背景 
早期台灣社會以農業為生，生活窮困，鄰居間互助合作，

大家庭同住，使得熟年世代人際互動頻率高，社會參與感也

高。而新媒體產品，則發展在熟年世代成長之後，因而必須

學習適應；電視操作簡單，容易習得，電腦操作較為繁瑣，

且對熟年世代而言是新事務，可能較為排拒。本研究中的三

個世代，對科技最為冷漠的就是熟年世代(1963 年以前出

生)(邱高生、常如君，2004)。 
 
1972 年後農產下降，年輕人前往城市工作（于宗先、王

金利，2009）。經濟逐漸「富裕化」（蘇建州、陳宛非，2006），
人民所得增加，中年世代體驗到經濟繁榮，消費力高。同時，

電視的普及，中年世代懂得購買科技產品（如液晶電視、電

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來滿足生活（邱

高生、常如君，2004）。而求學時期電腦問世，求學與工作

時，都接觸電腦，歷經微軟 MS Windows、Win 3.1、Win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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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98 等（游曉薇、陳姿香、廖純怡，2005）。 
 
1990 年後台灣工資與土地上漲，產業紛紛外移。就業機

會銳減，經濟繁榮卻就業萎縮（劉進興，2009）。雖不景氣，

但自小生活優渥，被科技環繞的年輕世代，善於運用科技享

受生活。 
 
而根據最近的科技部台灣傳播調查顯示，網路的使用隨

年齡而下降，18-29 歲的年輕族群，平常會使用網路的比率

高達 99%，但 30-49 歲的中年族群，則降至 85.8%，50-69 歲

的熟年世代，更只有四成(41.6%)的人平常會上網，70 歲以

上的老年族群，則只有 8.5%使用網路(俞蘋，2015)；成長年

代的媒體科技背景，確實影響不同世代的傳播科技使用。 
 

3.不同世代所處的教育背景 
過去社會環境紛亂，民生困苦，受教育者少，讓年長的

熟年世代沒有就學機會，以致對於領導者政策逆來順從。 
 
1970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生活水平提高，開始重視教育。

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6》，民國 68 年高級中等教

育的在學率平均為 45.27%；而民國 78 年平均 70.80%，十年

之間就提高了 25%之多，到了民國 87 年，高中在學率已達

83.34%，顯示本研究中的中年世代(1964~1983 年出生者)，
其教育人口不斷攀升，且男女權益走向平等，成為尊崇禮教、

改變台灣社會最多的世代。 
 
年輕世代受教育年數越來越長。根據遠見雜誌在 2012

年的研究所大調查，當年度大學畢業生 22.7 萬人，而每 3.7
位大學畢業生就有 1 人會成為碩士。如今的碩士在學人數比

十年前多出一倍，看在四、五年級生的眼中，這是很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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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林佩萱，2011)，年輕世代是三個世代中，教育程度最

高的世代。 
 
教育程度提高，對外界訊息的接受度越高（林妙娟，

1992）。黃心瑜（2008）研究台北市長青院高齡者收看電視

節目，發現教育程度高中以下，偏好「鄉土劇」較多；而「大

專畢（肄）業級以上」偏好「外國節目」「警探律師動作劇」

較多。據此，教育程度影響閱聽人觀看戲劇的類型。 
台灣政治影響經濟與教育，同時也因政策影響人民生活

使用的語言。語言的不同，亦影響閱聽人觀看戲劇種類的習

慣。 
 

4.不同世代所處的語言背景 
台灣擁有過南島語系、閩南語、客語、日語、華語（國

語或普通話）等多種語言。日本統治初期（1895-1945），以

閩南語溝通，日治晚期皇民化運動，禁說閩南語改說日語。

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1945 之後），實施「國語

運動」，禁止說閩南語，違者罰錢並掛「狗牌」（管仁健，

2005）。1980 年爭取「母語權」，掀起母語復振運動。1992
年國民小學加入「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成為正式課程的一

部份（尤玉文，2002）。 
 
上述台灣社會政策對語言的影響，讓熟年世代中較年長

者會說日語也會閩南語，而外省人則使用國語。後來因日語

使用不普遍，使得熟年世代常以閩南語作溝通；而中年世代

受九年國民教育，其戰略目的之一在於統一民族文化，使全

國國民具備共同的語言、文字，在這樣的語言政策下，國語

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本研究中的中年世代，幼時多經歷禁說

台語的國民義務教育。九十年代以來，語言政策解禁，母語

復振運動興起，教育單位開始重視鄉土語言，國小開設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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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課程，使得年輕世代在校園既學習國語，也學閩南語(或
其他族語)。對年輕世代來說，學閩南語(客語、其他族語)象
徵本土意識，而非受政策壓迫使然。 

 
(五)閱聽人研究典範的轉向 

早期使用與滿足理論，強調閱聽人使用媒體的目的與動

機，多半採問卷調查法，以數據解釋個人行為（張玉佩，2002）。
晚期該理論提出閱聽人的主動性，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出發，

瞭解不同閱聽人收視行為之差異，但忽略文化、歷史與社會

結構（邱慧仙，2008），缺乏閱聽人所處的社會脈絡與日常

生活。 
 
Morley 的《全國觀眾》研究，發現不同種族、教育、職

業的閱聽人存有差異性解讀（Morley,1980，馮建三，1995）。
Fiske 則提出文本多義性，認為閱聽人有自我的見解，享用獨

特的文本解讀策略（Fiske, 1994, 陳姿伶，2008）。 
 
「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著重閱聽人對文本意

義的解讀與詮釋，認為閱聽人是積極主動個體，會自我詮釋

文本，擷取及選擇自己所要看的內容，並隨閱聽人本身處境

與體驗，轉變其詮釋（李佩英，2005）。接收分析強調社會

學變項與情境脈絡等對閱聽人解讀的影響（陳姿吟，2008），
其後更轉向以民族誌學方法來理解閱聽人（Alasuutari, 1999）。
而近年來個體的社會實踐受到關注(王宜燕，2012)，認為閱

聽人的日常生活與媒體關係相當複雜，包含媒介使用、媒介

經驗，媒介脈絡。透過閱聽人所處的環境接觸戲劇，與生活

連結，創造出閱聽人的消費意涵。盧嵐蘭（2007）認為，透

過閱聽人日常生活，能夠貼近閱聽人去認識其媒介消費，並

瞭解媒介如何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具特定意涵的事件。 
 

133



社會科學論叢第四期 

Abercrombie 指出人們在日常談話中也會參考戲劇，運

用角色和事件來表達他們所要闡述的事情。甚至，利用戲劇

代替談話，以填補談話時的窘境（引自陳芸芸譯，2004）。
這樣的人際互動方法，是增加人們安全感來源之一。再者，

人們使用媒體，不僅有較多的話題與他人分享，同時也可以

透過媒體，熟悉所處的環境（黃葳威，1999），以培養自己

生存的本能，維持生存的意義與自我認同。 
 
本研究以日常生活觀點出發，獲知閱聽人的認知與情感，

其社會位置、人際關係、習慣等，以瞭解閱聽人在變動的社

會中，如何增生意義，產生多重定位（Ang,1996）。 
 

(六)相關研究回顧 
過去戲劇相關研究，舉凡港劇、大陸劇、韓劇、日本趨

勢劇、鄉土劇、偶像劇都曾被鑽研過，本研究將過去國內對

於世代或性別有關的戲劇研究進行整理，如下: 
 

1.世代相關戲劇收視研究 
趙培華（2000）研究青少年（13-21歲）對日劇的觀看和

解讀，發現日劇對青少年而言，能夠獲得愉悅和抒發。曹蜀

宜（2005）探討青少年對本土偶像劇的消費，發現青少年會

對喜歡的偶像劇或偶像，引發消費慾望，進而影響青少年的

自我認同。陳怡君（2004）從生活風格探討年輕人對台灣偶

像劇的觀賞，發現年輕人認為偶像劇，不但能反映時下生活，

也希望自己也能與戲劇人物一樣獨特有想法。 
 
而鄉土劇方面，楊乃女（2009）分析《天下第一味》的

BBS論壇，發現鄉土劇是青年（28-33歲）創作與惡搞的來源，

利用戲劇的聳動來創作。而吳羿嬌（2011）的《夜市人生》

研究發現青、中壯與老年觀看鄉土劇的動機有差異，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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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頻率較多，中年則為陪伴長輩，然而該研究為量化研究，

難以深入得知其媒體消費意涵。 
 

 綜觀過去國內研究，雖針對不同世代收看各種劇種有研

究挹注，卻只著眼於單一世代(單一族群)或單一劇種。本研

究企圖針對不同世代觀眾對不同本土劇種的消費情境與收

視意涵，進行統整性的剖析，並試圖描繪不同世代性別閱聽

人的收視樣貌。 
 
2.性別相關戲劇收視研究 

楊維倫（2003）研究日劇閱聽人，發現男女日劇迷對日

劇的解讀有差異，女性投入感情；男性則喜愛非愛情相關的

題材。李佩英（2005）針對韓劇《大長今》發現，男女閱聽

人對「長今」角色的解讀有不同詮釋，女性認為大長今鼓舞

女性，打破男權；而男性的詮釋則聚焦在大長今的事業奮鬥

上，並未強調其性別。而陳怡君（2004）從生活風格看年輕

人偶像劇的觀賞，發現女性比男性重視物質享受，而男性則

是比女性追求創新挑戰。 
 
張雅婷（2008）分析韓劇《我叫金三順》閱聽人，發現

女性屬於參考型收視，容易將戲劇與生活連結；而男性則專

注拍攝手法、演技、情節、服裝等層面，以察覺出戲劇的虛

假性，屬於批判型收視。不同性別對同一文本的解讀大異其

趣的研究多有累積，可參考陳婷玉(2008、2009、2012)。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的閱聽人研究探討台灣偶像劇與鄉土劇

的不同收視觀眾群，涵蓋年輕、中年、熟年世代，乃至性別。

研究對象從 18 歲開始，目標鎖定觀看偶像劇與鄉土劇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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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將世代分為：年輕世代：18 歲至 29 歲、中年世代：

30 歲至 49 歲、熟年世代：50 歲以上，以此剖析不同世代觀

看戲劇的消費意涵。 
 
(一)資料收集方法 

Morley（1992）認為，深度訪談法是閱聽人研究中值得

參考採用的方法， 
而且大部分的學者也將深度訪談視為一種對話及社會行動，

它的目的在於取得正確的資訊，或了解訪談對象對真實世界

的看法、態度與感受（齊力、林本炫，2005）。其優點在於

結構與彈性的結合、研究者深入的探問技巧及雙方互動，並

在訪談過程中試圖創造出新想法的特點（藍毓仁譯，2008）。
本研究為得到研究對象的媒介消費論述與背景，採取半結構

性的訪談方式，誘發受訪者在訪談互動過程中，為研究者重

建其收看偶像劇與鄉土劇的情境。 
 

本研究受訪者為有收視鄉土劇/偶像劇習慣者，若非收視

完整一部戲，亦收視大部分集數，有些甚至亦收看重播。一

般而言，觀眾的暴露量高、涉入感深、忠誠度高、對節目也

有較高的認同。受訪者的徵得，以研究者的人際網絡與校園

為優先，其次進入社區及鄉鎮居民。 
 
訪談於 2013 年 2 月至 5 月進行，訪談對象包含：大學

生八名，上班族十名、家庭主婦一名、自行創業兩名及退休

人士兩名，共二十三名。為了確保資料的準確性，二十三位

受訪者皆親自面訪，且訪談過程全程錄音，每位受訪者至少

訪問 40 分鐘以上。 
 

(二)受訪者背景描述 
本研究所徵集到的受訪者年齡介於 21 歲至 76 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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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研究受訪者的簡介及其偶像劇或鄉土劇的觀看情

形的描繪。 
 

【編號 1】 
女性 56 歲，國中學歷，曾任職紡織業，婚後專職於家

庭，子女皆長大成人進入職場。與鄰居（編號 2 號）共同承

接居家代工工作。聽得懂國語與閩南語，但以閩南語溝通居

多，是閩南人。家中設備有電視兩台，及子女的電腦，但受

訪者不會使用，主要觀看的節目有，民視鄉土劇及新聞台，

看過《意難忘》、《父與子》、《夜市人生》等。 
 

【編號 2】 
女性 54 歲，國中學歷，曾任職於紡織業，婚後專職家

庭，與受訪者編號１號為好朋友兼鄰居，子女皆長大成人。

懂國語與閩南語，溝通以閩南語居多，家中設備有電視與電

腦，電腦則是兒子的。主要觀看新聞及鄉土劇，由於家中並

沒裝設有線電視，只能看民視戲劇。看戲劇多以自己看居多，

偶爾外出會和朋友一起看。看過《意難忘》、《愛》、《娘家》、

《夜市人生》等，對於鄉土劇有一套見解，認為當今鄉土劇

情節都與《意難忘》雷同，感覺像是翻版。 
 

【編號 3】 
男性 76 歲，國小學歷，職業為鑿井師傅。觀看節目有

台語新聞、鄉土劇，主要都以民視台觀看居多。吃飯看鄉土

劇，家人都會陪同觀看。聽得懂國語、閩南語、日語，平日

溝通以閩南語居多。看過《娘家》、《父與子》、《夜市人生》

等。 
 

【編號 4】 
男性 70 歲，國小學歷，會日語，同時也會閩南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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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國語。年輕務農自產自銷，閩南人，育有三子，皆已成

家立業。觀看電視的時間以中午時段居多。看過《意難忘》、

《父與子》、《夜市人生》等。 
 

【編號 5】 
女性 32 歲，大學學歷，任職行政人員。聽得懂國語和

閩南語，平常溝通以國語和閩南語混雜使用。觀看電視節目

有綜藝節目、新聞台、偶像劇、鄉土劇。觀看鄉土劇時，以

電視收視為主，而偶像劇則會視情況而定，有時會使用網路

觀看。 
 

【編號 6】 
女性 47 歲，高職學歷，曾任職於診所助理，目前為家

庭主婦。育有兩女。懂得閩南語與國語，平日溝通以閩南語

居多，是位閩南人。信奉基督教。家中設備有電腦與電視。

有時自己獨自在家觀看，有時女兒和丈夫會一起看。看過《小

資女孩向前衝》、《愛上兩個我》、《風水世家》、《父與子》。 
 

【編號 7】 
男性 49 歲，高職學歷，育有兩女一子。懂國語與閩南

語，平常溝通以閩南語居多，國語則較少。家中設備有電視

三台。觀看電視時間為晚上吃飯時間及假日在家空檔，會與

妻子一起觀看鄉土劇。觀看過的鄉土劇有《娘家》、《風水世

家》、《意難忘》。 
 

【編號 8】 
男性 43 歲，高職學歷，育有一子。懂國語與閩南語，

平常溝通以閩南語居多，閩南人。目前自行開業，營業時間

沒客人時，就會看電視打發時間。常常會用電腦搜尋電影來

看。因太太在看鄉土劇，因此跟著看。看過《意難忘》、《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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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父與子》等。 
 

【編號 9】 
女性 23 歲，大學生，居住家中。懂國語與閩南語，平

日慣用閩南語與國語。家中有電視四台，客廳及房間各有一

台。平常會與阿嬤一起觀看鄉土劇，阿嬤愛民視。自己則偏

愛三立。 
 

【編號 10】 
女性 23 歲，大學生，目前外宿學校宿舍。懂國語與閩

南語，平日溝通視對象與環境而定，與家中長輩交談以閩南

語為主，在學校則多說國語，閩南人。家中設備有電視三台，

電腦兩台。會與媽媽看鄉土劇和偶像劇。上大學後，觀看偶

像劇多，鄉土劇少。看過《夜市人生》、《霹靂火》、《我可能

不會愛你》等。 
 

【編號 11】 
男性 22 歲，大學生，原生家庭在台北，目前外宿學校

宿舍。在家時，會用電視觀看鄉土劇，居住學校宿舍則用電

腦看鄉土劇。懂國語與閩南語，平日慣用國語，是位客家人。

受訪者到嘉義求學後，才開始接觸鄉土劇，原生家庭沒有觀

看，因此只觀看過《世間情》。 
 

【編號 12】 
男性 23 歲，大學生，原生家庭在新竹。目前外宿校外

自行租屋。懂國語與閩南語，平常慣用國語，閩南語次之，

閩南人。家中有電視兩台，電腦兩台。看過《小資女孩向前

衝》、《風水世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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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 
女性 53 歲，高職學歷，目前任職於服務業-清掃人員，

育有一女一子。懂國語與閩南語，平常慣用國語，客家人。

家中設備有電視一台、筆電一台、桌上型電腦一台，皆設置

於客廳。觀看戲劇時，電視及電腦皆會使用，看過《惡作劇

二吻》、《犀利人妻》。 
 

【編號 14】 
女性 51 歲，高職學歷，目前任職公司會計人員。懂國

語、閩南語及日語，慣用語閩南語，是位閩南人。家中設備

有電視三台，電腦兩台，自己則有一台平板。觀看戲劇時，

以電視為主，偶而會用平板。看過《父與子》、《夜市人生》、

《風水世家》、《小資女孩向前衝》等。觀看偶像劇是受到女

兒影響，而鄉土劇則是自己主動觀看，丈夫有時會一起看。 
 

【編號 15】 
男性 53 歲，高職學歷，目前任職貿易公司，育有兩子

一女。懂國語、閩南語及廣東話，慣用國語，閩南人。家中

設備有電腦一台、平板一台、電視兩台。看過《犀利人妻》、

《痞子英雄》、《兩個爸爸》、《白色巨塔》等。 
 

【編號 16】 
男性 65 歲，國中學歷，曾任送貨員，目前已退休。懂

國語與閩南語，慣用閩南語，閩南人。家中電視有兩台，設

置在不同樓層。看過《白色巨塔》、《痞子英雄》、《廉政英雄》。 
 

【編號 17】 
受訪者女性 45 歲，碩士學歷，任職於出版社。育有一

女一子。懂國語與閩南語，慣用為國語，閩南人。家中電視

有一台、電腦一台，皆設置在客廳中。觀看偶像劇時，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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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一起看，而鄉土劇則是和婆婆觀看。看過《夜市人生》、

《我可能不會愛你》、《犀利人妻》等。 
 

【編號 18】 
女性 43 歲，雙碩士學歷，國中教師，育有兩子。懂國

語與閩南語、客家語，慣用國語，客家人。家中設備無電視，

僅有電腦，經常上網搜尋電視劇觀看。看過《犀利人妻》、《白

色巨塔》等。 
 

【編號 19】 
男性 49 歲，五專學歷，台塑相關企業員工，育有兩女。

懂得閩南語與國語，平日溝通以閩南語居多，偶而會混雜國

語，閩南人。家中設備有電視一台、電腦一台。看過《小資

女孩向前衝》、《愛上兩個我》、《風水世家》，女兒和妻子都

會一起觀看。 
 

【編號 20】 
男性 42 歲，碩士學歷，國小教務主任，育有一女一子。

懂國語與閩南語，慣用國語，閩南人。家中設備有電視及電

腦，習慣使用電視觀看戲劇，電腦為輔。看過《新兵日記一》、

《新兵日記二》。 
 

【編號 21】 
女性 22 歲，大學生，懂國語與閩南語，慣用國語，閩

南人。家中設備有電視一台，電腦兩台，自己有一台。觀看

戲劇主要以電視觀看，電腦則較少。奶奶會看三立台鄉土劇。

看過《我可能不會愛你》、《親愛的我愛上別人了》、《真愛找

麻煩》、《世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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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2】 
女性 23 歲，大學生，外宿學校宿舍。懂國語與閩南語，

慣用國語，閩南人。家中設備有電視一台、電腦兩台。在家

中時。看過《夜市人生》、《犀利人妻》、《兩個爸爸》等。 
 

【編號 23】 
男性 24 歲，研究生，外宿學校宿舍。懂國語與閩南語，

慣用國語，閩南人。受訪者表示，由於父親身為軍人，非常

講究生活作息，高中時曾經因觀看戲劇吵過架。看過《真愛

趁現在》、《真愛找麻煩》、《犀利人妻》。 
 

四、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世代與不同性別閱聽人收視偶像

劇／鄉土劇的消費意涵，首先討論閱聽人觀看戲劇的行為與

情境，瞭解閱聽人觀看戲劇選用之工具及其收視環境，其次

瞭解閱聽人對該戲劇的消費意涵。 
 

(一)閱聽人的觀看行為與情境 
電視的普及與網路的迅速流通，觀看戲劇不再只能在電

視上，還可以用其他 3C 產品，隨時觀看戲劇。在利用科技

產品來消費影音內容方面，一個產業的智庫 MIC(Market 
Intelligence &Consulting Institute，產業情報研究所)的數位生

活研究群(2011)，曾進行相關調查，發現網路電視族群(購買

網路寬頻影音付費節目，如中華電信 Channel，或收看 P2P
網路電視，如 PPS)，以男性居多，居住於北部，年齡以 21-30
歲居多，每個月可支配金額五千至一萬元，許多仍為在學學

生，此族群正是數位成長 N 世代(net generation)，隨著網路

服務興起一同成長，對於創新網路服務接受度高。網路電視

族群(會使用電腦、筆電、平板透過網路收視)從年齡分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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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有超過半數的比重集中在 21-30 歲(55.9%)(本研究中的

年輕世代(18-30 歲)即屬於此社群)，其次是 31-40 歲，比例為

24.8%，41-50 歲的比例陡降至 8.3%，而 51 歲以上的使用者

則低於 2%，由此可見，看戲劇所使用的設備與網路技術，

應亦有世代間的差異。再者，人們生活在世界上，無法不與

人互動，與媒體接觸發生在社會情境與日常生活中（盧嵐蘭，

2007）。研究調查發現，收看網路電視族群，有 27.6%是夫妻

與小孩同住，15.8%則為三代同堂，這些家庭中年輕人的收

視亦可能影響與之同住的較年長家人(如協助使用 3C 產品觀

賞戲劇。 
 

(二)「偶像劇」觀看工具與情境－世代差異 
1、電視與電腦並用的年輕世代－獨享 
看偶像劇我會用電視、電腦。用電腦時，我會視窗開著戲

劇，同時兼玩小遊戲（編號 23，21 歲／學生，男）。 
 
我用電腦去看偶像劇。在家裡，用電視看，會跟家人一起

看（編號 22，23 歲／學生，女）。 
 
我會用電視看偶像劇，但是要追劇的話，我就會用電腦看，

我自己在家裡看，家人都不愛看偶像劇（編號 21，22 歲

／學生，女）。 
 

年輕世代，多為學生，往返於原生家庭與學校之間，觀

看戲劇之工具隨之變動，如居住學校或自行租屋，以電腦觀

看，在家則是電視。年輕世代善用各種 3C 產品，同時，也

會在觀看戲劇的同時，玩電腦小遊戲，兩件，甚至更多事情

同時進行，屬於「雙螢」，甚至「多螢」接收，顯示年輕世

代對於新科技的得心應手與分心的特殊消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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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視與電腦通用的中年世代－親子互動 
我會用電視跟電腦看偶像劇……我會跟小孩一起看，或者

邊做事，邊聽電視聲音。我們家電視擺在電腦旁，所以只

要轉個頭就可以看到電視，也可以聽到電視聲音（編號17，
45 歲／出版社編輯，女）。 

 
我看偶像劇是用電視看，或者是用 Youtube 看。已婚的人，

當然在家裡看囉，跟我兒子一起看（編號 20， 40 歲／小

學老師，男）。 
 
假日我會在家裡用電視看偶像劇，跟我老婆還有女兒一起

看（編號 19，49 歲／台塑服務，男） 
 
我通常是一個人看偶像劇的，用電腦看。我曾經也有跟我

姪女一起看（編號 18，45 歲／國中老師，女）。 
 

中年世代生長在電視與電腦的過渡時期，對於電視相當

熟悉，對電腦也不陌生。中年世代會用電視觀看戲劇，也能

用電腦收看。對中年世代來說，收看戲劇是家庭生活的一環，

是與配偶、孩子共度的時光，以之培養親子關係，創造家庭

和諧。 
 

3、偏好電視收看、自在享受戲劇的熟年世代 
看到好看的偶像劇，我會轉電視來看。有時候，我會叫我

兒子幫我從網路找，用我的 ipad 看（編號 14，51 歲／會

計，女）。 
。 
用電視看偶像劇，有的時候我用電腦看。電視廣告時，我

就去洗碗、收衣服。但我很迷一部戲時就用電腦。我們家

每個人都顧一台，我在客廳顧電視，兒子顧筆電，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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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電腦（編號 13，53 歲／服務業，女）。 
 
我都是用電視看偶像劇。我們家一人看一台電視，你看你

的，我看我的（編號 16，65 歲／送貨員退休，男）。 
 
我都是在一樓客廳看電視。看的時候，我老婆、兒子、女

兒在的話，都會跟我一起看（編號 15，53 歲，貿易商業

務經理，男）。 
 

熟年世代觀看偶像劇多在客廳觀看，屬於家庭公共空間，

意味著自己觀看戲劇，也不介意家人一起觀看，當然這個族

群亦可能是家中最具權威者，因而可以擁有客廳電視之使用

權。而一些熟年女性觀看偶像劇，除了會使用電視之外，也

會用電腦、平板等新媒體，尤其是透過晚輩的協助；熟齡男

性則似乎較依賴電視，顯示出男性與女性的不同。然而由於

本研究的熟年世代受訪者中，女性多為輕熟齡的五十幾歲，

而男性則為已邁向老年的六、七十歲，因而較難以對照比較，

究竟是性別抑或年齡造成差異，可能必須更深入探究。另外，

熟齡世代可能因空閒時間較多，因而常會獨自看電視，但多

位熟齡受訪者亦表示，會與晚輩一同收視。 

 

(三)「鄉土劇」觀看工具與情境－世代差異 
1、隨環境變換媒體的年輕世代 
我在房間看鄉土劇的。看鄉土劇的時候，電視跟筆電都會

開著，我坐在電腦前，邊看電視邊跟朋友聊劇情。有的時

候也會弄報告（編號 9，23 歲／學生，女）。 
 
在家，我會跟我媽媽一起看鄉土劇，在學校自己宿舍看（編

號 10，23 歲／學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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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是自己看鄉土劇。家人不愛看鄉土劇，只有我在看。

在家裡，自己在房間看。到宿舍就電腦裝電視盒看（編號

11，22 歲／學生，男）。 
 
用電視看鄉土劇，電視視窗看起來比較大，而且我在外面

租房子，可以自己看電視，邊看電視邊吃東西（編號 12，
23 歲／學生，男）。 

 
年輕世代常往返家庭與學校之間，觀看戲劇受到環境影

響，使年輕世代觀看戲劇隨著環境而轉換其觀看方式。年輕

世代觀看鄉土劇主要都以電視為首選，其次是電腦。年輕世

代認為電視畫面比較大，觀看起來較舒適。可以一邊看電視，

也可以一邊做其他的事，比方說看電視，吃東西，或者跟朋

友聊天、寫作業等，年輕世代不僅觀看戲劇，也可以雙螢、

多螢使用媒體，進行不同活動。正如資訊趨勢預測家 Don 
Tapscott(1998)所言:「透過數位媒體的使用，網路世代不僅發

展出自有的格局，更對社會文化產生巨大衝擊。戰後嬰兒潮

退位了，網路世代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積極地學習、玩樂、

溝通、工作、消費及創造社群。」(引自陳曉開、袁世珮譯)。
事實上，調查已經指出，對年輕人而言，多螢生活(電視、手

機、平版、電腦…)已成新常態(李至和，2016)。 
 
 

2、電視陪襯家事與家人的中年世代 
我回家的時候會跟家人一起看鄉土劇。會邊吃東西、或弄

個東西，就連洗澡時也會開著電視（編號 5，32 歲／行政

工作，女）。 
 
看鄉土劇會邊做家事，整理房子，折衣服。如果我女兒在

的話，也會跟我一起看鄉土劇或偶像劇（編號 6，4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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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女）。 
 
鄉土劇主要是我老婆在看，我就跟著看，吃飯的時候看（編

號 7，49 歲／木材業，男）。 
 
我太太看《風水世家》，我就跟著看，民視我們都有在看，

但沒有每天看，忙碌就不能看。（編號 8，43 歲／機車行

服務，男）。 
 

中年世代鄉土劇收視以電視為主，雖然會使用電腦，但

似乎不會用來看鄉土劇。對中年世代來說，鄉土劇可以讓他

們陪伴配偶或子女，透過戲劇情節來增進彼此溝通機會，化

解尷尬。此外，也是生活的陪襯工具；一邊看電視，一邊處

理家務事、吃飯、洗澡等。此種分心式的收視，對中年世代

來說可以節省時間，娛樂時，也可以做例行家務事，化解無

聊、乏味、煩悶、尷尬等各種時刻。 
 

3、鄉土劇做伴的熟年世代 
用電視看的鄉土劇，有的時候我女兒跟孫子都會跟我一起

看，吃飯的時候看。有時會看著看著就睡著（編號 3，76
歲／鑿井退休，男）。 
 
我只看民視的，其他國語我聽不懂。平常時，我都是自己

住，自己看鄉土劇。看的時間幾乎都是中午（編號 4，76
歲／務農，男）。 
 
我用電視看鄉土劇，平常自己看，我老公都去朋友家聊天

（編號 1，56 歲／紡織退休轉代工，女）。 
 
看鄉土劇常在一樓看，有的時候女兒在家的話，她也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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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一起看，一起聊天（編號 2，54 歲／紡織退休轉代工，

女）。 

 

看鄉土劇的熟年世代，大部分都已經進入退休階段，長

期待在家中，平日生活簡單，早上出門找朋友聊天，參加老

人聚會，晚上待在家裡看電視，無形之中看電視成了熟年世

代平日最佳良伴。退休後，生活範圍縮小，居家環境成了熟

年世代活動最為頻繁的空間，平日可能獨自觀看鄉土劇，偶

爾會有子女陪伴，但並非常態。由於晚輩繁忙經常不在身邊，

熟年世代孤單，所以鄉土劇間接也成了他們排遣孤寂的工

具。 
 
(四)觀看情境之性別差異---人際互動式觀看的女性與個人式

觀看的男性 
在家裡看偶像劇感覺比較拘束，所以我都不常在家裡看，

經常是回宿舍，只有自己的空間觀看，在宿舍不用太拘束，

要哭、要笑、要跳、隨便我…情緒的發洩，讓人看到會不

好意思，就是不太願意表達自己的情緒給別人知道。我不

會跟人家看，也不會討論，但是我會把感受 po 文在

Facebook 上面，有的人會問我發生什麼事，我就會說只是

在看影片。我覺得討論是沒有必要的（編號 23，21 歲／

學生，男）。 
 

  看偶像劇都不用跟人家討論，這種東西不需要討論，嗜好

不一樣。，就不用再去討論了（編號 16，65 歲／送貨員

退休，男）。 
 
我有幾個好朋友都喜歡看鄉土劇，看鄉土劇的時候就會一

邊聊一邊看，就一直用 Facebook 講，留言可以好幾百篇（編

號 9，23 歲／學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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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跟我媽媽用電視看鄉土劇。然後到學校就跟朋友討論

鄉土劇（編號 10，23 歲／學生，女）。 
 
朋友來找我吃飯的時候，我們都會討論鄉土劇（編號 5，
32 歲／行政工作，女）。 
 
跟我女兒一起看可以邊看邊聊天，很開心（編號 6，48 歲

／家庭主婦，女）。 
  

女性常與他人（如長輩、晚輩、朋友）一起觀看戲劇，

並藉此與人互動，觀看亦不只觀看，還會一起討論；而男性

(似乎除了中年世代之外)則喜歡自己一人觀看戲劇，認為和

其他人一起觀看，會不自在，很拘束，情緒無法適當抒發，

甚至認為不同偏好容易引起爭執。此現象似乎與傳統社會建

構男性認同有關；男性被認為喜歡收看新聞、政治、體育等

媒體內容，而女性則多偏好綜藝、戲劇等文本。本研究中的

男性受訪者顯示一種非常隱私、個人化的收視，不習慣與他

人一起收看，也不喜歡與他人討論劇情，他們不願意展露因

戲劇而被挑起的情緒，雖然有時會在其他平台(如 FB)上揭露，

卻顯得相當隱晦。 

 

(五)閱聽人的戲劇消費意涵 
閱聽人的社會位置、角色決定其賦予文本的意義，並彰

顯他們的企圖與社會實踐（陳婷玉，2012），不同世代閱聽

人有其殊異的消費意涵與社會實踐。 
 

1.「偶像劇」的消費意涵 
(1)藉偶像劇體驗人生的年輕世代 

對年輕世代來說，收看偶像劇有兩種意義；給予他們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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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與幻想未來的空間，以及提供年輕世代生活指導的方針，

讓年輕人借鏡與反省。 
 

（1）偶像劇的憧憬與幻想 
《我可能不會愛你》的愛情可以滿足我對愛情的慾望及期

望。大仁哥（角色名）跟程又青（角色名）太甜蜜了。然

後程又青的工作態度，不管是家庭，事業都是個 queen，
很想學習（編號 22，23 歲／學生，女）。 
 
劇中經理叫史特龍（角色名），碰到事情，不會當下解決，

會把所有相關的證物，人證都找齊，才處理。如果我以後

當上主管，一定要像他（編號 24，23 歲／學生，男）。 
 

年輕世代有些尚未出過社會，或剛入社會。對於職場涉

入不深。觀看偶像劇，可以讓他們認識職場，並提供未來生

活的想像空間，期許自己能夠像劇中人物擁有愛情與事業。

年輕世代透過此戲劇來描摹自我的未來生活，建構未來人生

方向。 
 

（2）偶像劇作為年輕世代生活學習的指導 
前陣子，我剛好遇到感情問題，看到《真愛趁現在》講愛

情，我很有感受，看完後回來反省。回想那段感情是不是

因為有些誤解才導致分手（編號 23，24 歲／學生，男）。 
 
偶像劇比較會鼓舞人心。標題小資女孩，就是要叫年輕人

花錢要節省（編號 24，23 歲／學生，男）。 
 
我看《犀利人妻》是因為我姑姑家庭有過離婚，我希望看

了戲劇之後，可以學習一些婚姻的事情，避免外遇（編號

22，21 歲／學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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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年輕世代而言，觀看偶像劇是追隨潮流，也是體驗人

生。年輕世代年紀尚輕，歷練少，對於人生許多的經歷尚無

法體會。從戲劇中學習如何經營愛情、做人處事、以及職場

倫理等。曾有受訪者表示，由於親戚曾有過破碎婚姻，因此

對於婚姻的劇情，會特別關注，希望透過戲劇瞭解婚姻，以

做為前車之鑑，防止婚姻破碎之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3)以偶像劇反思及教育晚輩的中年世代 

對中年世代來說，觀看偶像劇有兩種意義；偶像劇提供

教育晚輩的素材以及緬懷過去與反思自我，戲劇劇情與過往

經驗重疊，因而產生共鳴。 
 

（a）偶像劇作為教育晚輩最好的題材 
我會播 Youtube，讓學生用看的，他們自己去體會，導出

正義感，就會生氣這個偷錢的人（編號 20，42 歲／國小

老師，男）。 
 
女兒看到人家嫁有錢人就說好好喔。我就會跟我女兒說，

你學習戲劇女主角麻，，不要看人家有錢就好，要拘謹一

點（編號 19，49 歲／台塑服務，男）。 
 
我在跟孩子看偶像劇時，不會給孩子講一些大道理，戲劇

內容就可以溝通，一來了解他們的想法，二來也間接傳達

我想要說的話。有些話，透過觀看偶像劇就可以道出（編

號 17，45 歲／出版社編輯，女）。 
 

偶像劇內容包羅萬象，舉凡親情、愛情、友情，廣泛涵

蓋生活中各種面向，以至於「老少咸宜」。跨世代收視的戲

劇，讓家庭裡平日鮮少交集的中、青少世代，藉此有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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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雙方有了溝通的場域，可以培養感情，互相瞭解。中

年世代認為，戲劇的呈現方式，間接讓晚輩接受長輩的勸誡，

是優越的教育素材。 
 
（b）藉偶像劇緬懷過去與反思自我 
我看《新兵日記》...因為回憶有關。我以前也當過兵，所

以我對這齣戲還蠻有興趣的，且也是在成功嶺（編號 20，
42 歲／國小老師，男性）。 

 
《我可能不會愛你》程又青（角色名）跟男友吵架，全身

淋濕回家，媽媽看到安慰她，這時候感覺像我在跟我媽媽

對話，平常不會去跟我媽媽說什麼（編號 17，45 歲／出

版社編輯，女）。 
 
小三問題，像是我朋友，同事，嫂嫂跟哥哥，看到戲劇的

演出後，讓我體會到老公外遇的心情（編號 18，43 歲／

國中老師，女）。 
 

偶像劇中所演出的某些片段，可能與中年世代過去經驗

重疊，其熟悉感讓中年世代回想起過去。過去不敢做的事情，

不敢表達出的感受，透過戲劇演出，也許讓中年世代得到替

代性體驗，以不同樣貌再次經歷，從中獲得紓解與釋放。有

受訪者就表示，戲劇演出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不敢表達的情

感，從中獲得心靈釋懷。收視偶像劇，不但勾起中年世代的

回憶，也洞察其未曾察覺之感受。 
 
(4)藉偶像劇適應社會與再學習的熟年世代 
看《痞子英雄》我就可以思考是誰在當壞人，誰在做壞事！

（編號 16，65 歲／送貨員退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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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偶像劇，可以讓我了解現在年輕人的想法，有時候我兒

子跟女兒的行為我都摸不透，常常吵架。（編號 15，53 歲

／貿易商業務員，男）。 
 
我結婚之後就進入家庭當先生的會計，沒有機會再到外面

工作，所以看這齣戲可以多少了解，女性在職場上的成就

（編號 14，51 歲／會計師，女）。 
 

熟年世代對於社會的變遷有深切的體悟，意識到學習的

必要性，抱持著學習的心態觀看偶像劇，接納當代觀念與想

法。退休後的熟年世代依偎在家庭，與晚輩接觸是最頻繁的

互動，如若不了解晚輩，世代間就容易產生隔閡與衝突。因

此學習認識現代社會勢在必行，不斷更新自己看待社會及年

輕世代的樣貌，讓自己適應與過去不同的環境與思維。 
 
2.「鄉土劇」的消費意涵 
(1)鄉土劇營造逗趣生活的年輕世代 
鄉土劇裡面有那種非常好笑的橋段，看到好笑的幾乎都會

笑吧。（編號 11，22 歲／學生，男）。 
 
鄉土劇感覺跟生活很貼切，有些內容還蠻誇張的，比如說

吵架吵得很兇，感覺無聊，但其實又很有趣（編號 12，23
歲／學生，男）。 

 
鄉土劇我覺得誇張，就覺得好看。印象最深刻的劇情就是

有一個女生，闖進男生的房子，去浴室用男生的沐浴乳，

然後對著沐浴乳說，這是誰的味道，發展很奇怪，很好笑

（編號 9，23 歲／學生，女）。 
 
鄉土劇還會搭配時事，灑狗血。裡面常常出現吵架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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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吵架的方式很溜，感覺好笑又很有趣（編號 10，23
歲／學生，女）。 

 
年輕世代觀看鄉土劇常以歡樂、逗趣的心態觀看。不論

男女在觀看鄉土劇時，常以好笑、有趣的字眼來形容，認為

鄉土劇以一種寫實的內容來貼近閱聽人生活，再以誇張超現

實的情節或角色行為來搏君一笑，讓年輕世代猶如看喜劇、

看熱鬧般的心情，清楚將戲劇與現實生活區隔。 
 
(2)藉鄉土劇調劑生活、舒解壓力的中年世代 
放鬆心情，什麼事情都不用做，然後有時候可以看著看著

就睡著了。…我會看鄉土劇是因為我老婆愛看（編號 7，
49 歲／木材業，男性）。 
 
在機車行，一邊看電視一邊等客人上門。我太太她都看民

視，她愛看，我就跟著看鄉土劇（編號 8，43 歲／機車行

服務，男）。 
 
反正就是亂演，不知道在演什麼，可是又很愛看。不用花

大腦，然後還可以邊看邊整理自己的房間（編號 5，32 歲

／行政工作，女）。 
 
讓我無聊的時候，也有事情做，比較不會都是在做家裡的

事情感到厭煩啊（編號 6，48 歲／家庭主婦，女）。 
 

中年世代肩負家庭責任，長輩與子女都要照顧，生活壓

力大，因而找尋紓解壓力的方法，此時觀看鄉土劇成了他們

的抒壓管道。鄉土劇對觀眾沒有注意力與腦力的嚴格要求，

是無壓力的媒介消費，這讓在家庭與工作壓力下生活的中年

世代得以舒緩。此外，對中年世代男性，收看鄉土劇也是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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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家人的方式。 
 
(3)將鄉土劇視為生活寫照的熟年世代 
我比較喜歡看古老的，忠實的東西…。現在做的比較西西

華華拉（亂七八糟拉）。變成這樣，所以現在的電視劇我

就有點不大喜歡。較不忠實啦。我平常時都看台語的拉，

國語我聽不懂我就沒再看。鄉土劇《風水世家》結束後，

就接著看《龍飛鳳舞》，常常看鄉土劇，就很高興啊（編

號 4，76 歲／務農，男）。 
 
看鄉土劇之後都會自己罵自己"肖ㄟ"都看這，就像人家說

的作戲空，看戲憨，人家播什麼我們就看什麼，我們就願

意讓他欺騙，就很愛看（編號 1，56 歲／紡織退休轉代工，

女）。 
 
鄉土劇就以平常戲在看啊，古人在說的，戲台上有這個人，

戲台下就有這種人。（編號 2，51 歲／紡織退休轉代工，

女）。 
 
熟年世代走向退休生活，不用打拚事業，也不用養育子

女，過著安逸生活，生活沒了重心，電視成了他們依賴的良

伴。熟年人看鄉土劇沒有戲謔或嘲諷的眼光，而是認真、在

意、滲入性高地觀看，認為戲劇中所呈現的人與事，在現實

生活中必然也有此人，受訪者道出台語俗諺《戲台上有什麼

樣的角色，在實際生活中也就有那樣的人》，顯示鄉土劇是

他們認定的真實世界樣貌。另外，部分熟年世代，只聽得懂

日語和閩南語，而國語則聽不懂，以致影響他們選擇閩南語

戲劇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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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討論 

正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戲劇是由人類創造，

出自於人類思維，難免會與人的生活雷同。屏風表演班創辦

人李國修說：「戲劇是濃縮反映人生」。而戲劇不僅能獨自觀

賞，也能與家庭成員共享（陳芸芸譯，2000）。加以網路科

技的進步，給予收視更多便利性。 
 
觀看戲劇的管道，除了電視之外，3C 產品（電腦、筆電、

平板、手機）都能觀賞。本研究發現三個世代觀看戲劇，皆

有其慣用的媒體工具。以鄉土劇來說，三個世代觀看都以電

視為主，其次才是電腦等 3C 產品。年輕世代認為，鄉土劇

內容不緊湊，隨時觀看都能理解。中年世代則認為就因緊湊

度不高，觀看不用放置太多的心力而得以放鬆，以電視觀看

居多。而熟年世代，則因對 3C 產品不熟悉，且新媒體資訊

不斷更新，讓他們無法全面吸收（蘇敬雯，2013），產生心

理障礙，不願學習使用，進而使用熟悉的工具（陳世勳，

2011）。 
 
反觀偶像劇，閱聽人認為該劇種緊湊度高，架構完整，

每段情節都相當重要，一旦遺漏，就可能會看不懂。往往使

得閱聽人在電視播映時間之外，到網路搜尋，線上觀看，甚

至還會重複觀看。除此，偶像劇貼近現代都會生活的流行元

素(方韻鈞，2013)，本就是以年輕人為目標收視群，而本研

究發現觀看偶像劇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會不同程度的使

用電視與 3C 產品，即使不甚熟悉新媒體的中、熟年世代，

也可能經晚輩的協助而使用電腦、平板電腦來收視。 
 
至於觀看場域，年輕世代常喜歡在獨自的空間，他們享

受自我，這與成長在電腦時代有關，網路提供虛擬空間，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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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透過其管道進行交友、購物與發表言論。這讓年輕世

代習於享受獨處，觀看戲劇似乎也不例外，他們認為旁邊沒

有人，較自在，也較能抒發情緒。而中年世代，身為家庭的

中堅世代，需照顧家人，與長輩或晚輩互動頻繁，使得中年

世代常以“共視”的模式觀看。而熟年世代，則習慣在共享的

空間(如客廳)當中觀看戲劇，早年農業生活常需共享生存，

使得熟年世代對於自我空間的渴求度較低（邱高生、常如君，

2004）。因此觀看戲劇，熟年人較不會講求獨處，反而希望

大家一起觀看。 
 
戲劇被閱聽人消費觀看，進而挪用、轉換、賦予新的意

義，鑲嵌閱聽人的日常生活、角色期待，進行閱聽人個體的

社會實踐（陳婷玉，2012）。以鄉土劇而言，年輕世代認為

鄉土劇貼近生活，舉凡新聞事件都能被戲劇運用，平凡的事

務，被編撰成誇張、超乎尋常的情節，感覺奇怪卻有趣，鄉

土劇成為歡樂來源。中年世代則將鄉土劇視為陪伴家人與紓

解壓力的工具；不緊湊的戲劇，隨時可插入觀看，得以達到

放鬆舒緩的功效。熟年世代對鄉土劇情節的看待卻是與年輕

世代大異其趣，他們將之當真、涉入深，看到不合倫理、情

理的劇情，會激發「正義感」及嚴正的批判，他們認真看待

鄉土劇，認為其“反映”真實人生。 
 
在偶像劇方面，年輕世代認為戲劇提供他們體驗人生，

並增加對未來的憧憬與幻想空間，同時也是生活的指導方針，

透過戲劇學習處世之道。 
 
過去研究指出，成年子女與父母看電視，作為關懷與孝

道的實踐，而長輩則在與晚輩共視的過程中，傳達對子女的

期許（陳婷玉，2012）。據此，本研究也發現，中年世代會

以鄉土劇來陪伴長輩與伴侶；而利用偶像劇來教導晚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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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他們的價值觀。除了陪伴、教育之外，虛構的戲劇也可能

滲入某人的生命經驗，進而觸動其感受（王薏茹，2008）。
在偶像劇中，中年世代看到與自己過去經驗雷同之情節，會

回憶緬懷過往，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熟年世代似乎察覺自

身的想法與晚輩，甚至整個社會之間的差異，而把偶像劇視

為適應變動的社會，瞭解年輕人想法的工具。由此可看出不

同世代在消費戲劇時，不僅是休閒娛樂，也蘊含著每個世代

的獨特意義與功能；不同世代從他們的成長經驗與生活脈絡，

對戲劇賦予了不同的價值，使戲劇能「為其所用」，以遂行

其社會實踐( de Certeau, 1984; 陳婷玉，2012)。 
 
在性別面向，女性善於結合媒介消費與人際互動，借用

戲劇來與家人、朋友同樂、聊心事、說想法、扯八卦。而男

性(除了中年世代)則是喜歡獨自觀賞，認為一旁有人，情緒

會受到束縛，甚至可能因想法不同，引發爭執。和女性相比，

男性較不願意將情緒表露，可能認為那是懦弱的表現，亦不

欲大肆宣揚自己觀看戲劇的事實，因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中，

男性應該看新聞體育等硬性文本，女性則愛看戲劇、綜藝等

軟性文本（陳芸芸譯，2004）。 
 
儘管時代變遷，女性得以外出工作，家庭不再是女性生

活的唯一場域。過去研究指出，女性習慣分心方式收視

（distracted viewing）是因為女性為家庭主婦，工作與生活結

合，以致無法鬆懈專心看電視。但多年後的今天，職業婦女

不斷增加，女性依然利用觀看電視時，同時處理家務，即使

不是家庭主婦，也是邊看電視邊做家事。顯現家務在女性的

心中仍是義務，現今的女性不但要工作還要處理家務，仍然

無法像男性一樣，讓“家”成為休息放鬆的地方。 
 
本研究整合過去有關閱聽人的研究，並擴大探討範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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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兩大劇種；偶像劇與鄉土劇，將年輕世代、中年世代、

熟年世代觀看戲劇的動機逐一分析闡述，並納入性別的收視

分析。從訪談資料發掘若干觀看戲劇的特質與習慣。透過多

元的世代與性別比較，呈現出戲劇在不同世代與性別社群中

殊異的消費意涵。 
 

六、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然積極尋找各年齡層、世代受訪者，但在熟年

世代的不同性別受訪者選取上仍有缺憾，即男性為已邁入老

年而女性則為輕熟齡的五十幾歲，未來研究可增加並平衡輕

熟齡及老年世代的受訪者，以釐清他們對戲劇的消費及意涵，

亦可更深入探究他們與晚輩共同收視的樣貌。另外，受訪者

的日常慣用語言是否亦會影響其偶像劇/鄉土劇的收視意涵，

亦可深入剖析。 
 
 年輕世代可說是鄉土劇的新興收視族群，未來的研究可

以持續關注年輕世代的收視與其詮釋的深層意涵，如這些年

齡層的閱聽人所謂有趣、好笑、無聊意指什麼?戲劇讓他們覺

得有趣、好笑的原因為和?如能剖析跨世代對有趣、好玩的解

讀及想像，應更能增加閱聽人研究的複雜度與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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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世代的滑價值 
探究行動裝置對國小學童的意義 

 
黃美霞、劉平君 1

摘要 

現代人被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所包圍，生活中充斥著網

路與各種電子科技產品，而行動裝置在現今已成為一股不可

扺擋的數位潮流，且造就了習慣於點滑行動裝置的「滑世

代」。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探究國小學童這群滑世代族群，其

行動裝置的使用行為與動機，並深入行動裝置對他們的意義

與價值。 
研究發現，國小學童多數擁有自己的行動裝置且多為中、

低頻率使用者，而多數家長則持開放態度但會限制使用時間，

不過，單親和隔代教養家庭則多為中高頻使用；在使用動機

上，休閒娛樂是所有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原因，其次是溝通

分享，尤其是中高年級，最少則為解決問題，尤其是女性學

童；至於行動裝置對滑世代們的意義與價值，多數視其為夥

伴朋友，尤以中高年級為最，單親與隔代教養的家庭背景亦

是影響因素，其次為玩具物件，少數則為日常用具與休閒零

嘴。 

、賴正杰(黃美霞為南華大學傳播研究所碩

士生，劉平君為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賴正杰為南華大

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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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滑世代、行動裝置、使用意義 
Abstract: The research by depth interviews analyzes the usage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mobile devices in 
curren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f the so-called "Touch-Screen 
Gener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their own 
mobile devices and are middle and low frequent users. They 
have three major motivations: (1) for solving problems, (2) for 
making recreations, (3) for communicat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meanings for the 
students: (1) diversions like snacks, (2) devices like toys, (3) 
daily utensils, (4) partnerships.  

  
 
Keywords：Touch-Screen Generation , Mobile device , The 
Meaning of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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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代人被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所包圍，我們的生活充斥

著網路與各種電子科技產品，而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產品也

越來越朝向人性化發展，尤其是 2007年蘋果 iPhone的發明，

推 動了當代觸控螢幕的流行。由於人們長久以來習慣用滑

鼠來操控電腦畫面，以使用者的角度來說，利用手指直接在

螢幕上進行操作，這種操控方式遠比使用滑鼠來的更精確、

更方便，且能夠在操控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樂趣。於是「觸控

面板」出現在所有想像得到、以及想像不到的各個角落。（張

淑瓊、張文婷，2014）因此我們可以說，行動裝置的時代來

臨。 
 
    根據通訊傳播委員會（NCC）（2016）指出，台灣行動

裝置普及率高，甚至可說是生活必需品。2經濟部資策會 2016
年最新調查也顯示，台灣消費者擁有智慧型手機已超過 9 成，

個人平均擁有 3.6 個行動裝置，有兩種裝置的用戶比率達到

28.2%。3

    新興行動裝置日趨普及產生了大量的行動應用：溝通不

用說話，而是用文字、圖片和顏文字；利用科技來解決日常

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等問題；拍攝的照片，當下透過雲端相

簿分享給好友；工作上的待辦事項和客戶行程計劃，記錄在

雲端行事曆上隨時與手機同步提醒。可知，科技產品已經使

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行動裝置不再只是工作上的工具，它

 
 

 
2NCC（2016）。105 年持有手機民眾數位機會調查報告。台北：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3資策會 FIND （2016）。3 年成長 3 倍！跨螢行為成王道。2017 年 04 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k=2&n_ID=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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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娛樂的平台，也是我們思考的延伸；它更是一把鑰匙，

是我們和世界產生連結的重要媒介。 
 
    關於科技改變生活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成人世界。如果

爸媽手中拿著行動裝置，孩子的好奇心作祟，就會想要從爸

媽手中搶過來，這樣的場景常常出現在公車或捷運上。如果

有同學拿起手機玩遊戲或上網，那他的四周也少不了圍觀的

同儕。 
 
    一項針對美國0-8歲兒童使用媒體的調查：到2013年止，

有72%的兒童使用過行動媒體。在這些兒童中，第一次接觸

行動裝置的年齡，0-1歲占10%，2-4歲占39%，5-8歲占52%。

對於這樣的現像，NPD集團分析師Liam Callahan解釋道：「孩

子喜歡改變，容易適應新裝置和新科技。」此外，由於平板

裝置價格較低，以及二手手機數量成長迅速，大幅增加行動

平板的可接近性，也因此孩童更傾向使用行動裝置。（李岳

霖，2013） 
 
    行動裝置的熱潮徹底顛覆了成人與兒童的生活面向。不

論是人際關係的互動、休閒活動的選擇或工作、教育……，

而且使用年齡還有往下延伸的趨勢。這顯示了一個現象，那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使用觸控螢幕不但不會感到不適應，反而

能悠遊於其中。（莊淑媛，2015） 
 
    2001年，教育和科技評論家Marc Prensky以「數位原民」

（Digital Natives）這個詞彙來描述成長於電腦、電子遊戲機

和其他科技的第一代兒童。（我們其餘人則是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然而，這個詞彙在 2010 年 4 月 iPad 發表時有

了全新的意義。iPhone 雖然已經成功地吸引了年幼的孩子，

但螢幕還是太小，使得胖嘟嘟的學步孩子的小手難以簡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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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地操縱。此外，手機是父母所擁有且經常藏在口袋或錢

包裡，iPad 則是大而明亮，且是屬於整個家庭之物。（Rosin，
2013） 
 
    以前，幼兒得由父母展示如何使用滑鼠或遙控器，而他

們也要花點時間才能掌握自己手的動作與螢幕變化間的聯

繫。但對於 iPad，此聯繫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學步期的幼

兒。觸控技術與搖撥浪鼓或敲打積木有著相同的的邏輯：小

孩敲擊，立即有事情發生。就像 Buckleitner 所說：「在一瞬

間，手指可以移動一輛公車，或者撣掉一隻昆蟲，或者變成

一枝濕濕的大畫筆。」。對於一個學步幼兒來說，這一切並

不比直覺還要神奇。孩子在很小的時後，就有能力做到心理

學家 Jerome Bruner 所說的「積極主動的再現」。他們不是使

用文字或符號來分類這世界的事物，而是透過姿勢—例如，

把一個假想的杯子放在嘴唇，表示想要一杯飲料。他們的手

是他們思想自然的延伸。（ibid，2013） 
 
    換句話說，這一代的國小學生是比數位原民更數位化的

一代。「他們是在智慧型手機、平板問世後出生的學童，他

們在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電腦與液晶電視的環伺下成長，

從小即大量接觸 3C 科技，可說是由「螢幕」陪伴長大，因

此被稱為「螢幕世代」（Screen Generation），又簡稱「滑世

代」」（蕭雅云，2008）。 
 
    世代差異不免因為出生年代與成長背景的不同，導致各

世代集群的價值觀、偏好、態度、行為甚至是思考模式，明

顯呈現出與其他世代不同的形態（劉謙穎，2006）。而這一

代的孩子，用手機、平板電腦和手指進入了一個我們不曾領

略過的「美麗新世界」（賓靜蓀，2013）。他們是生長在行

動裝置普及化的「滑世代」，他們的日常活動多是隨時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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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以操作電子設備，不論是玩遊戲、藉由社群網站的即時

通訊與人互動、或是瀏覽網站以獲取資訊等等，對他們來說，

行動裝置的螢幕是生活行動的重要媒介，然而，這些慣於操

作與馳騁於科技世界的孩子又有著什麼不同於我們的思考

模式與價值觀呢？ 
 

因此，本文試圖探究行動裝置在這群「滑世代」的國小

學童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集焦於他們使用行動裝置的

動機與行為，其次，透過他們使用行動裝置的原因與行動，

以及他們賦予行動裝置的意義來了解行動裝置在滑世代學

童生命中的位置。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試圖瞭解滑世代學童使用手持行動裝置的動機

與行為，並進一步探討其意義與價值。因此，以下首先綜合

整理台灣展翅協會與微軟公司 2015 年針對國小兒童上網行

為調查、4科技部調查資料庫 2014 年全台大調查 59-17 歲兒

童及青少年網路使用行為與動機、兒童福利聯盟 2015 兒童

上網行為調查 6

 
4
台灣展翅協會（2015）。影音隨身滑兒少網安新挑戰，2015 國小兒童上

網行為調查。2015 年 2 月 10 日。取自

以及 3C產品和網路等相關研究，分成使用行

為、動機與目的來說明目前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現況，其次，

http://www.ecpat.org.tw/dactive/knowledge.asp?qbid=695。 
5科技部調查資料庫 (2015)。「無網不利」：超過半數青少年透過網路找

資訊、獲得娛樂並學習新事物！2015 年 07 月 24 日，取自

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epaper/%E7%AC%AC30%E6%9C%9F

20150724.htm。 
6
兒童福利聯盟 (2015)。2015 兒童上網行為調查。2015 年 06 月 08 日，

取自：http://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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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援引科技與兒童價值觀的相關論點，以作為本研究深入行

動裝置對學童之意義與價值的基礎立論。 
 

（一）使用行為： 
使用行為可分為幾個面向，包括使用工具、使用時間、

初次使用年齡、使用特性等。 
 

1. 使用工具： 
在上網工具方面，84.7%的兒童有自己的上網工具。網

路的近用性和工具的多元化，使得行動裝置成為一種使用常

態。3C 產品已成為台灣小小「行動原生族」生活中的必需品。

超過一半（57.4%）的國小高年級學童有自己的電腦（包括

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近一半有自己的智

慧型手機（47.9%）。在兒童很容易取這類裝置的情況下，

行動裝置變成是一項隨手可得的媒體。 
 

2. 使用時間： 
兒童上網時間以下午 4 點到 7 點居多，平均為 1.3 小時。

這段時間，兒童剛放學，但家長仍在上班或準備晚餐，行動

裝置變成電子保姆。以一般學童的生活作息來推估，上網不

僅變成生活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日常活動。 
 
此外，張玉瑛（2011）針對雲林縣國小高年級學童參與

網路遊戲的研究指出，高年級學童每週以 1-5 小時的網路使

用時間所佔的比例最高；林欣玫（2011）有關國小高年級學

童網路使用行為的研究也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每天平均上

網時間在 2 小時上下；魏美惠、賴怡君與莊世傑（2008）則

發現國小學童使用電腦的時數與其創造性人格有相關。 
3. 初次使用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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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操作簡便，直覺型使用設計，

加上大人使用頻繁，許多兒童在耳濡目染之下，不用刻意學

習，就能輕易上手，使得現在的兒童愈來愈早接觸及使用行

動裝置，顯示行動裝置正快速低齡化。54.9%的兒童在 8 歲

前已開始上網，甚至有 14.9%的孩子在 4-6 歲時即已有上網

的經驗。 
 

4. 父母與使用的關聯性 
邱莉雯（2013）指出父母、手足及同儕是影響幼兒使用

平板最大的因素，其中又以父母的態度影響最大；莊淑媛

（2015）也發現家長愈支持孩子使用 3C 產品，幼兒在使用

頻率及使用時間上也隨之增加；黃玉蘋（2004）調查家長對

子女使用網路的態度，發現佔百分比最高的是「鼓勵並加指

導」，其次是「放任使用不加過問」，至於「嚴格禁止使用」

的家長則只有少數；丁浩展（2015）研究智慧型手機成癮對

學業成就之影響，也發現家長管教方式以開明權威方式最多，

忽略冷漠者最少；而程裕明（2012）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網

路使用行為研究發現，父母對女學生上網時間的約束高於男

學生。 
 

5. 使用特性 
（1）應用軟體類型 

黃玉蘋（2004）發現，青少年以「Yahoo!奇摩」為入口

網站佔最多，其次為社群網站「Facebook」，再其次是「Google」。
教育部調查 103 學年學生網路使用情形發現，雖然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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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需 13 歲以上才能使用，但卻有 7 成的兒童曾上臉書，7

此外，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2016 年針對「行

動App消費者調查分析」

表

示孩子超齡使用社交平台的情形相當普遍。 
 

8

由於人們擁有 2 個或 3 個以上行動裝置的比例愈來愈多，

使得多螢使用現象已成常態。Google台灣在 2012 年多螢世代

調查

發現，行動App消費者每天使用的

App類型，以社交通訊類（80.9％）最高，其次是行動遊戲類

（35.3％）、生活服務和資訊類（31.8％）、影音媒體（30.1
％）。可見台灣的手機用戶對社交通訊App黏著度極高，透

過LINE、Facebook等進行社交活動，已成為生活常態。 
 

（2）多螢使用 

9

 
7
教育部（2015.04.30）。103 年學生網路使用情形調查報告。取自

中指出，有 77%的人看電視，同時玩手機和平板。但

使用的結構有所差異，消費者最常利用 PC 和筆電尋找資訊

和吸收新知；智慧型手機則最常用來溝通和娛樂；平板則最

常用作娛樂用途。 
 

http://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0217161130F0B192&s=E7D6

2D13077855A7。 
8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2016.02.02）。行動 App

消費者調查分析。取自

ttps://mic.iii.org.tw/micnew/IndustryObservations_PressRelease02.aspx?s

qno=424。 
9 Mengkuei Hsu（2012.11.07）。GOOGLE 台灣公布多螢世代調查，手機

成為個人娛樂之王，VR-ZONE。取自

http://chinese.vr-zone.com/40643/google-taiwan-announce-multi-screen-re
port-smartphone-is-the-king-of-personal-online-activities-11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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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Appier2015 跨螢使用者行為報告 10

    實況族就是線上觀看實況主玩遊戲，實況主即為網路上

直播自己玩遊戲的人，有名的實況主只要一開台，甚至動輒

中，包括台灣在

內亞洲 10 個地區的國際跨螢使用行為也發現，人們不再專

注於單一媒體，而是同時進行多樣行為，以滿足自己對效率

及掌控的慾望。「多螢」其實不是行動裝置普及後才產生的

現象或概念，以往使用者在用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時，一次

開許多視窗，其實也是「多螢」的行為。但是推升這股力量

的原因是因為貼身使用的行動裝置普及後，它更可以輕易轉

換視覺選擇。 
 
此外，林孟穎（2015）研究媒體多工習慣族群指出，1987

年以後出生的媒體使用者一出生就開始接觸許多媒體，使得

這世代工作記憶較靈活（Brasel & Gips，2011），較適合處

理較多認知資源的網路資訊（Eveland Jr and Dunwoody，
2000）。 

 
蘇妍云（2014）也認為，因為現代人凡事講求效率，將

日常娛樂與傳播行為同時建立於電視、電腦、平板與智慧型

手機上已是常態。因此，多螢幕時代中，在尚未捨棄傳統媒

體的情況下，跨螢幕與多螢幕已成為時下最常出現的使用模

式，使用者也透過多「螢」搭配來提高生活上的效率；陳冠

勳（2015）則強調，多螢現象不單單只是單純的多工行為或

同時使用，它更是一種媒介匯流下的跨媒介娛樂體驗。 
 

（3）實況族現象 

 
10 Appier（2015.08.11）。2015 上半年亞洲跨螢使用者行為報告，動腦

Brain。取自

http://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sort=&ID=2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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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萬人同時收看。根據資策會 2015 調查 11

而為何要觀賞遊戲實況平台，陳虹吟（2015）認為有三

種動機：(a)學習：實況主技巧高超，看實況主玩遊戲來減少

自己摸索的時間；(b)娛樂：實況主就像綜藝節目的主持人角

色，遊戲實況平台就像綜藝節目一般，具有高度娛樂性；(c)
社交功能：觀看遊戲實況時，玩家可直接與實況主、其他玩

家互動，讓喜歡同一款遊戲的玩家，透過實況平台進行互

動。 

結果顯示，超過 7
成台灣玩家有觀看遊戲實況的經驗，且將近 4 成玩家每個禮

拜至少看一次以上，可見遊戲實況觀看行為在玩家中相當普

遍且活躍。 
 

 
此外，蔡佶良（2015）研究也指出，遊戲實況作為一項

新興的媒體文類，複合著虛擬的遊戲畫面和真實的玩家影像，

觀眾可以同時接收緊湊遊戲內容帶來的感官刺激，還能窺視

實況玩家私人的情感流露或行為，從而獲得多重的媒介愉

悅。 
 

（二）使用動機： 
Leung&Wei（2000）整理手機使用動機，歸納出手機使

用的五種動機：機動性、立即性、工具性、情感性、社交性；

洪君羚、楊莉淳（2013）則認為，行動裝置的動機有「工具

性」、「社交性」和「娛樂性」三個因素；黃桂梅（2014）
指出青少年常以手機與同儕通訊或交換消息，維持並增進彼

此的關係。 

 
11

資 策 會 （ 2015.07.16 ） 。 2015 台 灣 遊 戲 市 場 白 皮 書 。 取 自

http://gnn.gamer.com.tw/4/117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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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並非所有研究者都認同網路使用是出於使用者本

身的意願，林日璇（2015）調查少年的網路社會關係時指出，

青少年有不得不使用臉書的壓力，因為害怕錯過朋友間的社

交活動而產生焦慮感。 
 

（三）使用目的： 
    在網路使用上，鄭綺兒（2002）研究發現性別不同的學

童在電腦網路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毛瓊瑩（2013）指出男

生在「網路年資」、「每週上網次數」、「每週上網時間」

多於女生，且較喜歡「休閒娛樂」的網路活動；女生在「蒐

集資料做功課」的網路活動多於男生；程裕明（2013）發現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行為頻繁，其中以「教育學習行為」

網路使用頻率最高。 
 

而就手機來說，學者發現手機連結著社交、情感與自我

存在的價值。多位學者（Ling，2002; Fortunati et al.，2003）
將手機定義成孩童的門面, 它展演出自我的個性，並宣示其

個人流行的象徵。另外，手機也是情緒抒發的工具，對許多

青少年孩童而言，手機是家人精神上的支柱（轉引自吳翠珍，

2009）；陳逸嫺（2013）也發現，國中學生將手機視為表達

自我存在的新媒介；Oksaman 與 Rautiainen（2002）針對芬

蘭青少年的手機使用調查發現，青少年覺得行動電話已成為

構成自己的一部份，他們無法想像沒有手機的生活；Ito 與 
Okabe（2005）研究日本年輕人的手機使用時發現，年輕人

形容自己對於手機使用是帶有感情和社會溝通特性的，尤其

是黏著同伴間關係；Baron and Hard af Segerstad（2010）也

指出大學生們期待能夠隨時在手機上連結到自 己的朋友；

Ling 與 Yttri（1999）研究發現，在青少年之間手機除了工具

性功能之外，也用於表達自己所屬的社會性團體，因此富有

管理「超協調」（hyper-coordination）的功能，即手機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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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聯繫的基礎，進而包括了社交與情感的互動（轉引自王

啟璋，2003）；Katz 與 Aakhus（2002）也認為手機當中「永

遠連結」的特性成為青少年使用手機的重要因素（轉引自洪

福源、黃德祥，2015）。 
 

    除了象徵自我存在與人際情感溝通，娛樂也是手機重要

的滿足來源，吳珮萱（2013）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童的手機

角色定位趨於娛樂化，「玩遊戲」、「即時通訊軟體」、「社

群網站」、「照相或攝影」、「聽音樂」等使用頻率凌駕於

「通話」之上，顯示學生將手機當成在家的娛樂工具，而非

外出的聯繫管道。而在性別差異上，葉志航（2011）認為，

高年級學童喜歡的網路遊戲會呈現性別分化的現象，符合現

實中青少年對性別角色態度的發展；莊元妤（2002）發現，

女生玩的遊戲通常是角色扮演或養寵物及益智類，男生則較

喜愛角色扮演類、模擬策略類及戰爭類；饒嘉銘（2014）分

析台中市高中職生手機使用行為也發現，性別在使用行為上

有顯著差異，男學生傾向追求刺激感的遊戲，因此「娛樂行

為」的因素高於女性，而女性則是在「學習行為」的表現高

於男性，表示女性擅於使用網路搜尋工具、教學網站及學習

APP 等媒介，加強自我學習成效。 
 
    綜合上述，3C 產品、行動裝置和網路的相關研究多著重

於調查使用行為、特性、動機和目的，而未能更深入使用者

的心理和社會層面，因此，本研究試圖瞭解國小學童使用行

動裝置的動機和行為，並深入解讀其意義與價值，以回應和

補足相關調查研究。 
 
（四）科技與兒童價值觀 

價值是人(個人或群體) 所持有可觀察或不自覺之持久

性信念或概念，是個體對特定目標的偏好傾向，並作為個人

179



社會科學論叢第四期 

在行動時據以選擇之準則（李竺姮，2007）。因為存在於人

的心理狀態中，中文闡述時加上「觀」以表示對事物的看法

或心中的感念，是以評價者為立足點，評估各相關事物價值

的看法（熊仁義，1999），以「價值觀」稱之。 
 
而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有意無意的習得文化環境

下所蘊含的對生活目標的追求，善惡的判斷以及各種行為方

式的選擇，加上在社會日常的互動、刺激與反應所產生的不

同經驗，亦會形成個體對外界事物所抱持的看法和態度，而

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吳明清，1983）。既然價值觀是個體與

外界互動下，透過自身的內化處理形成的，那麼價值觀的形

成和發展階段就勢必與個人成長過程有密切的關係。 
 
從個人價值觀之形成與反應，到特定關係人的影響及價

值內化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人最早接觸的第一個學習環境

是家庭，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幾乎兩倍於社區與學校兩項因素

的總合（陳奎熹，1991）。但進入了國小的學習階段，兒童

與人的互動擴大到班級同學與師長。Seltzer （1980）認為青

少年的參照團體（包括父母、手足、大眾傳播媒介、同儕等）

會對青少年產生極大的影響（轉引自陳俞霖，2002）。 
 

    至於價值觀與科技，科技不只是純粹技術或使用工具，

而是社會場域中意義的實踐。吉見俊哉／蘇碩斌譯（2009）
強調，所謂「媒介」就是將我們在社會經驗世界中的技術面

和意義面同時媒合中介；透過技術與意義的中介，個別的媒

體裝置與編制才成為可能，技術也才與意義、論述、解釋等

相接觸，而成為指向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場域。 
 
    Holmes／趙偉妏譯（2009）也認為，自從網際網路傳播

的出現，對媒介理論的關注復甦。媒介理論的復甦同時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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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越來越多人採納傳播儀式論點，傳播之儀式論點主張，個

體交換想法並非為了自身興趣或是資訊累積，而是為了交流

及友誼之需。儀式觀點可以採微觀與鉅觀觀點，微觀觀點檢

視個體對於客體的依附，與人們因客體而存在的儀式。鉅觀

檢視則探討這些客體提供與媒介的連結。 
 
    所以 Miller（2014）強調 媒體化過程（mediatization process）
中存在與浮現的科技，以及隨之而來，使用者與智慧型手機

所建構「互為物質」（intercorporeal）的關係。他提出新媒

體如智慧型手機的三種意涵，以作為未來研究媒體化指標的

焦點：人們和他們資訊機器間的共同進化；人類心靈和思想

機器間交互作用而體現和延伸的認知；個體化的主體化過程

（subjectifying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即更依賴數位

的自我創造和自我維持過程。 
 

總結而言，價值觀指個人對事物的認知與評價，其來自

社會生活中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在現今資訊社會，媒介不

僅是人們認識與詮釋事物的來源，更是建構自身存在意義與

人際互動儀式的中介，尤其是全面改寫科技生活型態的行動

裝置。因此，本研究不僅調查兒童使用行動裝置的動機與行

為，更試圖深入行動裝置的意義與價值，探究國小學童如何

定位與評價行動裝置的存在。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試圖瞭解滑世代使用行動裝置的經驗、行為及價

值，由於偏重個人的感受，所以採用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

法。訪談法最常以訪談內容的控制程度來分類，包括有「結

構式」（封閉式）、「半結構式」（半開放式）及「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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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開放式）等三類（陳向明，2002）。結構性訪談係由

訪問者事先設計好結構性的問題，然後依照問題的順序詢問

受訪者，同時受訪者通常必須依照答案的結構來選擇，而無

法讓受訪者暢所欲言。無結構式訪談，則以開放的

（open-ended）的問題，尋找開放的答案，受訪者通常不必

受限於問題的既定答案，而可以自由聯想發揮，暢所欲言。

半結構性訪談，則係上述二者的折衷，比起標準化訪談，半

結構性的談談提問較開放，而且常能夠進一步闡述相關的問

題與答案（張維安，2001）。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因為研究對象是小學生，對於

研究問題的理解程度有限，有訪談大綱可避免其天馬行空，

描述無關行動裝置的內容（例如：將焦點放在線上遊戲），

且易避免結構化問題過於僵化，可在訪談過程依事實彈性調

整，有助於導引個人的深層感受與價值觀。 
 

     至於抽樣方式，根據 Patton／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提出方便取樣的判準，在現有的條件下，選擇最容易與之接

觸的個案來做為研究的對象。由於研究者是嘉義縣水上國小

教師，所以選擇教職所在的水上國小學童為訪談對象。水上

鄉位於嘉義縣的南方，緊鄰嘉義市，人口數僅次於民雄鄉，

是嘉義縣人口數第二大的城鎮，人口多從事製造業與服務業。

水上國小則是水上地區的中心學校，目前班級數 42，學生人

數 862 人。 
 
     此外，由文獻可知，性別（鄭綺兒，2002；毛瓊瑩，

2013；程裕明，2013）、年齡（程裕明，2012；張玉瑛，2011；
蔡慧玲，2009）、使用時間（魏美惠、賴怡君與莊世傑，2008）
和家庭背景（邱莉雯，2013；邱義雄，2009）可能會影響國

小學童對行動裝置的價值定位，因此本研究先依國小原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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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一、二）、中（三、四）、高年級（五、六）區別，請

研究者熟識之班導師先行篩選班級中，個人或家庭擁有智慧

手機或平板，且敘事清楚的學生，再由研究者說明研究主題，

強調訪談資料單純為學術研究用途，不會是他們被老師評斷

的標準，徵求同意接受訪問，並經取得家長同意後，共得志

願受訪者十二人。 
 
    十二位受訪者，在性別上，選擇大略平衡的男女生比例

（7：5）；12在年齡上，區分為低、中、高年級（4：4：4）；

在使用時間上，分為使用頻率和接觸時間長短；在家庭背景

上，則大致納入不同家庭狀況—雙親、單親與隔代教養（8：
3：1），以及經濟情況—低、中（5：7）13

 
12
性別比例因受訪意願影響而無法完全均衡。 

13104 年行政院主計處依可支配所得將戶數分為五等：最低所得(家庭年

收入約 32 萬)，中下收入（58 萬），中等收入（83 萬），中上收入（110
萬）及最高所得（超過 200），本研究將低與中下合併為低經濟情況、

中等與中上收人合併為中等經濟情況、以及高等經濟情況。此外，本

研究受訪者並無最高所得家庭。（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6.10） 

。 

代

號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性

別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年

段 
中 中 低 低 低 高 高 低 中 高 高 中 

家

庭

狀

況 

單

親 

雙

親 

雙

親 

雙

親 

隔

代 

雙

親 

單

親 

雙

親 

雙

親 

單

親 

雙

親 

雙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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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表： 

 
而在訪談大綱上，則分成使用行為與動機以及使用意義

與價值兩部分，在行為與動機上，問題包括擁有行動裝置與

否（問題 2）、第一次接觸時間（問題 3）、使用時間與頻

率（問題 3）、使用情境（問題 4、6）以及使用動機（問題

5），而由於家長態度（黃玉蘋 2004；程裕明 2012；邱莉雯，

2013；莊淑媛，2015）會影響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行為，故

也將家長態度（問題 7）列為訪談問題；在意義與價值上，

由於國小學童對於意義的深入思考與描繪可能有限，故本研

究以行動裝置對生活模式的影響（問題 1、2）、與其他玩具

的關係（問題 3、7）、感覺評分（問題 4、5、6）、未來科

技想像（問題 8）等對比方式，試圖深入學童的智識與感覺

層面，才能探究其使用意義和價值。 
 
此外，本研究在正式訪談前，先就訪談問題，針對低年

級、中年級各二名學生進行前測，以修正訪談問題。高年級

則前三天先給訪談大綱，使其先有粗略的想法。訪談前一天

再個別提醒明天有訪談，預做心理準備。正式訪談於午間（90
分鐘）在水上國小圖書館二樓心理諮商室一對一進行，由於

其為獨立的隔間環境，較不易受到外在噪音的干擾，且邊用

餐邊訪談更能讓孩子放鬆心情。訪談大綱如下表： 
 

 

 

經

濟

情

況 

低 中 低 中 低 中 低 中 中 低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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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訪談大綱 

主題 問題大綱 目的 
 

1. 請問你是幾年級的小朋友？(年齡、性別)  

2. 你有自己個人的手機或平板嗎？ 

3. 你還記得第一次是什麼時候開始用的

嗎？你現在最常在什麼時間使用？一個

星期大概使用幾次？ 

4. 在什麼狀況下，你會想去用平板呢？ 

5. 你使用平板是拿來做什麼事？ 

6. 你在使用平板時，有人(家人、朋友)會陪

著你，還是自己一個人？ 

7. 爸爸、媽媽（家長）會限制你使用嗎？ 

 

 

1. 在你使用平板之前和現在來比較一下，你

覺得你自己在休閒活動和時間安排上有

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2. 你覺得平板（手機）這個東西，對你現在

的生活重要嗎？為什麼？ 

3. 除了平板(手機)之外，你還有沒有其他覺

 

瞭
解
受
訪
者
的
使
用
行
動
裝
置
現
況
。 

(

一)

、
使
用
行
為
與
動
機 

(

二)

使
用
意
義
與
價
值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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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要的玩具或東西？它們誰比較重

要？如果兩種只能選一種，你會優先選

誰？為什麼？ 

4. 你在使用平板時，你有什麼感覺，這種感

覺和你在做什麼事的時候差不多，如果滿

分是 10 分，你會給用平板這件事打幾分？ 

5. 如果有一天，你很想用平板，但卻突然發

現不能用了，(可能是壞了，可能是媽媽不

准……)你會有什麼感覺？接下來你可能

會怎麼做？ 

6. 你對別的小朋友在使用平板(手機)這件

事，有什麼感覺？ 

7. 你可以用一個東西來形容你和平板(手機)

的關係嗎？在你心目中你覺得平板代表

的就是？ 

8. 你可以發揮想像力，幫使用者想一想，你

希望未來的平板/手機，變成什麼樣子？

(包括功能和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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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試圖瞭解國小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行為與動機，

並進一步探究其使用意義與價值。研究發現，在使用行為上，

多數學童擁有行動裝置，且與家庭經濟情況無關，接觸行動

裝置皆為一年左右，且半數以上使用時間為中、低頻率，不

過，單親和隔代教養家庭則多為中高頻使用時間，至於使用

情境則多為單獨使用。然不論接觸或使用時間，皆與家長態

度有關，多數家長對行動裝置持開放態度，但會限制使用時

間，不過，單親與隔代教養且經濟情況低者較易開放與鼓勵

使用。 
 
在使用動機上，休閒娛樂是所有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原

因，其次是溝通分享，尤其是中高年級，最少則為解決問題，

尤其是女性學童。此外，訪談過程亦發現多螢使用與實況族

兩種現象，實況族均為男性學童，應與遊戲性別化有關，而

單親與隔代教養家庭學童則可能因實況遊戲的人際互動功

能而成為實況族。 
 

    至於行動裝置對學童的意義與價值，多數視其為夥伴朋

友，尤以中高年級為最，單親與隔代教養的家庭背景亦是影

響因素，其次為玩具物件，少數則為日常用具與休閒零嘴。 
 
（一）使用行為 

人們的生活，因為平板和智慧手機小巧且方便攜帶的特

性，促成更多人的使用行為，也連帶影響個人的生活模式。

本研究在學童使用行為的分析上，分為有無個人專用行動裝

置與裝置類型、使用時間、接觸時間、使用情境等面向，以

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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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無個人專屬行動裝置及裝置類型 
 

表 3 行動裝置專屬權人數統計表： 

專屬權 有個人專屬行動裝

置 

向家人借用 

人數 9人 3人 

 

 

表 4 行動裝置使用類型人數統計表： 

專置類型 使用智慧型

手機 

使用平板 兩者皆備 

人數 3人 4人 5人 

 
訪談結果顯示，12名學童中，擁有個人專屬行動裝置的

人數有9人（A、C、D、E、F、I、J、K、L），其中有 5人（D、

F、I、J、K）智慧型手機和平板皆俱。另外3人（B、G、H）

是向家人商借使用。由於學童本身經濟能力上的限制，這9
名學童行動裝置的來源均由家長提供，包括主動供應或作為

為獎勵品，顯示家長將行動裝置視為對學童有利的工具，才

會提供此非生活必要的產品。 
 
有一次，我考第一名，媽媽給我200元，爸爸送我

一台平板，當成禮物。(C) 
我是借用媽媽的手機，媽媽說好就可以拿去玩，但

是一天不可以太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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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叔叔去修手機，店裡剛好有優惠方案。媽

媽說那先提前慶祝生日，然後就買給我了。(J) 
因為我從小看爸爸玩那個平板，所以我對電腦平板

有興趣，他有問過我要不要？我說：「好！」，他

就幫我買了一個和他差不多的。(E) 
 
此外，家長的經濟狀況不會影響行動裝置的擁有率，因

為經濟情況較低的學童也擁有專屬行動裝置（A、C、E），

甚至擁有兩種行動裝置（J）。而不同性別在選擇裝置上沒有

特別的偏好，但是不同年齡層，選擇行動裝置的類型則有差

異。中、低年級，普遍使用平板，高年級則多使用智慧型手

機，原因在於中、低年級學童多為玩遊戲、看影片等影音娛

樂需求，平板螢幕較大，在使用上較為便利，高年級學童則

有同儕通訊需求，所以優先選擇手機。 
 

2.使用時間 
    訪談過程中發現，學童週間與假日的使用時間有相當大

的差距，因此分成週間與假日兩個時段統計。而依據99年、

100年及101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訪問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國

小學童平日看螢幕時間達1.7小時，所以本研究以1~2小時為

中頻率使用者，超過2小時以上為高頻率使用者，不到1小時

則為低頻率使用者。另外，調查結果也顯示學童假日時段因

時間較為充裕，花在螢幕上的時間是平日的二倍，故而假日

再以倍計。14

 
14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4.01.17）。親子「五」動迎新春聰明

活力學習佳！學生假日看螢幕時間為平日 2倍超過 3.4小時！。取自：

 
 

http://www.mohw.gov.tw/cp-2638-225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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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週間時段各使用時間人數： 

註：週間時段是指星期一 ~ 星期五。 

表 6 假日時段各使用時間人數： 

頻率 

（時間） 

低 

（0-2小時/

日） 

中 

（2-4小時/

日） 

高 

（4小時以上

/日） 

人數 6人 3人 3人 

註：假日時段：星期六、星期日。 

 
研究發現，假日與週間時段的使用上，多數學童呈現倍

數增加，只有一名例外。綜合統計，高頻率使用者3人（E、
K、J）；中頻率使用者4人（A、D、F、H）；低頻率使用者

5人（B、C、G、I、L）。雖然中低年級學童課餘時間較充

裕，課業壓力也較輕，但使用時間並未較高年級多，而男、

女生也平均分佈於低、中、高頻率，可見，使用時間與學童

的年齡和性別無關，但與是否擁有個人專屬行動裝置、家庭

況狀以及家長態度有關。 
 

頻率 

（時間） 

低 

（0-1小時/日） 

中 

（1-2小時/日） 

高 

（2小時以上/

日） 

人數 5人 4人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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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童擁有個人專屬的行動裝置時，意謂家長的態度也

愈開放，學童自主性較高，使用時間也相對增加。相反的，

當學童需跟家人借用，在使用受限的狀況下，學童使用的時

間也就少了。家庭狀況也影響了學童的使用頻率，單親（A、

G、J）與隔代教養（E）家庭多為中（A）、高（E、J）頻使

用者。 
 
此外，由於使用時間與家長管理態度有關，本研究參酌

文獻（黃玉蘋2004）有關家長態度「鼓勵並加指導」、「放

任使用不加過問」、「嚴格禁止使用」分類，但依據訪談資

料發現，科技產品普及的現今社會，並無家長「嚴格禁止使

用」15，而是「無嚴格禁止但限制使用」，且「放任使用不

加過問」還可細分為「放任使用不加過問」與「開放卻信任

其自我管理」兩種態度，故進而將家長態度區分成四種：限

制使用—不禁止使用但會干涉或限制使用時間；自我管理—
開放使用但不是放任而是信任其自我管理；開放使用—完全

放任使用不加過問；鼓勵使用16

表 7 家長對行動裝置管理態度統計表： 

—著眼於知識落差而主動鼓

勵使用。 
 

管理方式 限制使用 自我管理 開放使用 鼓勵使用 

人數 7人 1人 3人 1人 

 

 
15
黃玉蘋（2004）研究也發現，只有少數家長「嚴格禁止使用」。 

16
本研究「鼓勵使用」也與黃玉蘋（2004）「鼓勵使用並加以指導」不同，

資料顯示家長僅鼓勵使用但無能力指導，故而去除「加以指導」，僅以

「鼓勵使用」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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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家長對學童的使用態度，超過一半會干涉學童

的使用時間（B、C、D、F、G、H、I），而不同的管理方式

與年齡和家庭背景有關。首先是年齡部份，低年級、中年級

學童，家長的管理態度較嚴格，多屬限制使用類型，高年級

則是半數限制，半數開放。 
 
我在玩平板的時候，爸爸也都在看〈新聞面對面〉，

爸爸看完，我也該睡覺了，所以我知道是一個半小

時。(D) 
每天都是放學回家做完功課大概6點，玩到爸爸下

班回家一起吃飯，他大概都是7點到家。(B) 
星期一到星期五偶爾可以用，星期六、星期日都可

以。如果一整個早上，然後吃完午餐又接著玩，這

樣一定會被罵。(I) 
 
一位中年級女生（L）家長是唯一採自我管理的方式，

因為該生成績優秀，平時他對自己的表現有很高的期許，無

論是在學業上或是日常生活的各項表現，都讓師長稱許；但

另一方面，也難免引起同學的排擠眼光。而使用行動裝置和

同學互動，可以拉近和同學之間的距離，這也是媽媽同意使

用的初衷。另外，他表示媽媽想讓他學著對自己負責任，也

相信他的能力，但是一旦功課退步，則收回使用權。 
 
另一個關鍵是家庭背景，低年級受訪者（E）是家長開

放使用者，其為隔代教養與低經濟階層的弱勢家庭，父親長

期因為精神狀況不佳，母親後來選擇離開；一家大小的生計

全落在年邁的阿嬤身上。由於家庭功能失衡的緣故，該生對

自己的家庭顯得極不滿意。爸爸管教無能為力、阿嬤又有經

濟上的重擔，無暇關注他的情緒。當使用者沉浸在行動裝置

的世界時，剛好可以讓隔代教養的長輩有喘息與營生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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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時間。受訪前兩個星期，他的爸爸因為意外腦出血，從小

爸爸與受訪者的互動很少，平板是少數他和爸爸感情的連接

物，以上的因素造成受訪者長時間的浸潤使用。 
 
其他二名高年級學童（J、K）家長開放原因則是另一個

典型。受訪者（K與J）的家長本身也是行動裝置的重度使用

者。受訪者J的媽媽常以工作為藉口，實則長時間使用手機在

關注朋友動態及觀看影片，對於敏感的高年級女生，自然難

以信服於家長的說詞。受訪者K的爸爸本身就是高度使用者，

還因為過度沉迷線上遊戲而導致家庭危機。父子間在媽媽負

氣離家後，經常為了誰該放下手邊的行動裝置去倒垃圾等雜

務，而造成親子之間的衝突；最後妥協的條件，往往由爸爸

給受訪者Ｋ買遊戲點數落幕。受訪者J和K是年齡漸長，自我

意識提高後，對家長的服從度也下降，加上家長本身使用行

為造成管教立場上的矛盾，就形成彼此互不干涉的共識。 
 
平板是爸爸以前送我的，今年三月他送醫院，沒有

人可以陪我玩。沒事的時候，阿嬤在「車加工」(台
語)，我不想出去玩，也不想看電視，就玩啊。(E) 
媽媽是我們家最常玩的，她最厲害的一個，是叫別

人不要玩。她說不可以玩，結果自己會玩。我說：

「媽，你在玩呢？」她說：「我是在辦公事，那個

訊息很重要！」可是現在我們都不相信她了，就各

玩各的吧！(K) 
就我爸啊，他很沉迷，每天大概都三、四個小時，

也不認真做黑糖糕。我媽都不理他就回澎湖了。現

在我也完全不想理他，所以都沒人管我。(J) 
 
至於鼓勵使用者（A），因父親年齡較其他家長高出許

多，且從事傳統農業而本身經濟較拮据，使得沒有使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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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的經驗與需求，但是擔心孩子與現今的科技產生落差，

加上該生有獨自在家的機會，或許行動裝置能提供陪伴的功

能並稍加彌補單親又獨生子女家庭的空虛感，所以主動購買

並鼓勵使用。 
 
我爸哦，他又沒有平板，甚至連手機也沒有啊，阿

嬤也沒有。他們是看到我表妹她們在玩才買給我的。

(A) 
 

    因此，從家長對行動裝置的管理態度來看，採取限制使

用的管理方式，學童的使用時間就是低頻率使用，若家長採

取開放使用的管理方式，學童則多為高頻率使用。此外，訪

談過程中發現，學童超過半數會自覺使用時間太多，可見本

身的自主權和自制力不是使用時間的決定因素，而是家長對

行動裝置態度。 
 
3.接觸時間 
    受訪學童接觸行動裝置的時間相當一致，均在一年左右，

且不因年齡而有所差別，推測是行動裝置容易上手，不會因

年齡差別而有使用技術上的屏障。此外，由於近兩年手機和

平板大廠才大量推出平價產品，加上電信業的綁約促銷活動，

造成擁有行動裝置的門檻下降，使得行動裝置擁有率大幅成

長，幾乎人手一機，也帶動學童接觸與使用的機會。 
 

我是去年媽媽換這台智慧型手機的時候，才開始比

較有在玩。(G) 
大班那一年，阿伯又買了平板，他現在有兩台平板

了。有時候去外地工作，沒有全部拿出去，我就可

以玩了。(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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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情境 
    訪談中發現，當學童看家長使用手機時，也會想用手機

或平板，但實際使用情境多為獨自使用的。受訪者B的父母

都是公教人員，重視孩子的學業成績，怕使用行動裝置影響

功課，因此該生和哥哥使用平板的機會並不多，為了充份把

握玩樂時間，投入自己有興趣的遊戲，自然不肯遷就手足的

喜好，而以自己中意的遊戲為優先選擇。其他人也甚少有家

人陪伴，且多數狀況是同時家長也在使用行動裝置，或忙於

其他事務，也就無睱干涉學童的使用情況與內容。 
 

阿嬤說：「你如果無聊，就開平板來玩，我們一下

子就回來了。」(A) 
我在玩平板的時候，妹妹會看一下，然後就叫我幫

她拿一個(手機)。她自己 
就玩了。(E) 
假日的時候，我玩一下平板，哥哥也會用手機。但

是我們喜歡的不一樣，所以他用他的，我看我的。

(B) 
姑姑在滑手機的時候，我就去拿阿伯的平板來玩。

因為他已經專心在那裡了，比較沒空管我。(H) 
我看影片的時候，希望旁邊沒有人干擾。然後聲音

開很大，自己在那邊High。(J) 
 

(1)使用動機 
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行為是常態，但使用目的卻有所不

同。本研究參酌文獻（洪君羚、楊莉淳，2013）有關「工具

性」、「娛樂性」和「社交性」的動機分類，並依訪談資料

具體化與細緻化為「解決問題」、「休閒娛樂」、「溝通分

享」等三類。此外，由於個人使用行動裝置常有多種動機，

故使用動機的人數統計以複選計算（如下表），而十二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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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中多為兩種使用動機，其中有兩人（L、G）三種動機皆

具。三種動機中以休閒娛樂最多，所有受訪者使用行動裝置

皆有此用途，其次為溝通分享，解決問題最少。 
 

表 8 行動裝置使用動機人數統計表： 

使用動機 解決問題 休閒娛樂 溝通分享 

人數 2人 12人 7人 

 

(2)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意指在教育學習上的資料蒐集與查詢，或學校

課程延伸的相關使用。受訪者中，僅有兩位中、高年級的女

生有此使用動機。 
 

表 9 以解決問題為動機者資料分析： 

受訪

者 

性別 年齡 家庭

狀況 

經濟

情況 

專屬 

行動

裝置 

使用

頻率 

家長

態度 

G 女 高年

級 

單親 低 無 低頻

率 

限制

使用 

L 女 中年

級 

雙親 中 有 低頻

率 

自我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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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的朋友有告訴我說看均一教育平台上的影片，

可以先預習功課。有一次我就上網去看，隔天自然

老師講的東西，我都先知道了，就覺得也還不錯。

(G) 
 
早期的人們，學習歷程是被侷限在學校，知識的累積與

創造是在學校、課堂。但對滑世代來說，現代科技的發展、

整合，使他們習慣使用平板（智慧型手機）來查詢日常生活

的資訊或是課堂上未解的疑問，甚至成為主要學習的媒介。 
 
研究發現，網路可以滿足高年級女性學童在學習上的需

求，行動裝置是學童近用的科技產品，加上網路的加乘效果，

以行動裝置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是滑世代自然的反應也是

學習的結果。 
 
如果老師要我們查這一課生字的造詞，我就會告訴

媽媽，我要用平板來查成語和解釋。因為我翻字典

比較慢，平板，打好字，按「搜尋」就可以抄答案

了。如果我用字典還要先翻部首或注音再找字，就

很慢。(L) 
 

5.休閒娛樂： 
    訪談結果顯示，所有學童使用行動裝置均提及休閒娛樂

動機。不論是玩遊戲或看影片，甚至替代電視成為收視工具，

都是行動裝置最普遍、使用時間最長的動機。此外，多數中、

低年級學童更將行動裝置的影音媒體視為「休閒娛樂」的唯

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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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性別差異上，本研究發現影音娛樂是男生使用行動

裝置的主要原因。此外，雖然男生與女生都玩線上遊戲，但

是對電玩的興趣、使用的熱中程度、遊戲類別會有不同。 
 
本研究將學童對行動裝置休閒娛樂的使用動機劃分成

三個不同的娛樂類別如下： 
    (1)玩遊戲：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動機都是從玩遊戲開始，

遊戲是學童最主要的數位運用。本研究對象皆使用行動裝置

玩遊戲，但高年級女生多玩益智遊戲，例如：知識王，或經

營餐廳……。低年級女生則是走可愛路線，電子寵物或扮家

家酒類的遊戲最易獲得他們青睞。 
 

我很喜歡小狗，但是爸爸說家裡不能養小狗，我就

在平板裡面養了一隻。(C) 
有一個遊戲叫「2048」，…然後一直滑來滑去，但

是不能讓它全部都滿，然後直到數字變成 2048 就

贏了。(G) 
我有玩一個類似經營餐廳的遊戲。(L) 
 
至於男生則普遍喜歡一款當個創世神（Minecraft）的遊

戲，且男生會玩線上遊戲而帶來觀看影音的應用。 
 
它是一個像創造的遊戲，可是裡面都是方塊。然後

用方塊來蓋房子，類似這樣。(A) 
創世神是一個創造和打怪的遊戲，就是你可以發揮

自己的想像創造一些東西…。(I) 
就是用積木和一些東西，然後就結合成房子啊，

樹啊~之類的東西，就是創造自己想要的世界。(受
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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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看影音：行動裝置的普及，顛覆了以往的影音觀看習慣；

消費者不再從電視、電腦瀏覽，而是選擇不受時間、地點限

制的行動裝置。雖然所有學童都透過行動裝置觀看影音，但

會因性別而有差異，男生因為玩線上遊戲而產生實況平台的

影音收視，且會根據喜好的遊戲，訂閱固定的收視頻道，女

生則偏好輕鬆休閒的短片或動漫等，收視上較為隨性，觀看

時間也較短，但內容相對較多樣化。 
 

我有訂閱二十幾個頻道，每天都會看他們又上傳了

什麼新的影片。(I) 
我要補習，回家想知道 NBA 比賽的結果，還是今

天有哪些精采好球？我就上去找一下。(L)  
剛開始是為了追星，我很喜歡看 speXial(偶像團體)
他們的 MV。(K) 
沒有用平板就覺得有點不正常，沒有看我喜歡的影

片，因為他每天都會出影片。(受訪者 A) 
 

(3)聽音樂：使用行動裝置來收聽音樂的只有一位高年級女生，

也是唯一一位高頻率使用者，因為和同學對音樂有類似的喜

好，加強了他應用行動裝置來對聽音樂的動機。 
 

我和姐姐都有用「天天動聽」不用付費，也可以下

載到手機裡去，但有限制。(K) 
 
 

6.溝通分享： 
本研究對象有 7 名使用行動裝置的溝通分享功能，且多

為中高年級，而不同年級也有不同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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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以溝通分享為動機者資料分析： 

受訪

者 

性

別 

年齡 家庭

狀況 

經濟

情況 

專屬 

行動

裝置 

使用

頻率 

家長

態度 

H 男 低年

級 

雙親 中 無 低頻

率 

限制

使用 

I 男 中年

級 

雙親 中 有 低頻

率 

限制

使用 

L 女 中年

級 

雙親 中 有 低頻

率 

自我

管理 

G 女 高年

級 

單親 低 無 低頻

率 

限制

使用 

F 女 高年

級 

雙親 中 有 中頻

率 

限制

使用 

K 女 高年

級 

雙親 中 有 高頻

率 

開放

使用 

J 男 高年

級 

單親 低 有 高頻

率 

開放

使用 

 
    低年級男生使用智慧手機主要是跟家人聯絡接送時間、

和遠地親友通話，使用的是傳統的通話功能，對象侷限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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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屬於生活便利的動機。中高年級的學童，則將溝通與交

流對象轉移到同學和朋友，且非以傳統電話形式，而是透過

社群 APP 平台來溝通，尤其是行動裝置在社交上的功能，高

年級女生更著迷於此一以新奇有趣的交流模式。 
 

媽媽和爸爸會去別的工地工作，晚上我會打電話問

他們，星期幾可以做完回嘉義？或者是今天幾點可

以回家？(H)。 
補習完，我回家洗完澡，就會拿手機看班上的人發

了什麼消息？如果我不知道別人做什麼事，這樣隔

天去學校，人家會覺得我很奇怪。(受訪者 D) 
這個可以跟大家，PO 文啊，然後大家來按讚，那

我就知道朋友的動態了。(G)。 
我的 LINE 很重要，我有開提醒，有訊息來的時候，

會叮咚。不然會有同學說：「唉喲，在偷讀書還是

約會喔，都不回？」(受訪者 K) 
 
中、高年級的學童將社交通訊 APP 做為維繫與朋友間友

誼的方式之一，希望能透過對彼此生活大小事的分享，而讓

同儕的關係更密切。 
 
此外，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滑世代學童使用行

動裝置也有多螢使用與實況族現象，以下述之。 
 

7.多螢使用 
    多螢情境已經走入了滑世代的生活，受訪者中跨螢幕使

用均為高年級學童，男、女生各一，且皆是高頻率使用者。

男生使用平板沉浸於遊戲的廝殺，並用手機接收同學訊息。

而女生則是以平板觀看影音，一面以手機觀注同儕動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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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滑世代學童多螢幕的使用行為，均在行動裝置上，

同時進行休閒娛樂與溝通分享功能。 

表 11 多螢使用者資料分析 

受訪

者 
性

別 
年齡 家庭狀

況 
經濟情

況 
使用頻

率 
使用動

機 

K 女 
高年

級 
雙親 中 高頻率 

溝通分

享 
休閒娛

樂 

J 男 
高年

級 
單親 低 高頻率 

休閒娛

樂 
溝通分

享 

 

我常常邊看電視、邊用平板打遊戲，還邊用手機回

覆同學訊息。電視就是背景音樂的，電腦遊戲是主

角，如果 GG 或下載時，就趕快回一下 Line；反正

電視在演什麼也沒那麼重要。(J) 
我在用平板玩遊戲時，也會用手機聽千千靜聽，感

覺很輕鬆。(K) 
 
就滑世代學童來說，在媒介使用習慣養成時期，電視與

行動裝置即同時並置，對他們而言，兩者都是重要媒介，且

本質上功能不太相同而可以互補，亦即電視多為背景螢幕，

其作為陪伴滑世代遊戲與溝通的影音場景。 
 

8.實況族現象 
受訪者中有五位男學童觀看實況遊戲，低、中、高年級

皆有；他們剛開始是因玩遊戲而進一步觀看遊戲實況，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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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卻成為使用行動裝置的主要誘因。實況平台的選擇很多、

替代性也很高，但因觀看實況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朋友互

動的交流平台，使用者常常是因為實況主或其他玩家而加深

了參與的程度。 
 

表 12 實況使用者資料分析： 

受訪

者 
性別 年齡 家庭狀

況 
經濟情

況 
使用頻

率 
使用動

機 

I 男 中年

級 
雙親 中 低頻率 休閒娛

樂 
溝通分

享 

D 男 低年

級 
雙親 中 中頻率 休閒娛

樂 

A 男 中年

級 
單親 低 中頻率 休閒娛

樂 

E 男 低年

級 
隔代教

養 
低 高頻率 休閒娛

樂 

J 男 高年

級 
單親 低 高頻旅 休閒娛

樂 
溝通分

享 

 

平板我都是用來看影片比較多，影片是看人家實況

族如何破關；有時候是拿來玩生存遊戲，大部份是

逃脫類的遊戲比較多。(A) 
我會把平板拿來看電視，看當個創世神。它是一個

模擬遊戲，它就會自己做，其實它是直接上網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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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人在玩，但它就是直接播給你看。(I) 
因為有時候他們就是沒辦法過關，就看別人玩。然

後邊看邊劃，很多人就是這樣。(D) 
我有訂閱二十幾個頻道，像我看那個密室逃脫，就

是別人在玩給我們看，有時候還會講述，等於他給

我們答案。(H) 
我有加很多那個裡面的朋友，他們會教我玩，我也

會教別人玩。(E) 
那些實況主演得都非常好笑，他一邊玩，一邊說一

大堆話，很好笑。(A) 
 
可見，性別會影響遊戲使用的種類（葉志航，2011；饒

嘉銘，2014），男性學童較喜好刺激類遊戲，而實況主大多

是進行動作類遊戲。此外，單親和隔代教養的家庭因素也會

影響實況遊戲的喜好程度，可能是因實況遊戲的人際互動具

有彌補陪伴和親職需求的緣故。 
 

（二）使用意義與價值 
    本研究以行動裝置對生活模式的影響、與其他玩具的關

係、感覺評分、未來科技想像等對比方式，試圖深入學童使

用行動裝置的意義和價值層面，發現國小學童有著不同的想

像與創意，經歸納得出四大意義，以及其與學童背景和使用

行為、動機的關係如下述： 
 

表 13 行動裝置使用意義與價值表： 

人數 使用意義 行動裝置的

評分 

年級 使用頻率 

1 人 休閒零嘴 低（40-60） 高年級 低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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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 玩具物件 中（61-80）、

低 

中、低年級 中、低頻率 

2 人 日常用具 中、低 中年級 中、低頻率 

6 人 夥伴關係 高（81~） 中、高年級

較多 

中、高頻率

較多 

 

1.休閒零嘴： 
    食物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著多種角色，有許多的象徵價

值。以休閒零嘴來說它不是強調生理層面的需求，而是偏重

在心理層面的滿足，也可以是無聊時打發時間的用途。 
 

表 14 以休閒零嘴為使用意義者資料分析： 

受

訪

者 

性

別 
年

齡 

家

庭 
狀

況 

經

濟 
情

況 

使用

頻率 
使用

動機 
使用

評分 
裝置

意義 

G 女 
高

年

級 

單

親 
低 

低頻

率 

解決

問題 
休閒

娛樂 
溝通

分享 

40 糖果 

 

手機就像是糖果一樣啊！因為糖果吃了會讓我開

心，我覺得手機對我來說一天可以有，也可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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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很好吃，可是對健康不是很好。手機也是啊，

好玩，但是不是很健康的東西。(G) 
以糖果這種休閒零嘴來形容行動裝置的學童是一位高

年級女生（Ｇ）。喜歡閱讀，對學習充滿熱誠；因為是單親

家庭、低經濟階層且有熱愛學習，故而思考、行為較一般學

童成熟許多，宛如是小大人。他對行動裝置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評分為 40 分，在所有受訪者中偏低，他使用行動裝置是

畫畫和看課外書以外的時間。他並認為家人之間的情感，遠

比行動裝置來得重要。 
 
我覺得媽媽還是最重要的東西吧？那個手機買就

有了，可是家人又買不到。(G ) 
 
平時該受訪者不僅使用時間受限，更沒有個人專屬的裝

置，有查資料的需求時才能跟媽媽借手機使用，屬於低頻率

的使用者，且平時使用行動裝置的主要動機是解決問題，其

次為社交分享和休閒娛樂。行動裝置對他而言，就如同糖果

一般，是可有可無的產品，擁有或使用行動裝置可以為生活

帶來許多樂趣，但失去了，也不致造成生活上太大的影響。 
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的動機，也影響了受訪者的科技未來想

像藍圖，他提到行動裝置未來可以裝在出生小孩子身上，因

為以後上課都會用到，顯示他將行動裝置視為學習的利器，

而且從小就可以利用行動裝置來學習。 
 

我想以後應該小孩子一出生就有了，像身體器官一

樣，這樣就不用帶來帶去的，大家都一樣，但可以

由腦力來控制螢幕出現或消失。(G)。 
 
總之，受訪者將行動裝置視為休閒零嘴卻非生活必需物

質，意謂著它只是調劑生活的配角，可以帶來愉悅滿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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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驗，但並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不過，受訪者將行

動裝置比喻為休閒零嘴，雖然可以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但

也隱含其所帶來的後遺症。也就是說，受訪者一方面滿足於

行動裝置所帶來愉悅的感官饗宴，一方面又唯恐它造成的身

心危害，受訪者以自己相當熟悉又具吸引力，但對健康無益

的糖果來比喻行動裝置與自己的關係，顯示其對行動裝置難

以抗拒又戒慎恐懼的複雜情緒。 
 

2.玩具物件： 
    每一代人的成長過程中，都少不了玩具的影子。玩具陪

伴了無數人走過他們的孩童歲月。本研究對象是學童，對玩

具的重視程度不在話下。但隨著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產

品日漸普及，孩童們的娛樂方式也在近年迅速改變。傳統實

體玩具像是拼裝樂高積木、把玩公仔、或桌上遊戲等，提供

真實的觸覺與豐富玩法，讓遊戲成為既愉悅又富有教育意義

的體驗；手機、平板電腦成為現今兒童們新興的遊戲與教育

平台，提供豐富的內容、聲光效果，以及高度的互動性。 
 

表 15 以玩具物件為使用意義者資料分析： 

受

訪

者 

性

別 
年

齡 
家

庭

狀

況 

經

濟

情

況 

使用

頻率 
使用

動機 
使用

評分 
裝置

意義 

B 男 中年

級 
雙

親 
中 低頻

率 
休閒

娛樂 
70 玩具

車 
H 男 低年

級 
雙

親 
中 中頻

率 
休閒

娛樂 
80 機器

人 
D 男 低年

級 
雙

親 
中 中頻

率 
休閒

娛樂 
50 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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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行動裝置視為玩具物件有三位，皆為雙親家庭且經濟

狀況中等，其中兩位低年級、中頻率使用與一位中年級、低

頻率使用的男生，對於行動裝置重要性的評分偏向中等，介

於 50-80 分之間。他們將原本玩桌遊、玩變形機器和樂高的

時間拿來使用行動裝置。但三位受訪者仍把生命中的第一順

位分別給家人、同學或限量公仔。 
 

受訪者Ｈ是獨生子，父母逐工程而居，無法盡陪伴的義

務，時常買玩具做為禮物，因此家裡的玩具堆積成山，但少

有人一起玩耍；他認為平板的遊戲和變身機器人一樣有各種

玩法上的變化，但少了感情的溫度，因此玩玩具帶給他的滿

足，不及和同學在一起歡笑的滿足。受訪者Ｄ的爸爸和姐姐

都是行動裝置的愛好者，他們常關在自己的房間玩手機或平

板，只有媽媽會和他一起騎單車、談天……，如果媽媽忙著

做生意，他就只能自己玩樂高或選擇手機、平板遊戲來排遣

無聊。對他們而言，行動裝置就像他們擁有的其中一項玩具，

沒有特殊的價值，反而認為從小陪伴他們的公仔具有特殊的

價值，且家人、同學也有不可取代性的地位。 
 
就很像樂高，因為他們也可以是模擬世界的感覺。

就差在一個是真實世界，平板是模擬真的世界。(D) 
平板就像是我放在箱子的玩具裡差不多，箱子裡的

玩具有很多個，我看心情要玩哪一個？平板的遊戲

也很多，我可以選。(B) 
我覺得平板就像我的 X Y Z 韓國機器人，都可以變

來變去，玩不一樣的遊戲。(H) 
 
他們的使用動機均為休閒娛樂中的玩遊戲，因為中低年

級的男學童還在依賴玩具的年齡，所以對玩具最熟悉，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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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行動裝置的休閒娛樂功能與實體玩具同樣，帶給他們雷同

的滿足感與樂趣。 
 
休閒娛樂既為該三名受訪者的動機，他們對未來科技的

想像亦不脫遊戲的外型與功能，有受訪者希望平板能依據使

用程式而改變形狀，例如：玩槍戰時就變成一把手槍；玩賽

車時，就變成一具方向盤……。另一受訪者還希望它具有聲

控功能，因為玩遊戲時，若需改變設定（例：調整音效……），

觸控式的功能就會影響到畫面的操控，容易造成失誤，如果

行動裝置可以透過聲音模式來控制就更完善了，既不會阻擋

遊戲畫面，也可以達到操控的目的。也就是說，觸控模式已

無法滿足滑世代學童的需求，下一步可能是聲控或腦波控制

的世代，甚至由行動裝置自行偵測使用者需求，達到人機合

一的狀態。 
 
譬如(我)說當個創世神，那個程式就自己跑出來，

我就可以開始玩，就很好。(D) 
以後也不用買車了，裝一個開車的程式，然後輸入

要去的位置。平板就變成一台車，直接把我們帶到

那個地方。(B) 
說一聲就會去找一些哩哩扣扣的程式，然後我躺著

舒服的看。(H) 
 

3.日常用具： 
    行動裝置這個新世代的產物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逐漸變

成一個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裝備，所以科技產物均試圖

與日常用品連結，衍生出智慧穿戴裝置，例如：智慧手錶、

智慧眼鏡、智慧手環……以滿足人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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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以日常用具為使用意義者資料分析： 

受

訪

者 

性

別 
年

齡 
家庭 
狀況 

經濟 
情況 

使用

頻率 
使用

動機 
使用

評分 
裝置

意義 

L 女 中 雙親 中 
低頻

率 

解決

問題 
溝通

分享 
休閒

娛樂 

60 
小幫

手 

A 男 中 單親 低 
中頻

率 
休閒

娛樂 
80 牙刷 

 

    有受訪者也將行動裝置與生活用具連結，雖然兩者都是

中年級，但因為性別、使用頻率、使用動機不同，而產生不

同的評分與想像。女生將行動裝置視為解決問題的用具，是

生活上的協力者角色，而行動裝置的使用時間來自減少運動

的時間。 
 

就像我的小幫手一樣，它就代替字典的功能，而且

更快。現在除非沒有可以用手機才會去查字典，有

時候上網還可以看到新奇的東西。(L) 
以前沒用手機時，拿來和男生打球的時間會比較多。

(L) 
 
該受訪者使用行動裝置的目的是縮短做功課的時間。也

由於行動裝置是實用性的工具，所以，受訪者的重要性評分

為 60，在所有受訪者中偏低，對他來說，手足之間的互動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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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來得重要。因為使用行動裝置的主要動機是解決問

題，故而受訪者對未來科技的想像也是結合生活上的應用，

即著重於行動裝置幫助人們邁向更便利、更舒適生活的功

能。 
 
我覺得陪妹妹玩，比玩手機重要。因為我總不能叫

她去玩手機吧！(笑)，陪她我也覺得蠻好玩的啊，

妹妹應該算是比手機重要。(L) 
越來越酷，越來越厲害。就是用手機滑一滑，就可

以先啟動一些開關。例如：先煮好飯。或者防止你

不在家的時候有人會闖進來。(L) 
 
另一位中年級男生是單親、低經濟階層家庭，平時都

是長時間一個人在家，家長怕他孤單而購買平板，也鼓勵他

使用。長時間的使用，加上又是平時起床、睡前最常接觸的

用品，所以他將行動裝置比喻成牙刷。 
 
用平板有一點像是洗澡，因為洗澡是定時洗澡的，

平板也是定時用的。又有一點像牙刷，因為每天都

要用到啊！(A)。 
 
因為定時的使用習慣，導致少了行動裝置，似乎缺了一

塊，使行動裝置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所以受訪

者評分行動裝置的重要程度為 85 分，對比行動裝置為休閒

零嘴或玩具物件者，明顯是較高的評分。不過，雖然受訪者

將看電視或觀察寵物的時間拿來使用平板，但心中還是認為

陪伴他成長、會與他互動的寵物（小龍蝦），佔有不可動搖

的重要性。 
 
小龍蝦還是最重要的，它已經陪我那麼久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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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受訪者多使用行動裝置看影片，尤其是遊戲實況影片，

熱衷程度甚至高於自己實際玩遊戲。他認為實況平台的聊天

室雖然大家彼此不認識，但是有共同的討論話題，感覺像是

有人陪伴，可以排解寂寞。也因此，該受訪者對行動裝置的

未來發展想像反應出他孤單的心情，他希望平板可以發展成

家庭必備的用品，不再只是一具冷冰冰的機器，而且是可以

感受到人類喜、怒、哀、樂情緒的裝置，即除了功能化的使

用外，更多了人性化的需求。 
我想以後平板可以像小龍蝦有生命力，會動，我餵

他的時候就會靠近我。不高興可以不要理我。(A) 
 
滑世代對行動裝置相當熟悉且頻繁使用，就像多數的高

科技產品，隨著產品的擴散，慢慢就成為消費者「平凡」的

日常用品之一，所以就受訪者而言，行動裝置不再是具有高

科技光環的產品，而是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用具了，也因此，

受訪者才將平板比喻為牙刷或小幫手這種日常用具，顯示其

習慣性的使用行為，行動裝置儼然已內化成為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 
 

4.夥伴朋友： 
    麥克風之於歌手或寶劍之於武功高手，不再只是工具，

而是生不離死不棄的夥伴，可見，人與機器或工具之間，不

再只是功能性意義而已，平板與手機的出現，不僅構築了人

與工具的關係，甚至重新定義了人與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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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以夥伴朋友為使用意義者資料分析表： 

受

訪

者 

性

別 
年

齡 

家

庭 
狀

況 

經濟 
情況 

使用

頻率 
使用

動機 
使用

評分 
裝置

意義 

C 女 低 雙親 低 低頻

率 
休閒

娛樂 99 寵物 

I 男 中 雙親 中 低頻

率 

休閒

娛樂 
溝溝

分享 

85 朋友 

F 女 高 雙親 中 中頻

率 

休閒

娛樂 
溝溝

分享 

85 親戚 

E 男 低 隔代 
教養 低 高頻

率 
休閒

娛樂 99 玩伴 

K 女 高 雙親 中 高頻

率 

休閒

娛樂 
溝溝

分享 

90 
家人 
朋友 

J 男 高 單親 低 高頻

率 

休閒

娛樂 
溝溝

分享 

99.9 
共同

體 

 
我的平板，它是我的玩伴，最重要的玩伴。(E) 
我把它當朋友，生命的共同體，一日不可缺。(J) 
我把平板當成我的寵物，我很喜歡小狗，但是爸爸

說家裡不能養小狗，我就在平板裡面養了一隻。(C) 
就家人和朋友啊，其它的沒想到。(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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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像朋友，因為如果說是家人的話，我覺得說

得太重了。朋友可以有很多個，喜歡的話就去跟他

玩，不想玩、不理它也沒有關係，家人是唯一的。

(I) 
我覺得像親戚，就很久沒聯絡，也不會覺得很陌生。

然後有一種感情的聯繫。(F) 
 
以夥伴朋友來看待自己與行動裝置關係的受訪者有 6 人，

顯見夥伴朋友的角色，是多數滑世代學童對行動裝置的定位，

尤其是中高年級的學童，且亦與家庭狀況和經濟階層有關。 
 
低年級學童夥伴朋友的定位，以受訪者 C 來說，他是一

位雙親、低經濟階層且十分內向、敏感的獨生女，缺乏安全

感，不擅於人際互動，乖巧的他在班上是非常沉默的一員，

在一群活潑的同儕中，很容易被忽略。曾經聽過「狗是人類

最忠實的朋友」，因此一直渴望有小狗做伴。但是家中的條

件並不允許，就以電子寵物的形式來代替，也因此將行動裝

置視為夥伴朋友，對他而言，寵物和平板一樣可以陪伴他，

因此將平板比喻為夥伴朋友，一部份也是想要結交朋友的心

理投射。 
 
 至於受訪者 E，由於是隔代教養且低經濟階層家庭，因

此對生活不太滿意，言語、行為較衝動，在同學之間的人際

關係並不好。但由於他遊戲技巧好，遊戲平台提供了另一個

展現實力的舞台，在此容易獲得玩伴的信任與友誼。中年級

學童Ｉ是教育局鑑輔會列案的資優兒童，熱衷精進遊戲技巧 
，但由於程度高於生活周遭的朋友許多，因而轉移至線上遊

戲平台尋求支援。他線上遊戲的盟友，年紀、遊戲資歷都高

出他許多，這樣透過行動裝置尋得的夥伴特性較現實生活的

同伴更符合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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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受訪者Ｆ和 K，由於高年級女生看重視友誼、人

際關係，對他們來說同學的看法，較師長的意見，更

具參考價值，因此和同伴的溝通分享是很重要的應用  
，藉由行動裝置與真實世界的夥伴朋友延伸到虛擬世

界的互動，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儀式。  
也由於這些受訪者視行動裝置為朋友關係，因而他們對

行動裝置的評分都相當高，介於 85-99.9 分之間，是四種使

用意義中分數最高的一群，而其使用行動裝置所排擠的是使

用媒體的時間，例如：看電視和用電腦。 
 
而學童將行動裝置視為夥伴朋友，顯見行動裝置已不再

只是一個工具，也不僅如日常用具般習慣性的存在，更多了

互動、交流、分享的人際功能。不過，雖然上述受訪者多認

可行動裝置的重要性，但無一例外，所有的受訪者還是將生

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留給家人，行動裝置仍無法取代真實的人

際情感。 
 
也就是說，行動裝置對滑世代來說已不是工具而是玩伴，

而行動裝置也是尋找同好的平台。故而，呼應他們對行動裝

置是夥伴朋友的定義，受訪者對未來科技的嚮往也融入了人

際和情緒的投射。 
 
我希望平板可以跟著我的心情變換顏色。如果說我

現在心情很好，它就是星星形狀的黃色，亮晶晶。

如果很生氣，就變成粉紅色的球，可以讓我一直丟

一直丟，也不會壞掉。(C) 
未來手機和平板可能通通消失不見，只有植入一個

芯片在腦子裡，只要一個特定的手勢，螢幕就會跑

出來，變成人和機器是一體的，我們是它的一部份，

它也是我們的一部份。(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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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像的話，我想平板可以有很多的辦法。像

我數學不會，它就變成老師來教我，教給我聽。然

後還有，我想做什麼不用動手，它就自己幫我完成；

像是用腦力或聲音去控制，不是用點的。(E) 
像隨身碟那麼小，就是變成高科技的，就是放螢幕

下來就可以玩。上課的時候，就有一個畫面在桌子

上。(I) 
想到什麼就變什麼，蛋糕(登)，然後就變出來給你

吃，就不愁吃穿了，動腦筋就好了。超帥的，就是

那麼神！(J) 
就是不用打字，就是你想什麼，它都幫你操作，透

過腦波來傳訊息。現在用講還是 Low，就是只要想

就好，這樣也不怕被別人聽到啊！(K) 
 
對一個 7-12 歲的學生而言，他們的生活重心應該是家

庭或學校，家庭是他獲得情感交流的重要場所，但現代父母

工作、生活忙碌，加上少子化，少了與人互動的機會，行動

裝置連結網路，成為一個綿密的虛擬人際網絡，學童身處其

中隨時能滿足有人陪伴的需求。因為網路世界中的人際關係，

不但隨時互動，還可自由扮演不同角色、不同身分，學童透

過線上遊戲可以快速地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就算是每天見

面的同學，也會發展成線上的朋友，難怪多數學童皆視行動

裝置為夥伴朋友。 
 
學童們因長時間接觸與使用，使行動裝置超過本身工具

性的價值，變成學童的好夥伴。學童更藉由它串起虛擬與真

實的人際網絡，行動裝置已成為孩子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綜合以上的分析，滑世代使用行動裝置的意義與價值，視其

為休閒零嘴和玩具物件者，行動裝置對他們來說，是可有可

無、替代性高的休閒產品，雖然能帶來心理上的滿足與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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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生活必備品；至於，行動裝置為日常用具者，其賦予

行動裝置實用上的價值，較之休閒產品，更有實際存在的必

要；而視行動裝置為夥伴關係者，行動裝置已被擬人化，不

僅具有心理愉悅與日常使用價值，更帶來情感陪伴與人際依

賴，是不可或缺且無法取代的機體。 
 

五、結論 

本研究發現，不論家庭經濟情況如何，多數學童皆擁有

自己的行動裝置，且使用時間多為中、低頻率，不過，單親

和隔代教養家庭則多為中高頻時間的使用者。家長對行動裝

置的管理態度是影響學童使用行為的關鍵因素，家長態度愈

開放愈會提供行動裝置，學童使用時間也愈長，且單親與隔

代教養家庭較易開放與鼓勵使用。不過，多數家長對行動裝

置普遍存有矛盾情節，一方面因科技進步和學習助益而主動

提供；另一方面又擔憂網路成癮與影響課業而限制使用時

間。 
 
有關國小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情形，以及其與父母態度

的關係，本研究發現亦呼應前文獻回顧所提，行動裝置對現

今的兒童而言已是一項隨手可得的媒體，使用時間多為 2 小

時以內，而家長態度則是影響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重要因

素。 
 
至於使用動機也回應文獻所提及的「工具性」、「社交

性」和「娛樂性」等三個動機。休閒娛樂是所有滑世代學童

使用行動裝置的主要動力；其次，中高年級學童還重視行動

裝置的溝通分享功能，不過，雖然使用智慧型手機，但滑世

代捨棄傳統的通話模式，而仰賴社交平台進行互動交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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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少數中、高年級女生使用行動裝置來幫助學習，以解決

學業上的問題。 
 
此外，研究也發現滑世代學童有多螢幕使用和參與遊戲

實況平台的現象：2 位高年級學童有多螢幕使用行為，即透

過跨媒介來體驗休閒娛樂與溝通分享的樂趣，也由於多種媒

介同時使用，所以使用時間較長；5 位男學童則經常參與遊

戲實況平台，且多數為中低年級，除呼應中低年級較重視遊

戲樂趣外，也顯示滑世代透過網路平台來參與人際互動的趨

勢，尤其是單親與隔代教養家庭者，而這兩種現象都是過去

媒體所無法提供的功能，使得行動裝置已超越工具性功能，

與滑世代學童的生活模式緊密結合。 
 
而在使用意義上也呼應文獻有關行動裝置的社交與情

感價值以及其內含的性別化現象，研究顯示國小學童的「滑

價值」有四種： 
 

(一)休閒零嘴：一位單親家庭且低經濟階層的高年級女生將

行動裝置視為休閒零嘴，意謂行動裝置帶來了心理層面的感

官愉悅，但非日常生活上的必需品，所以其使用時間較少，

且對行動裝置的重要性評分也偏低。 
 
(二)玩具物件：三位雙親家庭且中經濟階層的中、低年級男

生，將對玩具的喜愛移轉到行動裝置上，不過，由於皆屬中

產階級家庭，擁有較多玩具，使得行動裝置只是眾多玩具之

一，所以使用時間為中低頻率，對行動裝置的重要性也偏中

低評分。 
 
(三)日常用具：兩位不同家家庭背景與經濟情況的中年級男

女學童將行動裝置視為日常用具，顯示滑世代已內化行動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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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不過由於是工具性使用，所

以使用時間偏中低頻率，行動裝置的重要性也為中低評分。 
 
(四)夥伴關係：六位學童將行動裝置視為夥伴朋友，又以中

高年級為最，且單親與隔代教養家庭背景亦具影響力。就此，

行動裝置不再只是功能性意義，而是通向人際交流的平台，

更是取代人際互動的夥伴，不但打破了人與工具的藩離，甚

至重新定義了人與人的關係。也因為人與機器，從工具性使

用提升到情感交流與互動，所以，使用時間偏中高頻率，而

對行動裝置的重要性評分也最高。 
 
    總之，夥伴朋友是行動裝置在國小世代心中的主要價值，

而年級愈高愈重視同儕關係，單親與隔代教養家庭也愈有人

際情感的需求，因此，他們也花愈多時間在行動裝置的溝通

分享功能上，甚至，將行動裝置視為人際互動與情感抒發的

對象；休閒娛樂則是行動裝置的次要價值，不僅中低年級學

童視之為玩具，其更為所有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目的之一；

至於行動裝置最被期待的學習價值，卻不被滑世代們青睞，

只有少數中高年級女生將其視為解決學業問題的幫手。 
 
事實上，隨著溝通工具的發展，人們溝通的樣貌已和過

去不同，所形塑的社會關係也不一樣。過去，溝通儀式強調

的是共在（co-present），人們在物理空間上需實際地聚集在

同一個地方，面對面地互動與交流，然而，隨著通訊科技發

展，共在的界線已經模糊。因此 Ling（2008）將儀式性互動

的概念延伸至手機溝通，他強調，手機溝通透過儀式性互動，

繫緊了人與人的關係。亦即，從手機發展的儀式性互動，透

過媒介中介，體現了不同於以往的共在狀態，進而維持人際

的凝聚和親密。（轉引自郭馨棻，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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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Viewpoints from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戴東清 1

大陸學者將台灣的國家認同視為影響建立兩岸政治互信

的關鍵因素，也曾提出恢復及建構社會或歷史記憶；深化兩

岸經貿合作，努力建構相互依賴的經濟共同體；透過加強兩

岸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認同感」，進而提升「國家認同感」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提要 

儘管自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按照大陸

學者的說法，走上了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然而台灣民眾的

國家認同(大陸學者稱為政治認同)，即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中國人或兩者皆是的比例，不但未朝向兩岸融和的方向發

展，僅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反而屢創新高。根據政治大

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3 年 6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認為自己是

台灣人的比例為 57.5%，比 2008 年的 48.4%高出將近 10%。

究竟中國大陸如何面對台灣此種政治認同與大陸日益分歧

的現象？ 

                                                 
1本期刊論文獲南華大學校內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Email:dcday@mail.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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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舉措。然而太陽花學運的發生，意味著過去的措施成效有

限。近期更偏重討論如何以強化文化認同來增進政治認同，

本文的目的在於評估此種作法是否確實有效能夠達成上述

目的。 

 

關鍵詞：文化認同、政治認同、身分認同、文化研究、經濟

文流  
dcday@mail.nhu.edu.t ... 
 
Abstract: The trend of Taiwanese peopl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sole Taiwanese instead of both Chinese and 
Taiwanese that has reached the peak from time to time since 
KMT ( Kuomintang) regained power in 2008.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conducted by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2013, the ratio of Taiwanese peopl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sole Taiwanese is 57.5%, it is nearly 
10% higher than that in 2008. How come China’s authority to 
deal with the trend of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regarded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as a key factor to build cross-strait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proposed to restore and construct social and historical memory, 
deepen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build mutual benefit 
economic community,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by enhancing 
cross-strait culture exchange so as to rais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e “Sunflower student protest” on 
anti-service trade agreement with Mainland China apparently 
indicates that the above measures are not working. Mainland 
China scholars have focused more on discussing how to en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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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identity by way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recently.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ry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new measure is able to reach the target.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political identity, status identity, 
culture research, economic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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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提出 

儘管自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兩岸關係按照大陸

學者的說法，走上了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張文生，2010:1-8)
然而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即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

兩者皆是的比例，不但未朝向兩岸融和的方向發展，僅認同

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反而屢創新高。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 2013 年 6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

例為 57.5%，比 2008 年的 48.4%高出將近 10%。(政治大學

選舉研究中心，2013.6) 
 
也正因為此種台灣政治認同的趨勢發展有點出乎大陸學

者的研判，於是他們也提出不少縮短此種認同差距的辦法，

其一是修復與建立共同記憶。例如，唐建兵在提升台灣「國

族認同」的三項有效途徑中，將「修復歷史記憶」列為首要

工作，認為中華文化主體性受到重大挑戰而弱化，是台灣民

眾「國族認同」趨弱的致命弱點，也恰恰是兩岸工作今後的

努力之需。(唐建兵，2012 年:139-144)陳孔立則指出，兩岸

人民友好合作方面將建立美好的共同集體記憶，而建立新的

歷史記憶、集體記憶、共同價值，可能是突破建構「雙重認

同」或「兩岸認同」的關鍵所在。(陳孔立，2012:1-7) 
 
其二，是透過經濟合作改變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例如，

徐曉迪在分析台灣民眾的認同新趨勢時，首先提到就是經濟

層面的認同趨向，認為得益於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

簽署與外溢效應的幅射，為兩岸政治層面上的互動帶來契

機，有助逐步改變島內民眾的政治傾向。(徐曉迪，2013:85-90)
其三，文化交流亦被許多大陸學者視為改變台灣民眾「國家

認同」趨向的重要途徑。例如康菲與劉向紅就表示，文化交

流是提升「國家認同感」的重要方式，認為只要兩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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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加強，「國家認同感」也會進一步提升，提升「文

化認同」的重要方是就是加強兩岸的文化交流。(康菲、劉向

紅，2012:59-62) 

 

不過也有部分大陸學者對此提出警訊，林紅就指出兩岸

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可以作為連結認同的紐帶，更多的

是一種邏輯推理。(林紅，2012:26-30)徐曉迪也表示，對台灣

而言，再多的「惠台政策」，也很難強化台灣部分民眾對於

中國的認同；讓更多觀光客來台，如果沒有強化彼此的認同

措施，只是會增加彼此「不同主體」的感覺。(徐曉迪，

2013:107-111)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太陽花學運，似乎

印證了大陸學者所言：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可以作

為連結認同的紐帶，更多的是一種邏輯推理；再多的「惠台

政策」，也很難強化台灣部分民眾對於中國的認同。 
 
究竟大陸學者有否提出更有效縮短兩岸政治認同差距的

辦法？綜觀近期文獻，強化文化認同很明顯成為有效方案之

一，其可行性究竟如何？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為了達成上

述目的，本文首先將針對大陸學者對於文化認同的內涵及其

各個面向進行文獻回顧，著重討論為何在此時此刻，大陸學

者會認為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在增加當中。其次，則是分析文

化認同的利基與促進其發展的途徑。再次，則置焦點於文化

認同在促進政治認同所面臨的問題、限制及轉化。最後，則

是本文的結論，將綜合爬梳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關

係。 

 

二、 文獻回顧： 

(一) 文化認同與台灣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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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者王麗紅指出，文化認同是基於文化而來的概

念，係指一種個體被群體文化所影響的感覺，成為個人或集

體界定自我、區別他者，加強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擁有共

同文化內涵群體的標誌。(王麗紅，2013:473-480)王麗紅另外

也表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

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規範，是文化認同的依據。(王麗紅，

2013:473-480)若按照上述定義，兩岸同文同種，沒有理由在

文化認同上存在重大差異，可是實際上卻彷彿不是如此。 
 
此外，大陸學者也經常透過博物館(張羽，2009:13-17)、

電影(吳明，2012:151-153)、文化文流(袁曙霞，2011:1-6)或
者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的關係(俞新天，2013:25-28)，來

論述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例如吳明就表示，台灣「文

化認同」不可迴避的三大組成為：本土文化、日本文化、大

陸文化，並以三位電影導演的作品，係完成在地尋根的文化

自信、釐清日本情結的文化自覺，以及回歸大陸母體的震

顫。(吳明，2012:151-153)不論三位導演是否真有其意，不過

在吳明的觀點之中，尋根、釐清、回歸的三步曲，似乎是天

經地義的事，只是作者也承認電影「轉山」的結局，是當代

台灣文化向大陸母體回歸一次不太成功的試探。(吳明，

2012:153) 
 
無獨有偶地，馬英萍在探討「台籍日本兵問題之史料挖

掘與文化省思研究」時，也指出「對於當代的台灣人來說，

文化上的認同無非三種可能，即與祖國大陸認同，或親日，

或台獨」。(馬英萍，2014:85-90)馬英萍也認為「看清歷史，

有助於台灣在文化上脫殖民，有助於台灣在文化認同上回歸

祖國大陸」。(馬英萍，2014: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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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看清歷史與回歸大陸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否則

也不會出現所謂的回歸不太成功的現象。更何況回歸不成功

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台灣的中華文化與大陸的中華文

化已經出現重大差異，二是大陸根本不存在傳統的中華文

化，以致於缺乏回歸的對象。若是電影可以呈現文化認同的

面貌，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實際上是在朝向重塑而非回歸大

陸的路途上發展。 
 
誠如孫慰川與賈斌武所言，2000-2004 是一個頗為獨特的

階段，這一時期的台灣電影通過對青春、自然與地方感的強

調，在銀幕上初步建構了新的台灣形象；2005 年後的台灣電

影實際上延續此階段台灣電影所確立的主題，在銀幕上建構

新的台灣形象。(孫慰川、賈斌武，2014:106-109)前者為初步

建立，後來顯然就脫離了初步，而是愈來愈傾向建構完成。

而此種台灣新形象的建構完成，大陸因素並未參與其中，因

此兩岸文化認同差異日鉅亦可理解。朱崇科在討論南洋作家

潘雨桐的作品時引用劇中人物話語指出：離散會有結束的一

天，一旦移民定居並變得土地化，第二或第三代會選擇結束

離散的狀態……，因此，強調離散會有終結的一天便是堅持

認為文化和政治實踐始終是以在地為主。 (朱崇科，

2014:39-49) 
 
不論是從大陸因素未在台灣重構文化認同中參與，或者

是從離散終究會選擇結束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文化認同，都可

明顯看出台灣的中華文化與大陸的中華文化已經出現重大

差異，前述所說的不太成功的回歸，顯然是受到兩岸在文化

認同上存在重大差距的影響。若是大陸學者無法認清兩者的

差異，勢將無法藉由促進文化認同來達成增進政治認同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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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認同何以重要 
大陸學者俞新天表示，強調文化是因為「文化認同」是

一切認同的基礎，也認為兩岸人民在「政治認同」與「國家

認同」上的分歧明顯，短期內難以消除，從培固「文化認同」

入手，對於拉近兩岸人民心靈距離，共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至關重要。(俞新天，2013:25-28)從俞新天的觀點可看

出，大陸學者對文化認同的重視程度，因為它是一切認同的

基礎。換言之，文化認同是下層建築，下層建築不穩，政治

認同等上層建築又如何能發展呢？ 

 
也正因為俞新天將「文化認同」視為是「政治認同」與

「國家認同」的基礎，以致於忽略台灣文化內涵的特性，才

會認為不該以台灣文化多元性來否定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甚

至得出台灣「文化認同」具有傲慢與偏見的結論。(俞新天，

2013:26-27) 此外，唐建兵則從「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

的歧異，來說明若是兩者不能合一就造成「國族認同」的迷

失。他認為狹義的「民族認同」等同於「族群認同」，是指

民族成員對於構成本民族與眾不同遺產的價值觀、象徵物、

記憶、神話和傳統模式等的認可與共識；廣義的「民族認同」

即為「國族認同」，包括漢族在內的 56 個民族對數千年中

華傳統文化、歷史記憶及國民身份等方面的認可與共識。(唐
建兵，140-141) 

 
很明顯地，唐建兵認為獨尊中華文化，是構成中國「國

族認同」的重要部分，也正因為台灣已經不再獨尊中華文

化，所以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才會出現所謂的「斯德哥

爾摩困境」。(唐建兵，141)同樣地，劉強也認為，因為兩岸

隔離，特別是在日本殖民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台灣走上了

一條與大陸明顯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使台灣民眾形成與大

陸同胞迥然相異的社會記憶。(劉強，2011:60-80)所以在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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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中，就認為台灣民眾的社會記憶，普遍形成了家國飄

零和迷茫悵惘的心理，產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劉
強，2011:61) 同樣的分析觀點也出現孫慰川、楊雯的研究結

論中；他們認為由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無法統一，

以致於造成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迷失。(孫慰川、楊雯， 
2012:137-141) 

 
很明顯大陸學者都是以大陸為主體來看得台灣文化或文

化認同的發展，以致於認為台灣民眾出現「斯德哥爾摩困

境」、「家國飄零和迷茫悵惘的心理」。實際上不同的社會

記憶原本就沒有什麼正負向之分別，但是因為台灣民眾的社

會記憶及其對「國族認同」的影響與大陸學者理解的認知有

差距，就被認為是一種「迷失」。若是大陸學者無法從互為

主體的角度出發，恐怕很難真正認清台灣文化及其認同的特

點，即使凸顯其重要性，恐亦難藉以達成增進政治認同的目

標。 
 
文化認同受重視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想要藉由經貿關

係增進政治認同的效果不彰。例如，吳偉興就認為「文化認

同」是「國家認同」的起始與結果，是民族主義的核心；近

年來兩岸經貿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而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

卻相對滯後；從目前狀況看來，「以經濟促政治」的效果並

不明顯，兩岸經貿關係突飛猛進的同時，台灣當局並未在政

治上作出讓步，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同也沒有明顯改善。(吳
偉興，2014:52-55)嚴志蘭也表示，經濟交流與「政治認同」

不但不會自然銜接，持續滑落的台灣民眾「中國認同」趨勢

與兩岸熱絡頻密的經貿往、民間交流形成明顯反差。(嚴志蘭， 
2014:197-209)董紅也警告，在兩岸經濟交流把兩岸民眾緊密

聯繫在一起的同時，不能盲目樂觀已有的成就而忽視兩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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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交流，為台灣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更要理性思考兩岸的

和平發展戰略。(董紅，2013:49-52) 
 
既然經濟手段沒有辦法縮短彼此的「政治認同」差距，

透過文化交流以強化文化認同，進而增進彼此的「政治認

同」，就成為不得不然的替代手段。由上述學者的論述可知，

當前文化認同已經成為拉近兩岸政治認同非常重要的面

向，尤其是在經濟交流效果有限的時候，強化文化認同的重

要性就更高。 

 

三、 文化認同的利基與促進途徑 

不少大陸學者無視於兩岸在文化認同上已有差距，仍然

認為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在不論在文化認同，以及文化內容

及形式與價值，都存在高度一致性或趨同性，對於促進政治

認同有利。例如周少來就指出，相同的語言和文字使兩岸人

民的交流與互動更為親切與便利；傳統儒家的道德倫理在兩

岸的互動交流中提高了基礎性的相同價值取向；在傳統文化

的轉型取向上有著相同的現代化價值指標。 (周少來，

2014:101-108) 
 
此外，陳培永也表示，中華傳統文化的印跡根深蒂固地

存在於台港澳地區，早已成為維繫台港澳民眾和大陸情感的

自然紐帶，讓兩岸民眾分享著共同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

節日禮儀、宗教信仰、藝術形式、倫理規範、心理情結、思

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即使那些別有用心強調台港澳文化的

獨特性，試圖將其從中國文化區分出去，也不得不正視這種

共同的文化傳統；人為地割裂台港澳文化與中國文化，注定

碰得頭破血流。(陳培永，2014:39-44)此種將文化視為鐵板一

塊，完全不會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描述，還頗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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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廖中武更認為，台灣居民多為大陸移民，歷史上

大陸幾次大規模居民遷入台灣，造成了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

的相通性，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與大陸

相同或相近。(廖中武，2014:59-63)廖中武並進一步指出，台

灣文化從根本上仍然屬於中華文化，台灣文化在日據時期、

在與大陸隔絕對立時期，仍然將中華文化的核心保存下來，

某些方面甚至保存得比大陸還要完整和地道，也正是這種文

化特性，經過多年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兩岸人民作能很容

易地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語境裡找到共同點；一個國家和民

族的文化在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中起著重要作用。(周少來，

2014:101-108) 
 
這樣的論述看似言之成理，但是卻沒能回答的問題是英

國與美國，甚至與澳洲紐西蘭都有相同的文化相通性，為何

未在「國家認同」或「政治認同」上產生趨同的作用？既然

台灣在保存中華文化方面做得比大陸還好，不就化表兩岸在

文化相通性上其實存在重大差距嗎？這應該是大陸學者在

探討台灣具有中華文化認同利基的同時不得不去思考的問

題。 
 
當然台灣競爭力論壇 2013 年 3 月採取融合式民調，得出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占 61%，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

例高達 90.4%。(周少來，2014:102)這樣的調查無非讓大陸學

者對兩岸認同的拉近增加不少信心。例如，周少來就對此表

示，同種同源的中華民族認同，奠定了兩岸和平發展最深厚

的基礎，也是兩岸共同認同「一個中國」最深厚的基礎。(廖
中武，2014:59-63)也正因為台灣人的中華民族認同似乎與中

國大陸的認同相近，也有促進文化認同、進而強化政治認同

的作用，有關強調中華民族認同的文章就紛紛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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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力夫與游志強就用「兩岸憲法共識之一：對中華民族

認同的共識」，來說明中華民族是幾千年來生活在中國領域

內各民族人民的總稱，兩岸現行「憲法」都對此予以首肯，

形成了對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憲法共識。(杜力夫、游志強， 
2015:47-49)他們並認為兩岸執政當局在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

族的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一致，對「中華民族認同」有著充分

的共識。 (杜力夫、游志強，2015:47-49) 
 
當然亦有將中華姓氏文化與政治認同或國族認同作聯結

的研究。就如同戚嘉林所指出的，族譜聯結祖先、蘊育國族

認同；中華姓氏、聯結祖國；日本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

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台灣人立刻恢歸祖先的中國姓氏；中國

人的姓氏文化，不但是慎終追遠的美德，也是形塑凝聚兩岸

國族認同重要的組成部分。(戚嘉林，2014:66-68) 
 
同樣與二戰有關的是，楊勝雲透過乙未年清廷割台的歷

史，來說明該事件是中華民族近代史的苦難篇章，並表示面

對新的歷史形勢，兩岸中國人應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在相互瞭解理解、交流合作中增進認同和情感，捐棄歷史恩

怨，化解歷史心結，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致力

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楊勝雲，2015:49-52) 
 
即使上述說法均為真，但是要從「中華民族認同」過渡

到「政治認同」，恐怕還有鴻溝要跨越，更何況中華民族認

同在台灣的現況是否如其所述，尚有討論空間，否則難以說

明為何政治對話難以推展。更何況前述台灣競爭力論壇的中

華民族認同的調查，與台灣民眾的認知相去甚遠，也與政治

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久從事的認同調查有異，難以作為台灣

民眾認同現狀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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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強調兩岸文化具有共通性，以及人民同屬中華民

族，說明兩岸在文化認同及民族認同具備高度一致性外，大

陸學者也提出不少強化文化認同的措施建議。其一是透過文

化與教育交流手段擴大重塑認同的基礎。王麗紅就建議，需

從台灣政治文化與教育改革領域的撥亂反正入手，打牢重塑

認同的根基；從普通人的經歷中尋找歷史的大記憶，切實抓

住重塑的主體；從兩岸共同的歷史關切中發掘切入點，找準

重塑認同的歷史驅動力；逐步將兩岸關係改善引入雙方教育

體系，在交流中擴大重塑認同的現實基礎；以打造引領世界

發展的新型中華文化為契機，為兩岸重塑認同增添新助力。

(王麗紅，2013:477-480)不過，兩岸不論是面對日本二戰責

任、兩蔣的歷史定位以及教育制度，都存在重大差異情況

上，要藉由這些面向來增進文化認同，能發揮多大效果仍待

進一步檢視。 
 
其二則是將台灣文學納入中國文學的框架之中。張祖群

就指出，要反思兩岸僵硬的政治打壓和反彈模式，在「中國

文化」的旗幟下，重新辨析、重新認識台灣鄉土文學，認識

到它原本就是中國文學框架之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張
祖群，2014:103-120)不僅如此，張祖群也進一步說明，文學

的內在意義在於重建基於文化認同的價值觀，乃至於合在一

種文化地理格局之下；文學持有者與書寫者應該發揮其「軟

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進文化認同，同時實現個人、民族、

國家認同的和諧共存。(張祖群，2014:103-120) 
 
其三，則是建構兩岸命運與生活共同體。嚴志蘭就表示，

構建兩岸命運與生活共同體，充實兩岸共同認同的社會基

礎，是增進文化認同的重要手段；因為兩岸交流貫穿到文化

和私人領域，由此形成弱政治性的新型社會認同，具有影響

台灣民眾認同意識、建構兩岸共同認同的著力點。(嚴志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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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8)劉國深則更進一步指出，從血緣、文化、經濟、社

會以及政治等不同角度發現海峽兩岸有著「剪不斷、理還亂」

的命運共同體關係，兩岸分離的經歷並沒有從根本上摧毀這

些關係，說明兩岸命運共同體有著深厚的基礎。(劉國深，

2014:38-42) 
 
若是政治打壓和反彈模式確能改善，應對強化台灣對中

華文化的「文化認同」有幫助，然而若再度發生類似在東京

影展的文化打壓行為，「軟性」文化功能要發揮，恐亦有其

難以實現之處。其次，若台灣的文化認同對建構兩岸命運與

生活共同體存在如此多的利基，馬上要面臨的問題就是，為

何文化認同未能反映在強化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政治認同

上？尤其是當 2016 年台灣民眾選出有「台獨黨綱」的民進

黨籍，且認為台灣年輕具有「天然獨」特性的總統，(李欣

芳，2014.7)，無異說明台灣民眾的政治認同離大陸愈來愈

遠。出現此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台灣文化認同的本

身就與大陸學者認知的有所差異，二是台灣文化認同轉化有

利縮短兩岸政治距離之政治認同的時間尚未來到。 
 

四、 促進文化認同的限制與轉化 

(一) 促進文化認同的限制 
儘管有不少大陸學者認為兩岸都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

華文化，認同中國傳統文化，這就是文化認同；中華文化是

是兩岸人民認同的基礎，中華民族認同是台灣大多數人的共

識，也是兩岸聯結節紐帶，但是陳孔立卻提出另外一種看

法，認為文化認同還應包括後天建構的制度認同、心態認

同，特別是價值觀、思維模式、社會心理、意識形態等方面

的內容，說明「原生論」與「建構論」的文化認同還是存在

區別。(陳孔立，2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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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陳孔立首先舉了美國、歐洲、澳洲及新加坡為例，

說明不是有了特定的文化認同，就會有相對應的政治認同或

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與基礎」這個論點

經不起歷史與現實的檢驗，在很多場合不適用，不要把它當

成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陳孔立，2014:1-4)其次，對

於認同中華傳統文化能否達成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陳孔立

也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姑且不論兩岸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看

法很不一致，陳孔立更指出，台灣與大陸年輕一代已經不談

傳統文化了，怎能期待透過傳統文化的認同來達成政治認同

呢？(陳孔立，2014:1-4)最後，陳孔立表示，兩岸文化認同

不是要大陸認同台灣的文化，也不是要台灣認同大陸的文

化，而是要走相互整合的道路，需要以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對

待對方，才能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認同。(陳孔立，2014:1-4) 
 
由於兩岸相互隔絕已超過一百多年，彼此在文化認同上

的互動更多的是像張祖群所講的「僵硬的政治打壓和反彈模

式」，要做到「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對待對方」非一蹴可幾。

郭震遠對此也有清楚的描述，他認為儘管兩岸文化同根、同

源、同屬一個民族，但由於長時間隔絕，實際上兩岸文化已

經存在一些差異，語言、文字、歷史觀、社會心態等等，都

已有或多或少的差異，這些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視而不

見。（郭震遠，2016：67）換言之，若是對於此種文化差異

視而不見，就很難找對方法來強化認同，這應是過去中國大

陸希望透過強化文化認同以增進政治認同措施未能奏效的

原因。 

 
不僅如此，既然文化認同不是政治認同的前提與基礎，

建立新的文化認同後呢？真的能在促進政治認同上發揮應

有的作用嗎？關於中華文化作用小，尤其是在年輕人身上影

響小，也可以證諸蘇頌興等的研究。他們舉調查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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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輕人「被中華文化、大陸山河所感動」的只有 16.1%，

遠遠不及於「被大陸經社發展觀察所震懾」的 50.0%，也不

如「與接待人員/學員互動的感受」的 32.1%。(蘇頌興等，

2014:24-31)有此調查反應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青年普遍

認為不僅中華文化在台灣保留得最好，而且對於台灣的文

化、時尚、創意產業所取得的成就頗有自豪感。(蘇頌興等，

2014:24-31)這無異說明，要中華文化作為文化認同的核心，

有頗大的困難，尤其在年輕人這一代身上更不容易。 
 
關於台灣年輕人的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台灣學者謝大寧

亦有相互呼應的研究。他指出在 18 歲到 30 歲之間的人口，

大約有三分之二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不

再認為自己隸屬於中華文化圈。(謝大寧，2014:8-14)面對如

此的年輕世代，試問要如何以中華文化來建立文化認同的紐

帶呢？這也就難怪謝大寧會語重心長地表示，台灣現在所存

認同斷裂的現象，才真正是兩岸所謂深水區的核心，如果不

解決這個問題，兩岸想從現狀再往前走，都將舉步維艱。(謝
大寧，2014:8-14) 

 
大陸學者儘管也注意到文化認同的侷限性，但是對於文

化認同斷裂及其所導致的民族認同斷裂問題，似乎尚未有所

警覺。這也就是為何郭震遠即使認識到兩岸文化差異不可視

而不見，卻仍然認為可以透過擴大兩岸文化交流可以消除此

種斷裂式的認同差異之根本原因。（郭震遠，2016：68）也

正因為對於此種文化認同斷裂認識的有限，周天柱才會在去

年反服貿學運發生後，得出「學運重創民進黨在沉默多數中

的形象，面對年底『七合一』選舉及 2016『總統』選舉，藍

營意外獲得一個大利好」的結論。(周天柱，2014:21-23)結果

藍營不但沒有獲得一個大利好，反而在 2014 年底的「七合

一」（另稱「九合一」）選舉大敗，甚至影響了 2016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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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佈局，這或許是因為對台灣年輕一代文化認同斷裂的

不理解，所以才會得出此種錯誤的判斷。 

 

(二) 促進文化認同的轉化 

大陸學者王英津表示，自大陸國家席習近平 2012 年接任

中共總書記以來，先後提出「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

同體」、「兩岸心靈契合」和「兩岸融和發展」等等，此等

論述被視是為希望能達到「兩岸融合發展」的目標。（王英

津，2017：5）他進一步闡釋，兩岸融合發展就是培養、澆

築和鞏固「兩岸一家親」、「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理念的重

要途徑。（王英津，2017：5） 

 

如前所述若是大陸方面對兩岸存在斷裂式文化認同差異

不瞭解，再多的交流也是枉然，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如此多的

兩岸文化交流，改變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效益

十分有限。因此，若要縮短兩岸此種文化與政治認同的差

距，勢必要另起爐灶。倡議融合發展或許是有限途徑之一。

王英津特別將融合發展與交流發展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如

表 1。 

 

表 1 兩岸交流發展與融合發展 
比 較    

內容 

交流發展 融合發展 

利益關係 增進各自利益；台灣

是台灣，大陸是大陸 

更多是增進共同利益，台

灣的之中有大陸，大陸的

之中也有台灣。但目前是

台灣還是台灣，大陸的之

中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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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黨 輪 替

影響 

受政黨輪替影響明

顯 

不受政黨輪替影響明顯 

推動力量 兩岸官方共同推動 目前大陸單方面推動 

參與主體 不僅限個人、企業等

民間層面，而且還包

括機構、被授權組織

等公權力層面 

主要是個人、社團和企業

等民間層面 

實現平台 大陸地區與台灣地

區 

大陸地區和大陸所搭建

的區域性國際平台 
資料來源：王英津，2017：9 

 

從交流發展與融合發展的差異比較，很明顯可以看出融

合發展係由大陸單方面推動，不論有無台灣方面的配合。有

此構想與措施應是大陸方面認為台灣官方是過去深化兩岸

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阻力，因此融合發展的倡議，將越過

台灣官方的角色，直接面對台灣的民眾。 
 
為了落實融合發展的效益，王英津建議要為台灣民眾提

供「居民待遇」（即國民待遇），認為此舉不僅可方便台灣

民眾在大陸投資、工作、就業、居住及旅行，更重要是有助

於提高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和國民意識，從而確立鞏固「兩

岸一家親」的理念。（王英津，2017：9）剛落幕的中共「十

九大」引發台灣輿論重大關注的焦點之一，莫過於在台灣高

雄旗山土生土長的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盧麗安獲選為黨代

表。（李靖棠，2017.10） 
 
盧麗安表示，當初會加入共產黨，是因為觀察這個黨是

一個信念堅定、心繫人民、與時俱進的政黨，執政成績非常

好，因此決定申請入黨，也以自己經歷鼓勵台灣青年，要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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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對大陸的成見，以誠相待。（胡明明，2017.10）盧麗安不

僅自己認同中國共產黨，還鼓勵台灣年輕人要有同樣的認

同，也意外引發一些在大陸就學的博士生跳出來要投共。（鄭

仲嵐，2017.11）這雖然不能說是融合發展的措施見效，但無

疑是對融合發展策略打了一劑強心針。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個趨勢，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關於台灣民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資料顯示（參

見圖 1），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自 2014 年達到高峰後，最

近三年都經呈現下降的趨勢，可說是與大陸近期推動融合發

展策略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兩者之間是否為因果關係，尚需

進一步檢證，不過對近期大陸推動融合發展策略應是正向的

影響。 

 

資料來源：政大選研中心 http://esc.nccu.edu.tw/app/news.php?Sn=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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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為了改變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趨向，大陸學者提出

恢復及建構社會或歷史記憶；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努力建構

相互依賴的經濟共同體；透過加強兩岸文化交流提升「文化

認同感」，進而提升「國家認同感」等舉措。此等舉措的功

能，似乎未在改變台灣民眾「政治認同」的傾向上產生效果。

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可以作為連結認同的紐帶，更

多的是一種邏輯推理，而非可實踐的措施。 
 
既然更多的經貿交流與惠台措施，對於改變台灣民眾的

「政治認同」沒有助益，強化「文化認同」或「民族認同」，

進而使其過渡到「政治認同」就成為大陸學者在經貿措施未

能奏效後的最佳替代方案。著重「文化認同」是因為其一切

認同的基礎，兩岸人民在「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上的

分歧明顯，短期內難以消除，從培固「文化認同」入手，進

而為增進政治認同提供助力，或可成為可行途徑之一。 
 
不過，亦有大陸學者舉國外例證，說明不是有了特定的

文化認同，就會有相對應的政治認同或國家認同；「文化認

同是政治認同的前提與基礎」這個論點經不起歷史與現實的

檢驗。更何況台灣與大陸年輕一代已經不談傳統文化了，怎

能期待透過傳統文化的認同來達成政治認同呢？根據調查

資料顯示台灣年輕人「被中華文化、大陸山河所感動」極為

有限，遠遠不及於「被大陸經社發展觀察所震懾」，也不如

「與接待人員/學員互動的感受」。有此反應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台灣青年普遍認為不僅中華文化在台灣保留得最好，而

且對於台灣的文化、時尚、創意產業所取得的成就頗有自豪

感。這無異說明，要將中華文化作為台灣文化認同的核心，

有頗大的困難。大陸方面若要透過文化認同來強化台灣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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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陸的政治認同，必須正視及彌平此種文化認同斷裂的現

象。 
 
或許是因為有感於交流發展在增進兩岸文化認同與政治

認同的效用不彰，大陸自習近平主政後主導融合發展。交流

發展與融合發展兩者的最大差異在於越過台灣的官方角

色，由大陸官方直接來面對台灣民眾，透過國民待遇等措施

提高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和國民意識。台灣高雄旗山土生土

長的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盧麗安獲選為中共黨代表，以及意

外引發的台灣青年學子投共潮，加上台灣民眾台灣人認同在

最近三年呈現下降趨勢，雖不能說是完全受到大陸推動融合

發展的影響，但是兩者呈現正相關關係，值得未來進一步檢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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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2) 如引用的文獻為期刊論文，則寫法如下： 

寇健文(2000)。政治繼承與共黨國家政權結構穩定性

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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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法如下： 

劉正、Arthur Sakamoto、楊文山（1996）。教育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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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例的模式分析，載於陳肇男、劉克智、孫得

雄、江豐富（合編），人口就業與褔利（頁

155-176）。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Althusser, L. (1972)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B. Cosin (Ed.)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society (pp. 243-80). London: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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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引用文獻是翻譯者，請標明「合譯」或「譯」： 

鄭淑敏（譯）（1994）。P. A. McBroom 著。成功的

專業女性（The third sex: The new professional 
woman）。台北：遠流。 

(6) 如果引用的文獻是會議論文，則寫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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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研討會，嘉義縣。 

(7) 如果引用的文獻是技術報告： 

張建成、黃鴻文（1993）。光復以來台灣山胞教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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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研究報告（NSC81-0301-H-134-501-J1）。台

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8) 如果引用的文獻是報紙文章，需列出作者姓名（若無作

者則免）、出版時、篇名、報紙名稱、版次： 

司馬榕（1996，9 月 30 日）。猶太的「師說」和吾人

的「師說」。中國時報，9 版。 

(9) 如果引用同一作者同年著作兩篇以上時，於年代後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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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序列邏輯迴歸分析後，我們發現，在控制了母親的教育程度之後，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新住民這四類族群的母親，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並沒有差別。人們或許從表面上看到「新住民母親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偏低」的情形，但這是因為新住民母親的教育程度較低所致，與他們教育程度相同的國人，也會有相似的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新住民在台灣面對的歧視，具體表現在勞動市場的機會與回饋上，也表現在我們對她們的「教育子女的態度與方式」的評價上。本研究結果清楚揭示，她們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與其他族群相較，並沒有偏低的情形。本研究的發現，適足以提供台灣社會檢視新住民受歧視的問題。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本研究比較的「新住民」，僅指與台灣男子通婚的越南、印尼、柬埔寨、緬甸、泰國女性，並不包括來自其他國家、地區的跨國通婚女性。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之人數亦甚龐大，但是她們進入臺灣社會之後，並沒有嚴重的語言隔閡；而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程度明顯高於越南、印尼、柬埔寨、緬甸、泰國；另外，來自東亞的日本、韓國的女性，她們與國人的婚配型態與「台灣—東南亞」跨國婚姻不同。因此，本研究之結果所能解釋者為來自東南亞、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的跨國婚姻女性移民。
	附表1序列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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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為何要觀賞遊戲實況平台，陳虹吟（2015）認為有三種動機：(a)學習：實況主技巧高超，看實況主玩遊戲來減少自己摸索的時間；(b)娛樂：實況主就像綜藝節目的主持人角色，遊戲實況平台就像綜藝節目一般，具有高度娛樂性；(c)社交功能：觀看遊戲實況時，玩家可直接與實況主、其他玩家互動，讓喜歡同一款遊戲的玩家，透過實況平台進行互動。
	表12實況使用者資料分析：

	平板我都是用來看影片比較多，影片是看人家實況族如何破關；有時候是拿來玩生存遊戲，大部份是逃脫類的遊戲比較多。(A) 我會把平板拿來看電視，看當個創世神。它是一個模擬遊戲，它就會自己做，其實它是直接上網去播，就是有人在玩，但它就是直接播給你看。(I) 因為有時候他們就是沒辦法過關，就看別人玩。然後邊看邊劃，很多人就是這樣。(D) 我有訂閱二十幾個頻道，像我看那個密室逃脫，就是別人在玩給我們看，有時候還會講述，等於他給我們答案。(H)
	本研究以行動裝置對生活模式的影響、與其他玩具的關係、感覺評分、未來科技想像等對比方式，試圖深入學童使用行動裝置的意義和價值層面，發現國小學童有著不同的想像與創意，經歸納得出四大意義，以及其與學童背景和使用行為、動機的關係如下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