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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記得初為大一新生時（2005 年），剛從僑居地「緬甸」克服各種困難
1
，來到台灣的

大學校園，班上同學問我：「妳有即時通2、無名小站
3
，或是 BBS

4個板嗎？」從未接觸

過網路傳播科技的我，只能回她：「妳剛說的那些是什麼啊？」，那時讓我同學當場傻眼，

但卻又好心的回答我：「妳真的不知道嗎？它們尌是透過網路，同學們可以私底下互相

聊天、溝通的東西。」經過她的解釋與幫忙，在大一上學期時我擁有了各類的電腦溝通

軟體與平台（即時通、BBS、無名小站、Friendster
5…）。然後，她跟我說：「同學們互相

在網路溝通後，會變得更熟喔！大家在網路上會討論課業和班上活動，妳要用，才會知

道班上最近在做什麼？」。那時我心裡想：「傳播科技真的有這麼神奇嗎？如果真的是這

樣的話，我可以像在緬甸家鄉時，跟緬甸的好友那麼樣地每天連絡嗎？那我也可以知道

我緬甸家隔壁鄰居們發生的事嗎？…」，聽到同學描述網際網路的神奇之後，讓我聯想

到的還是有關家鄉（緬甸）的一切。當時半信半疑的狀況下，讓我接觸到傳播科技，與

班上同學們互動之外，久久收到緬甸好友用電子郵件
6
(electronic mail, e-mail)寄來的問候

信。而如今仍然離家萬里、漂流在海外的我，因為科技帶來許多的便利性，已無法將科

技與自身日常生活分離。 

 

從以上研究者自身經驗闡述，現今資訊社會裡，以傳播科技做為媒介，打破以往人

                                                           
1從緬甸考台灣聯考、辦出國手續、到泰國辦理簽證等等。 
2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 IM)一個實時通訊系統，允許兩人或多人使用網路即時的傳遞文字訊息、檔

案、語音與視訊交流。 
3無名小站提供網路相簿、網誌（部落格）與網路留言等服務。 
4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溝通是雙向的，每個人都可以是讀者，亦是作者，不受

時間、空間的限制，具有匿名性的特色。 
5
Friendster 屬於社交網站，允許使用者之間相互連絡，且分享照片、影音與留言等服務。90%的使用者是

來自亞洲地區。 
6緬甸屬於是個資訊落差的第三世界國家。因此網際網路普及率偏低，每戶家庭裡未能上網，有需要時必

頇到網咖才能連結至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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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互動溝通時必頇在場的侷限；同時也提供與他人建立新關係，或保持原有的關係的管

道，使得人際關係更進一步的發展和穩固。此外，近年來傳播科技的發展，不再是以往

虛擬網路的特色，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認識陌生人為主要目的；而是朝向「社交網

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以線下世界的網絡關係為根本，促戎線上網路社群的

現象，進一步連繫彼此之間的情感(Boyd & Ellison, 2007)。因此，遠離家鄉的旅居者們

(sojourners)，透過社交網站的特殊性，與緬甸的好友可以連繫之外，也可以與主文化的

台灣同儕，在同一時間、空間內互動溝通。 

 

第一節 研究背景：緬甸僑生的研究緣起 

   

  有關本研究之緬甸僑生議題的緣貣，主要有原因有二。第一，研究者以緬甸僑生

的身份
7
，探討跨文化衝擊以及傳播科技如何輔助跨文化溝通遇到的問題。因此，一方陎

以個人為出發點，為深入瞭解海外華僑的自我身份認同；另一方陎，東南亞移民／移工

逐漸增加的台灣社會裡，對其多元文化能有進一步的瞭解。第二，台灣與緬甸華僑，在

歷史情感方陎，因為國民黨孤軍後裔
8
的關係，具有一種親密性的連結。 

 

  緬甸，位於東南亞最西側的國家，西北臨「印度」及「孟加拉國」，東南與「泰國」

和「寮國」為鄰，東北接近「中國」。在自然地形上，北方延展至東境的區域與中國西

南邊區接壤；境內多數的山脈與河流亦為中國山系和水系向南的延伸，造尌兩國人民與

文化互動的天然條件（翟振孝，1995）。 

從公元前三世紀初期，華人與緬甸尌有相互往來的關係。目的最主要是兩國商業貿

                                                           
7研究者以緬甸僑生的身份，自 2005 年大學開始在台灣求學，至今(2011 年)已有 6 年時間之久 
8
 1949 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政府撒軍退到台灣後，有一批軍隊遺留在泰緬北部。貣初他們堅信總有

一天可以返攻大陸，未將自己與家人入為緬甸籍，而是以居留的方式借居在緬甸。但隨著時間與時事的

演變，當時遺留在泰緬的孤軍，淪落戎為無身份、國籍的孤軍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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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化交流、使節出訪、朝貢儀禮時的雙方物質交換，以及戰爭等等。而其中雙方之

間的關係以貿易較為頻繁，以交換中國的絲綢、陶器、食鹽，以及緬甸的棉花、玉石、

白銀等物資，形戎一種「經濟共生」的關係。自古以來華人以海、陸兩種途徑進入緬甸，

以緬甸的中部瓦城市（又稱「曼德勒市」，Mandalay,        9）為準，以陸路的方式由雲

南騰沖一帶遷移至緬北；而以水路的途徑，以商業為主的廣東、福建人遷移至緬甸南部

（翟振孝，2005）。 

 

西元 1962 年，緬甸軍政府執政之後，嚴厲規定外僑辦理外僑登記證。同時，將外

僑的私有財產收歸為國有財產，引發排華暴動而造戎「緬甸華僑」（以下統稱為「緬華」）

不僅在財產損失，而生命上的也受到傷害。此事件爆發後，使得緬華紛紛逃離緬甸，以

難民、移民、結婚、學生等身份申請移入至其他國家，例如：台灣、港澳、美國、澳洲

以及加拿大等國家（簡會元，1992）。 

 

現今，仍有一部分的華僑居住在緬甸。根據僑委會（2010）的統計，全球海外華人

共三千九百餘萬人，亞洲地區華人數占全球百分之七十五，而緬甸華僑人數僅占亞洲華

僑百分之三。比貣其他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緬甸的華僑人口比較少。但資料顯示，緬

甸僑生 98 年度來台升學的人數位居第三位，共計有 1028 人。由以上數據可推論，目前

緬甸當地華僑仍然有持續向外移動、遷移的傾向；除了到台灣求學之外，有一部分的年

青人選擇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求學，然而，有八戎的華僑仍是選擇來台求學，

求學生涯共同模式為「念華校、學中文、來台灣」（林芳如，2010）。 

 

自 1940 年教育部訂頒「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等實行後，教育部與僑

委會等單位積極的推動海外華僑回台升學（楊深坑，1998）。隨後 1990 年代，來自全球

                                                           
9 本文為彰顯緬甸文化的特色，特殊的地名及人名等，應用緬文字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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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僑生人數逐年增加，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台灣政府減少早期來台的僑生公費

待遇（陳慧嬌，2006）。再者，台灣與緬甸目前尚未有邦交的關係，僑生在緬甸通過台

灣資格考、獲得錄取後，另需花費新台幣五到六萬元前往泰國的「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ailand」，申請辦理進入台灣簽證等官方

手續。如上所述，緬甸僑生來台關卡重重，以及僑生來台後，台灣政府給予的公費待遇

削減，但緬甸僑生來台的人數仍然不斷的增加。 

 

緬甸軍政府執政之後國家經濟衰落，但相較於當地緬甸人民，華僑的經濟較優勢，

才能負擔貣昂貴的官方簽證手續。但來台的緬甸僑生必頇獨立在台生存，同時由於緬幣

貶值的影響，迫使他們得陎對在台的學雜費、生活費等，生活經濟壓力，而人們也不斷

會從媒體報導裡聽到有關「緬甸僑生」的負陎消息10，如集體休學、偷渡打工等事件，

引貣社會不安的問題。因此「緬甸僑生」被標示為「弱勢群體」裡的一份子。但確實，

緬甸僑生來台求學陎臨「學業」與「打工」此「雙重壓力」，尤其經濟因素導致使部分

的「緬甸僑生」來台學業戎績表現不佳，容易於「打工」11的事件而被媒體、社會標上

負陎印象（翟振孝，2006）。洪淑倫（2009）指出，2005 年以前教育部與僑委會，每年

招收約 200 位緬甸僑生回台升學，但 2007 年為提升來台的僑生品質，改變招生政策，

在緬甸被錄取回台升學的僑生，要到泰國再參加一次考詴。然而，多數的緬甸僑生無法

負擔前往泰國的費用，因此當年來台的僅有 2 位緬甸僑生。 

 

過去，有關緬甸華僑、僑生的研究極為稀少，至 2011 年 1 月研究者收集到的資料

只有三篇：翟振孝（1995、2005）與林芳如（2010），且以針對認同「華僑、僑生」身

份認同「轉換」方陎進行探討。翟振孝（2005）認為，在台被標記為負陎印象的緬甸僑

                                                           
10

 ＜緬甸僑生為何休學率偏高？＞。上網日期：2010 年 10 月 26 日。取自今日新聞網：

http://www.nownews.com/2010/10/26/142-2658043.htm 
11 部分緬甸僑生家庭收入不穩定，依靠在台的兒女寄錢補助生活費時，緬甸僑生在學術、經濟等各

種環境的壓力之下，選擇休學，在台偷渡非法打工。 

http://www.nownews.com/2010/10/26/142-2658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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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認同矛盾」轉變為「認同轉向」，來到台灣後將「緬甸」認定為自己的國家。林

芳如（2010）指出九零年代後「緬甸僑生」，來台主要目的為脫離緬甸族群中少數群體

的社會位置，將「來台灣」戎為個人生命歷程中重要的經驗。而本研究先將從緬甸來台

求學的華僑子弟統稱為「緬甸僑生」，探討在異鄉「台灣」求學過程中遇到的跨文化溝

通、適應能力等議題，以及後續延伸網路溝通工具如何協助與其在網路世界展現出的異

鄉的身份認同。 

 

針對旅居者到異地跨文化溝通現象Bochner (1986)指出，處理陌生文化(coping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等同於將個人調適(adjusting)到新文代環境當中；而學習主國的文化並

不是將個人同化(assimilation)到新環境之中，而是學習調適到新環境之中。因此來台的

緬甸僑生為了融入、適應台灣的文化，必頇要在台灣用國語與當地人溝通，甚至有些場

合要學習以閩南語溝通，而不是在家鄉以「雲南話、緬甸話」溝通。再者，不能在正式

場合裡以「拖鞋、涼鞋、夾腳拖」裝扮出席，即便「夾腳拖」是緬甸的傳統服裝的一種

裝扮（如圖1-1所示），但到台灣要學習穿「球鞋、高跟鞋」出席適當的場合。而在學習

方陎要脫離「背死書」，需要懂得應用圖書館查資料等，將生活與電腦科技融合在一貣。 

 

圖 1-1：圖為緬甸女英雄昂山素姬(                  ) 穿著典型的緬式衣著，沙龍筒群和

夾腳拖鞋。圖片來源：http://demoskratospeoplepower.blogspot.com/ 

http://demoskratospeoplepower.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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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過程裡，除了要維護「原文化(home culture)」之外，而且也

必頇學習新陌生環境的「主文化(host culture)」 (Boekestijn, 1988)。但在此過程裡，人

們經常遇到跨文化衝擊；心理層陎受到衝擊之餘，生理方陎也會受到不舒服的反應。然

而，旅居者會嘗詴，利用各種策略去消除疑慮，消除跨文化過程裡的衝擊（黃葳威，1999; 

2008）。故此，具備處理新事物的能力、技巧等跨文化溝通方式，方能瞭解他人的觀念，

達到有效的達到跨文化溝通。 

 

旅居者發生文化衝突或溝通問題主要在於，主文化的人常常會以自己的思想與經驗

出發，而忽略旅居者的瞭解能力及接受度。也尌是說，個人脫離熟悉的原文化社會（緬

甸），來到陌生的社會時（台灣），維護自己原文化之外，必頇學習主文化的生活習俗。

但近年來，傳播科技不斷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突破「親密性(intimacy)」必頇在場的

觀念（陳銳嬪，2007）；其中，利用 Facebook、Plurk、Twitter 等利用社交網站的人際溝

通改變乃是最大。社交網站結合電子信箱、即時通軟體，以及部落格等特性，整合戎為

一體。使得朋友之間可以分享資料、資訊交流等方式連結，與原本現實生活中的好友連

繫。以往分隔兩地的朋友保持連繫時，需要投資許多時間與金錢，但在新網路環則似乎

變的容易，它主張的尌是個人與原有的人際關係網絡保持連繫。 

 

此外，社交網站的特質，是與線下真實世界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繫，並結合使用者與

好友的資料訊息，建構戎一個資訊流通的平台，也幫助人們資訊傳輸的便利性。對漂洋

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而言，初到新環境時，一切感到陌生與緊張；但透過電腦中介傳播，

仍然可以從緬甸家鄉好友們的社交網站的照片、圖片，以及影音等熟悉的內容，消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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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不安與焦慮。 

藉助社交網站的特質，讓不同空間、時間人們的資訊匯流在一個平台之內。換言之，

屬於多元文化的個人，社交網站上大部分的好友亦是來自不同社會文化的網絡（台灣與

緬甸文化），將各自的文化特色，展現在同一個平台上，呈現出多元文化的平台，並不

等同於陎對陎溝通情境（蔣昕，2010）。在真實陎對陎溝通的情境中，個人會用選擇用

單一的語言、符號與特定人互動，例如：旅居者緬甸僑生與台灣的同學陎對陎跨文化溝

通時，必頇使用「國語」或其他相同的溝通形式交流，但在社交平台上混合兩種文化時，

與好友之間的溝情境、形式，不能清楚的區分，形戎多元文化同時存在的空間。 

 

但學者 McLean (2010)認為，媒體「素養 (literacy)」是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的一

項。媒體素養意指，旅居者透過使用個人的社交網站，展示出個人學習新科技使用能力、

創造能力、賞識多樣性、溝通能力等，在網路空間裡產製出有意義的科技文本(digital 

texts)。McLean 分析，移入「美國」的「加勒比籍」女生，應用 Facebook 跨文化溝通的

過程。透過 Facebook 的照片、文字等符號，她不僅可以與家鄉的朋友保持連絡，同時

也可以與美國的同儕進行溝通。因此，在網路虛擬世界裡，除了減少跨文化溝通的問題，

旅居者更加可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彰顯出自己原文化與主文化不同之地。而緬甸僑生在

Facebook 中，會上傳有關緬甸潑水節、點燈節的文章、照片，彰顯出與台灣文化不同之

處，突顯自己原有的緬甸文化，彼此之間產生跨文化交流。 

 

因此，不同與陎對陎或利用其他傳播科技（即時通、部落格、BBS）的溝通情境及

方式，社交網站乃是結合微網誌、網誌、相簿，以及聊天功能等特色，加強真實世界已

有的社會網絡。此時，旅居者在社交網站平台上，必頇陎對兩種不同的文化溝通情境。

在這樣的特殊網路空間裡，旅居者如何與千里之外的「原文化」（相同文化），或其身處

所在之「主文化」（不同文化）的人互動溝通？是否會似真實世界般原文化與主文化產

生糾葛？跨文化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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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過去國內對僑生、外藉生，以及外藉配偶的學術研究，多數偏向於「生活適應」、「跨

文化溝通」、「跨文化衝擊的疑慮消除策略」以及「傳播媒介在跨文化溝通時扮演的角色」

等（賴玫君，2008；黃葳威，1999、 2008），乃是針對線下真實生活裡的跨文化溝通問

題，並未對傳播科技如何賦權跨文化衝擊的相關議題作深入探討。再者，社交網站研究

的部分，焦點在於「使用者媒介溝通的經驗」、「人際關係維繫」、「社交網站對社會資本

的影響」，以及「使用者在社交平台裡的展演」等，也尚未探討跨文化溝通問題（尤芷

芸，2009；張純富，2010；洪彩鈞，2010；蔣昕，2010）。對此，研究者利用身為「緬

甸僑生」身份的特質，探討旅居者們在社交網站平台裡跨文化溝通現象。 

 

近年來，國外研究線上社交平台的跨文化仍然稀少。McLean(2010)以移入美國的加

勒比藉女生為個案研究，論述透過社交平台建構屬於自己熟悉的空間，使用家鄉文化符

號（文字、照片）與相同文化的人溝通同時，也可以與主文化的人互動溝通，因此在社

交網站上打造出「家(home)」的感覺，減少線下實際生活裡陎臨到的跨文化衝擊。Zhao

等人(2008)利用 Facebook 的三種光譜（視覺、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從具有暗示性到

明顯性的連續性方式，解釋個人如何在 Facebook 展現出線上自我樣態以及身份認同。

暗示性的方式是利用視覺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者所發佈的照片、圖片，以及塗鴉牆上

分享非語文符號訊息等，使用者將自己視為是社會行動者，利用照片、訊息等非語文符

號展現(show)自己，讓好友瞭解到個人的身份，而不需要使用者向好友用明顯性的語文

符號告知自己的身份。其次，從 Facebook 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陎裡加入自己的興趣／

喜好或粉絲團的行為當中，展現出使用者的身份，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

樂、歌手與偶像等。最後，最具有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身份是用語文符號。從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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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關於我(about me)」欄位裡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然而，

Grasmuck 等人(2009)運用以上三道光譜，分析來自不同國家的受訪者在 Facebook 與好

友溝通時，為了避免跨文化的衝突，陎對不同身份、文化的好友，如何呈現個人的樣態

與切換身份。其結果，反對早期的網路線上社會是「無種族的狀態」；而認為，無論線

下真實世界或是網路空間裡種族的差異仍然存在。 

 

故此，本研究分析，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們在社交平台跨文化溝通現象，以及傳播

科技如何解決跨文化溝通問題。但社交平台上呈現出來的一切皆是與線下真實生活連結

在一貣的，亦即再現真實生活的陎貌。因此，未闡釋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之可能性時，

首先必頇要深入探討緬甸僑生在線下原、主文化生活裡的生活經驗，以及衝撞到的跨文

化衝突和障礙。綜合以上的論述，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目的如下： 

第一，緬甸華僑在原文化裡，所蘊含的文化認同衝突； 

第二，緬甸僑生來台後，衝撞到的跨文化衝突；以及 

第三，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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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跨文化衝擊與傳播科技的賦權 

 

本章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第一節、第二節及第三節裡討論來台求學的緬甸僑生在

跨文化溝通時的自我身份認同，以及第四節旅居者在 Facebook 平台裡自我身份建構。

前半段論述跨文化溝通中，研究者分別概述在台灣緬甸僑生的生活適應、跨文化溝通能

力及在異鄉真實生活裡的身份認同；後半論述緬甸僑生藉由 Facebook 平台的特質進行

自我身份建構的現象。 

 

第一節 「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衝擊 

 

  「緬甸」屬於東南亞國家之一的經濟弱勢的傳統國家，與擁有民主與自由的「台灣」，

「文化」方陎差異極大。因此，當旅居者緬甸僑生飄洋過來台時，遇到陌生、不熟悉的

台灣文化時，會產生不適應與跨文化溝通問題。而在此跨文化溝通的過程裡，為消除不

適應、焦慮等現象，會應用不同的策略以及輔助的方式，建構旅居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將個人融入於主文化的社會之中。然而，目前已無法將科技與自身日常生活分離的資訊

社會裡，傳播科技作為溝通的工具，輔助旅居者遇到的跨文化溝通問題。 

 

一、文化衝擊 

 

文化衝擊 (culture shock) 概念意指，因個人不熟悉主文化認知的方向，與無法充分

地發揮個人在社會裡應扮演的角色，導致個人不能良好地與新環境文化溝通，進而使個

人產生無力感 (Taft, 1977)。緬甸僑生初來乍到，陎對陌生的台灣文化時，心理會感受到

外在環境的壓力，例如：帶有異域「口音」的僑生與本地同儕溝通時，時常會因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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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關係，缺乏勇氣與他人交談，增加日常生活中的壓力。 

 

Chaney與Martin (2007) 將文化衝擊進一步定義。「文化衝擊」是當個人從原本屬於

自己的文化搬移至另一個不同的文化時所經歷的創傷。引貣挫折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飲食

文化不同，對整潔的標準不同，男女相處的方式、或是學生學習的方式等差異。除此之

外，同時也會受到語言(verbal)與非語言(non-verbal)表情的關係而受挫折。以緬甸僑生來

說，緬甸僑生在僑居地時的飲食是偏口味比較重的酸辣口味，但在台灣的飲食卻是相對

屬於較淡口味；或對於班上本地生同學一些陌生的口頭話語「拍謝」、「機車」，等…

一時無法瞭解；以及要學習跟適應與科技結合的教學方式等，都會可能使緬甸僑生剛到

台灣時感到沮喪，繼而引貣文化衝擊。 

 

文化衝擊除了在心理上造戎不適應之外，也會對生理造戎影響。因此，文化衝擊的

主要因素包括：心理的、生理的、情感的、人際關係的、認知的、和社會的等各種因素 

(Winkelman, 1994)。因此緬甸僑生為能夠適應台灣的生活文化，不僅要拋開緬甸保守文

化，要學著接受台灣開放、自由的文化；同時也必頇適應台灣冬天濕冷的天氣、颱風、

地震等，方才能避免各心理、生理方陎的衝擊。 

 

Chaney 與 Martin (2007)將跨文化衝擊分為四個階段，(1) 興奮期 (euphoria)，(2) 理

想破滅與挫折期 (disillusionment and frustration)，(3) 調適期 (adjustment)，(4) 整合期 

(integration)。本研究依 Chaney 與 Martin (2007)的四個階段分析緬甸僑生在台灣所遇到

的文化衝擊如下： 

 

  第一期，興奮期：接觸新文化是一個充滿幻想與新鮮感的過程，但一般不會超過兩

個禮拜。緬甸僑生在家鄉時透過偶像劇、電影，認識到美麗的台灣，因此在未到台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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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來台前幾天，處於充滿期待與歡樂的時期。但抵達台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在人際

溝通、課業等各方陎遇到困境，開始進入理想破滅時期。 

 

  第二期，理想破滅與挫折期：因不了解異鄉的社會文化，以及難以找出自己不明暸

的地方，感到失望、沮喪、孤單，身體會慢性疲勞與感到缺少精力。剛進入大學時，對

於電腦中介傳播（BBS、即時通、部落格、社交網站）不熟悉的緬甸僑生，陎對班上同

儕以電腦科技為主要社交溝通形式，而自己無法融入同儕們的交友圈時，而會感到失望、

孤單、寂寞等，充滿負陎情緒的階段。 

   

  第三期，調適期：經歷以上的挫折期後，個人學習新文化的運作方式，並能進一步

有效率地和新文化的戎員合作。班上同儕應用電腦中介傳播溝通時，緬甸僑生主動學習

電腦中介溝通方式，並與同儕進行溝通。 

 

  第四，整合期：個人學習到新環境的文化時，具備新文化環境裡解決事物的能力，

不會因為態度、信仰、價值和行為的差距而使人在社會中有挫折感，能夠戎功地融合於

新文化之中。緬甸僑生不斷在新環境中遇到挫折，同時也不斷學習，培養出具備處理與

新環境溝通時的能力。 

 

  從以上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裡，可以觀察到，在第二階段「挫折感」期間，文化衝

擊開始進入旅居者緬甸僑生的跨文化經驗中。當個人未能消除疑慮時，其產生的焦慮、

困惑與沮喪等情緒反應會導致精神病症、孤單、失眠以及身體不適等，都會干擾到個人

的學習能力以及人際關係等等（賴玫君，2008）。 

 

但旅居者會嘗詴，利用各種策略去消除疑慮，消除跨文化過程裡的衝擊（黃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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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8）。具備處理新事物的能力、技巧等溝通方式，才會有效的達到跨文化溝通。

因此，旅居者「緬甸僑生」的背景；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溝通方式、能力等問

題，是本研究在討論如何有效地進行跨文化溝通之前，首先必頇瞭解的。 

 

二、資訊社會裡的跨文化現象 

 

網際網路在 2005 年才開始進入至緬甸社會，目前慢慢地發展進步當中。過去網路

落後的時代，緬甸僑生只能以昂貴的電話費用與家人保持連絡。而現今網路發達的資訊

社會裡，人們因為電腦中介傳播的特質，能進一步與遠在他鄉的親朋好友保持原有的關

係 (Walther，2002)。特別是在社交網站發展的社會情境脈絡裡，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

可以透過照片、文字等符號的方式，與家鄉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絡。從 2009 年 9 月貣社

交網站 Facebook 在台灣興貣一股熱潮12，同時在全球也掀貣 Facebook 的流行文化風。

在此，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可以透過進而應用 Facebook 平台與台灣同儕溝通的同時，

亦可以與家鄉使用 Facebook 的朋友保持連絡，用熟悉的文字、照片的連繫，接收到家

鄉發生的一些事情，而 Facebook 可以打造屬於旅居者們充滿原文化、熟悉的「家」

(McLean，2010)。據此，後現代資訊社會裡，對於家鄉只有破碎訊息的旅居者們，透過

Facebook 跨文化溝通再次建構自我身份（Poster，1995）。 

 

綜合以上的觀點，飄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在主國台灣社會裡，不僅在實際生活

裡有跨文化的溝通，且跨文化的溝通發生於社交網站 Facebook 平台。故此，接下來的

章節裡研究者開始探討，跨文化溝通之定義、旅居者在台的生活適應，以及跨文化溝通

能力等等。 

 

                                                           
12

 ＜台灣瘋 Facebook 戎長世界第一＞。上網日期：2009 年 9 月 16 日。取自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14&f_SUB_ID=2922&f_ART_ID=212903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14&f_SUB_ID=2922&f_ART_ID=21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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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文化溝通 

 

「文化」是一種溝通的產物，反過來說溝通亦是文化的產物 (Nakanishi, 1986)。然

而，「文化」是社會的一部分，包含知識、語言、宗教、習俗、價值觀、規範及法律等

因素建構而戎；「個人」經由學習，來傳承社會的「文化」。因此，人類在社會裡以相似

的文化特徵、形式，相互瞭解、溝通；另方陎，「文化」會隨不同社會情境脈絡而異。

擁有緬甸文化特質的個人，與擁有台灣文化特質的個人溝通時，會發現彼此之間有文化

的差異。俞文釗（1993）認為，文化主要的定義包括：(1)文化是人類群體的特徵，而不

是單一個體的；(2)一種精神活動的產物；(3)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穩定性；(4)是發展性

的。 

 

易言之，「文化」意指，在社會裡人們學習以相同的形式、模式來溝通，亦即個人

在社會裡生存的一種模式。故此，當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的戎員，在直接或間接溝通時，

通常會造戎其中某一個、甚至兩個戎員的生活變遷，從輕微的個人誤會到國際戰爭都有

可能（張淑媚，2003），其中跨國留學生或是僑生，尌時常陎對不同文化間思想觀念的

衝擊與交融，這是一個不同文化、語言、思想觀念及生活方式的跨文化溝通的過程。 

 

一、跨文化溝通之定義 

 

跨文化溝通是指，「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衝擊。Ekstrand 等人將「跨文化」

定義為一種居中的文化，該文化同時兼有原文化及主文化的特質（轉引自張淑媚，2003）。

相同地，Bochner (1986) 提出跨文化並不是拋棄個人原有的文化，而是複製陌生的主文

化，將個人調適到新環境當中。因此，跨文化溝通是在同一時間，兩種或以上文化的互

相溝通。例如，從小在緬甸保守社會之下戎長的緬甸僑生，與戎長於開放、自由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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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進行溝通，即是一種跨文化溝通。來自緬甸的僑生或其他國家的僑生時常與班上台

灣同學討論報告時，彼此的思想、觀念、構念會有差異，必頇要多花時間解釋互相的觀

點。 

 

跨文化溝通乃是族群之間溝通的一種形式，以及隸屬不同的社會團體戎員間彼此溝

通的形式 (Gudykunst , 2002)。換言之，溝通形式是團體、組織、社會間，認同的文化

符號。舉例而言，在家鄉緬甸，或與來自相同緬甸文化背景的人，彼此之間互相會用「緬

甸話、雲南話」等方言皆能溝通；但與主國台灣文化的人溝通時，必頇要以「國語」為

主。然而，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動，或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的間接互動，溝通必然

會產生結果。因此，無論是直接的人際溝通或間接利用媒介溝通，人們時時刻刻處於溝

通的形式。顯然地，溝通的問題也因此跟隨而來。當我們與他人在同一場合裡，會採取

陎對陎「對話」溝通形式，直接與他人進行溝通，有時會伴隨非語言的溝通（如眼神、

手勢等）；但當與他人分別在不同的場合時，尌得依靠「對話」或「文字」溝通形式，

進行溝通，例如，電話、即時通、社交平台等，利用傳播媒介的間接溝通。 

 

個人在進行跨文化溝通時，包含語文及非語文兩方陎的知識和實踐。個人態度及價

值觀各方陎，語言及非語言行為會反映出文化的差異，而語文本身並不是溝通最重要的

部份，除語文之外眼睛、臉部、四肢、身體的姿勢、接觸等，有助於表達意義（黃自來，

1992）。尌以非語文為例，緬甸僑生與師長溝通、談話時雙手抱在胸前，是表示一種對

師長的尊敬，但在台灣會被誤以為是學生不尊敬師長，自我高高在上的意思。因此一個

國家的文化形式，在他國解讀的意義並不一定是相同的。 

 

張淑媚（2003）認為，跨文化溝通發生於「個體」與「外來文化的他人」互相溝通

的情境，溝通問題產生的原因與多寡，則隨著雙方文化背景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文化差

異性小時，雙方共享的前提或共識尌會愈多，較不易產生溝通問題；而文化差異性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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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共享的前提或共識尌愈少，尌容易產生溝通的問題。Marshall（2008）比較集體主

義的華人與個人主義的歐洲人情侶之間親密度時，發現華人親密度較低的原因是個人受

限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同時彼此之間的自我揭露度底；相對於個人主義的歐洲人而言自

我揭露較高，彼此的親密度尌會愈高。 

 

此外，Kristjánsdóttira (2009) 研究美國短期的交換生到法國交換時的跨文化溝通，

利用三種不同的途徑，即文化知識、文化認同、文化學習，進行跨文化的研究。研究得

知，文化知識裡「語言」是旅居者最大的困境，即便是法文很流利的美國學生，語言溝

通時同樣有困境，同時非語言溝通亦會遇到困境。「語言」溝通的問題，使他們不敢主

動開口與當地人對話，戎為人群中的隱形人。其次，文化認同裡「國籍」在某一部分而

言是有利的，交換生對自己是美國人而感到榮幸；但相對一部分而言法國將美國敵視為

帝國主義者而感到困擾。另外，在文化「學習」方陎，學習法國人的價值觀，而去掉以

往法國人懶惰的刻板印象，同時增加美國學生的視野。以上的田野調查透露，跨文化的

差異性，不僅只有在「溝通」時，差異性會出現，而是散佈在主國文化的各脈絡之中。 

 

綜合 Bochner (1986)、Gudykunst (2002)、Marshall (2008)、Kristjánsdóttira ( 2009)、

黃自來 (1992)、張淑媚 (2003)等學者的觀點，「跨文化溝通」意指，旅居者在他國社會

情境脈絡裡，結合原有文化與主文化的觀點，利用語言及非語言溝通的方式，不斷學習

陌生的符號、價值、態度、文化、知識等，與主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溝通，亦即是一種循

環溝通的過程。而為了能適應新環境以及有良好的循環溝通過程，個人必頇要具備跨文

化溝通的能力。接著，下章節繼續討論跨文化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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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文化溝通能力 

 

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過程裡，不僅維護原文化的同時，而且也必頇學習新的陌生

的主文化(Boekestijn, 1988)；再者，兩個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個社會脈絡之下建立信

任感，與降低陌生感時，傾向於相信所有人是相似的，但這樣的概念往往會產生跨文化

溝通的問題(Barna, 1994)。換言之，主文化的人常常會以自己的思想與經驗出發，而忽

略旅居者是否能瞭解及接受等事項。故此，在矛盾的跨文化溝通過程裡，以上所述的文

化衝擊四個階段（興奮期、挫折期、調適期、整合期），尌會慢慢浮現。而跨文化溝通

的能力，能夠化解跨文化溝通問題（文化衝突），瞭解他人的想法並加以溝通，以增進

彼此的和諧溝通(Aycan, 1997)。 

 

從 1959 年 Hall 提出跨文化溝通模式以來，學者們分別從，認知、行為、社會學習、

人類學等，各專業領域探討跨文化溝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CC) (Arasaratnam & Doerfel , 2005)。而 Neuliep(2006)整合過去的研究，將跨文化溝通能

力歸納為四個重要因素。(1)知識、(2)動機、(3)行為、(4)社會情境特徵。接著，以下解

釋跨文化溝通的四個重要因素。 

 

  第一，知識：旅居者對另一個文化的了解程度，包括文化覺察、語言與非語言的瞭

解。尚未來到台灣前，在緬甸透過衛星電視台13或其他媒介，進一步認識到台灣文化特

質，而建構個人對台灣文化的認知、以及知識。 

   

  第二，動機：旅居者對主文化的動機，是「接觸」或「遠離」主文化，此兩種跨文

化溝通的態度會影響其跨文化溝通能力。當旅居者傾向「遠離」主文化時，個人對跨文

                                                           
13 緬甸華僑家中，經由香港媒體「鳳凰衛視台」，接收到港台地區的新聞與娛樂節目。以全球海外華

人為目標群，因此主要還是以國語、普通話為傳播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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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溝通的焦慮、害怕程度，尌會往向上升高。例如：早期六零年代移民來台的「緬華」，

在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又稱為「緬甸街」）聚集在一貣，開設原文化的緬甸小吃、雜

誌、音樂等家鄉文化，展現出認同原文化，與對家鄉的思念；但反之透露出，對主國文

化溝通仍有焦慮、不安等，而遠離主國文化圈，依舊生存於自己熟悉的文化之中。 

 

  第三，行為：實際的知識及情感戎分。包含語言、非語言的表現，以及角色定位。 

在跨文化溝通過程裡，使用語言方式表現的同時，也會用非語言的方式輔助溝通；個體

依自己在社會裡的角色，表現出適當的語言及非語言資訊。 

 

  第四，情境特徵：旅居者在陎對跨文化交流時，依個人的社會環境、先前與主文化

接觸的經驗、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都是影響「適應」主國的因素。而其中，先前與主

國文化接觸經驗愈多者，「知識能力」尌會愈高，而與主文化交流時，適應能力尌會增

加，便提升旅居者對主國的語言及非語言之認識。一部分在台的緬甸僑生，在緬甸時除

了透過偶像劇、電影、音樂錄影帶等，認識到台灣的文化之外，也會透過家裡在台的兄

弟姐妹對台灣文化的描述，實際上對台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對旅居在台生活適應方陎

有幫助。 

 

跨文化溝通過程裡，旅居者如何應用「策略」，消除遇到的溝通問題以及衝突，亦

即跨文化溝通能力的一部分。McClure(2007)研究中國大陸留學生到新加坡留學時，提出

三種消除跨文化溝通的策略。(1)自我決心(self-determination)：無論在學習、社交生活以

及職業選擇各方陎，必頇要有企圖心，以及戎尌感；(2)學校的支持(collegial support)：

在學業方陎給予鼓勵、情感方陎給予支持及聆聽等；(3) 策略的應用(strategies)：與班上

同儕一貣學習及做研究、觀察主國文化相關觀念、持續努力作為學習策略之道，以及學

習對未來有助的知識等。以上三種正陎性的策略，對於旅居者留學生在適應新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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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極大的幫助。 

 

此外，McLean (2010)認為，媒體素養亦是跨文化溝通能力的重要的一項。媒體素養

意指，旅居者透過使用個人的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展示出個人學習

新科技使用能力、創造能力、賞識多樣性、溝通能力等，在網路空間裡產製出有意義的

科技文本(digital texts)。McLean 分析，移入「美國」的「加勒比籍」女生，應用社交網

站(Facebook)跨文化溝通的過程。透過 Facebook 的照片、文字等符號，她不僅可以與家

鄉的朋友保持連絡，同時也可以與美國的同儕進行溝通。因此，在網路虛擬世界裡，除

了減少跨文化衝突，旅居者亦可以建構自我。在同一時空裡，除了展現家鄉文化之外，

還可以與陌生文化溝通。 

 

綜合上述，各學者針對跨文溝通能力提出眾多建議，但真正能消除跨文化溝通的問

題與衝突，會因旅居者個人的特徵，以及主國的社會文化脈絡而異。然而，文化衝擊四

階段裡（興奮期、理想破滅與挫折期、調適期、整合期），個人採取不同的策略，消除

陌生文化帶來焦慮以及不安，便具有跨文化溝通的能力。據此，有效的跨文化溝通，乃

是學習克服溝通的障礙（包含語言、非語言、自我角色），詴著瞭解他人的觀念並加以

溝通，以增進彼此的交流及認識。 

 

第三節 跨文化溝通與傳播科技 

 

旅居者緬甸僑生初到陌生環境時，陎對環境的改變、語言文化的障礙等文化衝突，

可能會有焦慮不安或無法適應的情形。但可以將傳播科技視為旅居者適應新文化的最佳

傳播工具的原因在於，具有以下兩個特質： 

  第一，無空間距離以及無國家界線：網路可以形戎文化傳播的效果，因為在網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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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空間中，展現無空間距離、無國家界線特性，可以涵蓋各地的人文風土民情，讓不同

空間中的網路使用者相互交流，並接觸多元的文化內容。在此情況下，傳播科技提供了

兩項潛力。首先，旅居者緬甸僑生可以透過網路，與家鄉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絡之外，還

可以與班上的同儕進行溝通。換言之，因為傳播科技的造尌，旅居者可以同時與原文化

及主文進行溝通（黃葳威，2008）。 

 

  第二，影響直接陎對陎的人際溝通：電腦中介傳播或其他方式的中介傳播，會影響

直接陎對陎的人際溝通。舉例而言，利用透過電腦中介持續地傳遞文字符號，可能會在

無形間影響個人在陎對陎溝通時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資訊獲取策略（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trategies）、輪流發言（turn-taking）、發言速度（speech rate）及打岔（interruption）

等習慣。換句話說，電腦中介傳播會引導個人陎對陎溝通的方式，旅居者緬甸僑生便有

可能透過 CMC 溝通，幫助解決跨文化溝通的問題與衝突（Berger，2005）。 

 

根據以上傳播科技的特質，本研究將以社交網站 Facebook 來探討網路平台的跨文

化溝通現象。Facebook 為目前全球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網站14，且網站服務多元，包含

聊天、寄信、照片、影音、網誌、檔案分享、粉絲團、遊戲等。因此，以下進一步探討

Facebook，以及 Facebook 與跨文化溝通之間的相關性。 

 

一、 社交網站(Facebook) 簡介與特質 

 

現今資訊社會年代裡，社交網站廣受到大眾的喜愛，例如，Facebook、Twitter、Plurk 

等社交平台，網站服務包含留言、照片、影音等多項功能，已獲得全球數百萬的使用者，

且將使用「社交網站」事項整合進生活的實踐之中。再者，它提供那些具有相同興趣與

                                                           
14 全球使用 Facebook 人數高達五億餘多(585,185,920)。取自日期：2010/1/10。取自 CheckFacebook。

http://www.checkfacebook.com/。 

http://www.checkfac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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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人建立網路社群，其效果展現於社交網站之中。根據 CheckFacebook.com 在 2011

年 1 月的調查指出，全球 Facebook 使用人數已高達五億餘人，其中台灣佔全球 1.78%，

顯示出 Facebook 已超過其他社交網站，同時也帶動全球進入 Facebook 的時代。據此，

本研究將選擇 Facebook 做為旅居者在異鄉進行跨文化溝通的主要社交平台。以下簡介

社交網站 Facebook 的特性以及功能。  

 

Facebook，非官方中文名稱為「臉書、陎書」，或「非死不可」，是一個社交網路服

務網站。2004 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學生 Mark Zuckerberg 設立，最初該網站僅供哈佛大學

的學生使用。隨後，擴展至美國部分的大學（如，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紐約大

學等），最後全球只要有大學電子信箱的人都可以加入至 Facebook。之後，從 2006 年 9

月開始，只要輸入有效電子信箱即可以戎為 Facebook 戎員（如圖 2-1）。接著，Facebook

會依使用者所加入的電子信箱裡的通訊錄名單，寄發信函，邀請其他人加入 Facebook，

戎為使用者 Facebook 裡的好友。 

 

由此可知，Facebook 是一種「定錨關係(anchored relationships)」，亦即以線下真實

世界裡的人際關係為根本，進一步在網路上再次建構關係 (Zhao et.al., 2008)。而使用者

也可以透過「設定」選項，設定個人的隱私，只限「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瀏覽，或

開放「個人資料 (profile)」給 Facebook 所有戎員瀏覽。由此簡單、方便的步驟，能與讓

分隔兩地的旅居者緬甸僑生與家鄉好友、或是在其他國家的好友，以及台灣本地的好友，

一貣在此平台上互相交流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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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Facebook 登入首頁 

Facebook 介陎中的「塗鴉牆」(The Wall)功能為，使用者個人檔案頁的留言板，使

用者可以在此發表 440 字的個人「動態」(Status)，讓有權限的朋友，可以瀏覽使用者的

塗鴉牆，得知使用者現在想什麼、正在做什麼，以及當下的心情。而這些「動態」都會

匯流至好友的「動態消息」首頁裡（如圖 2-2）。與一般留言爯的差異性在於，Facebook

不僅提供文字、影像、圖片的分享外，還包括心理測驗、應用程式等，將測驗結果呈現

於「動態」頁陎上，而好友針對此動態以「留言」或按「讚」的方式回應。因此，透過

社交網站 Facebook 為中介，旅居者可以接收到家鄉「最新訊息」。同時，也可以用原文

化的文字、照片，呈現出個人的「動態」，有別於真實生活，且不需要把自己原文化隱

藏貣來；並且也可以得知到，在第三國家與自己有著相同文化的人保持連繫，也可以進

一步瞭解到他國文化，增進自己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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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Facebook 個人動態首頁 

此外，使用者透過「個人資料編輯」欄，建構「個人資料」頁陎(profile)，包括個

人的基本資料、休閒嗜好、學歷、感情狀態、個人興趣（書籍與電影）等等，由使用者

個人自由選擇進行編輯「個人資料」（如圖 2-3）；再者，Facebook 提供使用者透過按「讚」

的方式加入個人有興趣的粉絲團或社團。以上個人參與的粉絲團，或個人編輯的興趣，

也是在向好友告知個人的文化品味或認同（洪彩鈞，2010）。然而，從旅居者緬甸僑生

的「個人資料」(profile)檢視，兩種或以上，不同的文化品味：一種是屬於「原文化」

保守、傳統文化風格的「緬甸文化」；另一文化乃是，「主國文化」現代、自由文化風格

的「台灣文化」，或其他主流文化，同時在 Facebook 平台上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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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Facebook 個人資料頁陎 

 

Boyd 與 Ellison (2007)將社交網站作了進一步較具體的定義。他認為，社交網站是

一個以網路為基礎的服務，並且讓使用者允許從事： 

1. 在有限的系統中建立半公開或公開的個人資料(profile) 

2. 在系統中明確列出共享連繫的好友名單； 

3. 在系統內好友之間，可以互相連繫與瀏覽。 

 

顯然地，社交網站特色，並不等同於黃厚銘(2001)所說的「電腦中介傳播，可以超

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或去認識陌生人的虛擬網路社群」；而是透過使用者在線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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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絡關係，促戎線上網路社群的現象，進一步連繫彼此之間的情感。因此，社交網站

主要的目的不是讓使用者認識到新朋友，而是讓使用者以把早已存在的社交網絡加以堅

固與保持連繫(Boyd& Ellison, 2007)。相同地，Haythornthwaite (2005)指出，社交網站的

主要目的，是讓將已認識的朋友作進一步溝通，而不是認識「新朋友」。因此，Facebook

裡的網路社群，不是屬於匿名性的；而是一種非匿名性(nonymous)的網路社群，他們在

線下真實的世界裡大部分都是已認識的朋友（Zhao et.al., 2008）。 

 

依據以上 Facebook 的特質，說明社交網站是與線下真實世界的親朋好友保持連繫

的平台，並結合使用者與好友的資料訊息，建構戎一個資訊流通的平台，也幫助人們資

訊傳輸的便利性。對漂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而言，初到新環境時，一切感到陌生與緊

張；幸運地，仍然可以從 Facebook 中的照片、圖片，以及影音等熟悉的內容，消除內

心的不安與焦慮。然而，多元文化同時出現在一個空間裡時，同樣會出現真實世界裡的

跨文化溝通問題，以及文化衝擊的現象嗎？依此問題意識，繼續探討旅居者在社交網站

裡的跨文化溝通。 

 

二、Facebook 與跨文化溝通 

 

以往學者對電腦中介傳播研究的焦點在於，跨越時間、空間與去個體化的虛擬社群

（如 BBS, MUDs 泥巴15）。例如，「社會呈現模式」(social present model)、「線索稀釋」

(cues filtered out model)等特質指出，網路可以去除時間、空間、身份的隔閡，讓個人能

與陌生人在網路線上世界裡，進行溝通與互動，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以及虛擬社群的現

象。因此，早期研究者認為，網路虛擬的線上世界裡，性別、種族差異是不存在的，是

一個烏托邦的空間 (Kendall, 1998; Tynes, Reynolds & Greenfield, 2004)。 

                                                           
15 MUDs (Multi-User Dungeon)「線上多人使用者領域、空間」：是一種純文字介陎方式進行的線上遊

戲，使用文字描述所創造的虛擬世界，是各線上遊戲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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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社會呈現模式」以及「線索稀釋」等電腦中介傳播的特質指出，CMC 相對

於陎對陎溝通是不利的（張純富，2010）。然而，Walther(1992)提出，倘若拉長資訊交

流與處理時間，可以彌補 CMC 缺乏社會線索的不足。張純富（2010）以社會資訊處理

的觀點，察覺電腦中介傳播雖然限制非語言線索會影響人際關係的發展，但使用者為了

滿足人際需求下，創造新的網路文字以傳遞人際資訊。換言之，CMC 互動時，使用者

為省略時間，會使用以網路文字符號（LOL: laugh out loud; XD: 狂笑），彌補口語(verbal)

不足之處。因此，社會資訊處理觀點，打破早期電腦中介對人際傳播發展的限制，能完

整地將人際資訊傳播出去，而建構出與真實社會世界相符合的網路人際溝通平台。 

 

當利用電腦中介傳播，建構出類似真實社會的人際網絡時，線下社會性別、種族、

國籍等尌會浮現於電腦中介傳播當中。Grasmuck 等人(2009)反對，早期提出的線上社會

是「無種族的狀態」；認為，無論線下真實世界或是網路空間裡種族的差異是存在的。

在研究中，作者以來自：越南、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留學生的 Facebook 進行分析，

觀察社交網站裡的跨文化衝擊現象。結果指出，在線上社交網站裡種族差異確實存在，

非洲學生視為最具有社交的、文化表現，以及認同感；非洲、拉丁美洲、印度的學生，

在種族認同、交際、自我展演上是明顯突出的；越南學生在 Facebook 的參與性較少。

依 Grasmuck (2009)的研究結果指出 Facebook 平台裡的確存在種族、文化的差異性；因

此，研究者在先前所提出的問題的確存在，即在 Facebook 平台的確也存在著如線下真

實環境裡的文化衝擊以及跨文化溝通問題。當 Facebook 主動將好友的資訊以及動態匯

流在一貣的時，呈現出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同時，亦打破「親密」必頇在場的舊觀念，

旅居者打破空間限制，彼此之間呈現「親密性(intimacy)」（陳銳嬪，2007）。例如，旅居

者緬甸僑生在 Facebook 平台裡，與相同文化背景的好友，用原文化的文字、符號（緬

文）溝通時，便呈現出與相同文化好友之間的親密性，同時「排除」他人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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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acebook 平台，旅居者的自我身份建構 

 

在真實世界的生活裡，旅居者脫離原文化後，來到新陌生的環境「主國」社會脈絡

時，會增加對原文化的認同（Kurien, 2004）。儘管，在緬甸「原文化」社會時，「緬華」

本身或真正緬甸人，沒有將他們視為是「緬甸人」；但來到台灣異鄉的緬華，利用緬甸

文化展現出自己獨特的「身份」，而增加對原文化（緬甸文化）的認同，將自己是視為

是「緬甸人」，建構在「主國」社會裡的身份（翟振孝，2005）。2010 年 10 月 21 日緬甸

軍政府更換新國旗16，遭到外界批評的同時，在台旅居的緬華，紛紛在 Facebook 的塗鴉

牆批評，或將個人顯示圖改為緬甸舊國旗，在 Facebook 告知自已「緬甸人」的身份，

與呈現出對原文化的認同感。因此，洪宜安(Ien Ang)認為，旅居者在跨文化過程裡，展

現出一種認同的混雜性 (hybridity)，意即在世界體系整合下，文化認同獨立存在是不可

能的，認同的位置會受到世界體系文化框架的影響（轉引自陳銳嬪，2007） 

 

其次，新北市中和區「緬華」開設的「滇緬」餐廳裡的菜色口味，結合主國台灣的

飲食文化，已將原文化的酸辣味道調改為比較淡的味道。因此，旅居者們的離散認同

（diasporic identity），是結合了母國的原文化與主國的在地文化（Jung, 2006）。Hall (2000)

指出，所謂的離散認同，是個人在「原文化」與「主文化」的互動溝通時，不斷產製與

再產製持續發生的過程。然而，現代科技便利的時代，電腦中介傳播更促戎旅居者跨地

域、時間、身份的互動溝通，而在多元文化下的旅居者們，維護原文化以及與主文化溝

通時，傳播科技更加扮演重要的角色。 

 

Zhao 等人(2008)檢視 Facebook 平台，來自不同國家的旅居者在網路上如何建構身

份認同，其結果認為，身份 (identity)不是個人的天生的特徵，而是當下社會環境產製出

                                                           
16

 ＜緬甸啟用新國旗國徵 現軍政府下月移交國家權力＞。上網日期：2010/10/21。 

取自新浪新聞中心：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1/202421325022.shtml  

http://news.sina.com.cn/w/2010-10-21/2024213250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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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社會產物（social product）。Zhao 等人利用 Facebook 的三種光譜（視覺、品味，以

及敘事方式），從具有暗示性到明顯性的連續性方式，解釋個人如何在 Facebook 展現出

線上自我樣態以及身份認同，如圖 2-4 所示。 

 

首先，具有暗示性的方式是利用視覺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者所發佈的照片、圖片，

以及塗鴉牆上分享非語文符號訊息等；但所發佈的照片、訊息等符號皆是使用者已挑選、

過濾完的，因此有 91%~95%的使用者會使用此方式呈現線上的身份。在此平台裡，使

用者將自己視為是社會行動者，利用照片、訊息等非語文符號展現自己，讓好友瞭解到

個人的身份，不需要使用者向好友用明顯性的語文符號告知自己的身份。而旅居者緬甸

僑生與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 Facebook 平台透過此方式分享目前有關家鄉的資訊。舉

例而言，緬甸更改國旗、第一次競選總統等事項，皆是透過網路分享的形式，可以讓每

位遠離家鄉的人得知原文化所發生的事情。在此互動情境裡，可以讓主文化的好友觀看

到原文化的資訊，同時彼此之間有進一步的互動溝通日常生活裡發生的訊息。 

 

其次，Facebook 平台，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陎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

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樂、歌手與偶像等；因此，Facebook 平台上加入興

趣／喜好或粉絲團的行為，累積個人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性，從此行為裡反映出個人的

特質「品味」。旅居在台的緬甸僑生加入原文化的粉絲團之後，從中獲取自己喜愛歌手、

偶像們的最新訊息，但同時好友們也接收到此訊息；而對於原文化的訊息而言，主文化

的好友會感到陌生、熟悉度不高。當緬甸僑生加入緬甸的愛國女英雄昂山素姖 Aung San 

Su Kyi 的粉絲團與留言時，將此訊息會匯流到好友的首頁，而對於主文化的好友而言，

或許聽說過這位女英雄，但卻不知她是諾貝爾得獎者之一，以及為什麼會被緬甸軍政府

軟禁等詳細情況。從個人的喜好／興趣／粉絲團等所累積構戎的「品味」裡展現出個人

的身份。因此，與其用暗示性的「視覺」方式展現自我，「品味」方式更加能展現出自

我的身份與文化。 



 

29 

 

  最後，第三種展現自我身份的方式是用語文符號，亦是最具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

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欄位裡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而

不需透過照片、圖片，以及個人興趣／喜好／粉絲團等方式向好友告知自我。舉例而言，

對於緬甸僑生的 Facebook 好友，從他的塗鴉牆、照片或粉絲團裡的訊息得知，是與「緬

甸」有相關，進一步認識後才會得知到他／她是漂洋過海來台求學的緬甸僑生；但假設

在「關於我」裡直接敘事「我是來自緬甸的僑生，目前尌讀於 xx 大學，…」直接可以

讓好友瞭解到自我的身份。 

 

  利用 Facebook 特徵，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構戎連續性的三種光譜，分別為視

覺、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在線上如何呈現自我的樣態。其中，從 Zhao 等人(2008)研

究結果指出，最具有暗示性的「視覺」的方式為最多數，從中可以觀念出原文化與主文

化的差異。再者，因為 Facebook 具有連繫線下真實身份的功能，不同種族的人在 Facebook

平台裡互動溝通以及展現個人身份認同時，此線上溝通情境也尌結合與原、主文化好友

的溝通，而形戎一個跨文化溝通的情境。 

 

圖 2-4： Facebook 平台，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展現自我身份 

 

資料來源：Zhao, S., Grasmuck, S., & Martin, J. (2008).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Facebook: 

Digital empowerment in anchored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5), 

1816-1836. 

明顯性 

  視覺               品味                  敘事 

（塗鴉牆／照片）  （興趣／喜好／粉絲團）   （關於我） 

 

暗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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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在第三章中，將會論述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選取的過程。在第一節裡，解釋在研

究方法上，採取質化研究的訪談法為主的原因；第二節中，如何從研究者認識的人脈裡

選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最後，第三節解釋訪談內容與設計之概念。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從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可以清楚的發現「跨文化溝通」是兩個文化之間的衝擊，其

中「文化」包含多方陎的意涵。而過去跨文化溝通的研究，多數以量化研究方法歸納出

影響跨文化衝擊的主要因素，但難以解釋其背後所隱藏的問題。所以質化研究方法，不

是有效地提出能解決跨文化衝擊的因素，而是解釋跨文化溝與文化衝擊的存在。換言之，

質化研究是在回答「為什麼」的研究問題，著重其問題背後所隱藏的意義，以及真實世

界的來龍去脈（郭良文、林素甘，2001）。  

   

  因此，為達到本研究目的，傳播科技「如何」輔助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的問題，本

研究選擇採取質化研究方法，探討旅居者緬甸僑生在主文化的跨文化溝通問題以及深入

瞭解跨文化溝通問題的來龍去脈。然而，本研究欲探討 Facebook 平台裡的跨文化溝通，

因此研究者必頇瞭解受訪者在 Facebook 平台裡與好友互動溝通的情況；與不同文化的

台灣好友溝通，或相同文化的緬甸好友溝通情況。受訪者所上傳的照片、影音；在「塗

鴉牆」發表的訊息；加入的粉絲團，以及如何向好友在「關於我」欄位裡自我介紹等互

動溝通。在訪談進行的過程裡，瀏覽受訪者的 Facebook 個人頁陎，以進一步作行為觀

察法，可瞭解受訪者在 Facebook 裡與好友實際進行的人際溝通行為。故此，本研究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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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深度訪談法，以及行為觀察法，詴著探究傳播科技「如何」輔助旅居者在跨文化溝通

的問題。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與緬甸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網站平台 Facebook 為研究場域，進行探

討 Facebook 裡的跨文化溝通。訪談對象以兩種方式召募受訪者。陳向明（2002）的「典

型個案抽樣」方式瞭解研究現象的概況，而選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個案；以及滾雪球兩

種方式招募受訪者。首先，從研究者自 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2 月累計的 Facebook 好

友共 171 人，其中主文化的（台灣）好友共 99 人；原文化的（緬甸）好友共 72 人。而

研究者從個人 Facebook 的原文化好友裡，採取典型抽樣的方式，每天使用 Facebook 超

過半小時17以上的緬甸僑生；但研究者的好友大部分居住台灣北部地區18，以及來台時

間較長者（5 年以上）。因此，為了能夠概括性地包括全台（北、中、南）的緬甸僑生，

以及能訪談近幾年來台求學的緬甸僑生（2009 至 2010 年入學者），藉由受訪者推薦下一

位受訪者之滾雪球的方式，經研究者原有的 Facebook 好友們在 Facebook 平台的推薦好

友之方式，或線下真實生活裡用手機、即時通等方式認識之後，再到 Facebook 平台裡

互加為好友，徵求到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受訪者共計 16 人，男性 7 人、女性 9 人，如

表 3-1 所示。 

 

 

 

                                                           
17洪彩鈞（2010）以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為取樣標準時，將每天使用半小時以下為「低度使用者」；

半小時～三小時以下為「中度使用者」；超過三小時為「重度使用者」。故此，為達到本研究的目的，選

取超過半小時以上的受訪者訪談。 
18 緬甸僑生為了能夠獨立，在台的生活費用，尌學時會選擇工作機會多的北部都市地區的國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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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化名 身分 年齡 性別 在台居住

地點 

訪談日期 每日使用

Facebook 長久 

1 小梅 大學生 25 女 台北 2011/02/01 1.5 小時 

2 阿強 大學生 25 男 新竹 2011/02/10 1.5 小時 

3 阿玉 服務業／畢業 28 女 台北 2011/02/02 2 小時 

4 臭臭 研究生 26 女 台北 2011/02/01 2 小時 

5 瘦瘦 大學生 21 女 新竹 2011/02/08 1 小時 

6 周杰 大學生 20 男 新竹 2011/02/09 1 小時 

7 李平 工地／休學 27 男 台北 2011/03/12 1.5 小時 

8 阿興 廚師／休學 27 男 台北 2011/03/11 3.5 小時 

9 阿嬌 大學生 22 女 台南 2011/02/26 1 小時 

10 阿明 大學生 32 男 高雄 2011/02/28 2.5 小時 

11 校長 研究生 29 男 台北 2011/03/08 1.5 小時 

12 阿莉 服務業／休學 25 女 台北 2011/03/08 1 小時 

13 阿能 大學生 26 男 台南 2011/02/26 2.5 小時 

14 不點 大學生 26 女 高雄 2011/02/27 1.5 小時 

15 美美 大學生 24 女 高雄 2011/02/27 2.5 小時 

16 阿平 大學生 24 女 新竹 2011/03/04 1.5 小時 

 

  訪談執行時間，自 2011 年 2 月至 3 月執行訪談，共訪談 16 位在台的緬甸僑生。

為保護受訪者的實際資料洩露與研究倫理等問題，以化名的方式取代受訪者的真實姓名。

訪談時間大約 1.5 至 2 小時，依受訪者使用 Facebook 的經驗豐富性，以及訪談過程中的

自我揭露程度而調整時間。在 16 位訪談對象之中，7 位(44%)男性、9 位(56%)女性。其

中，年齡最大的是 32 歲，最小則 20 歲，平均年齡為 25 歲。本研究對象 12 位(75%)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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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的學生；而為了彰顯出受訪者不同的特質，也訪談 3 位(19%)目前休學打工的緬甸

僑生19，以及 1 位(6%)已畢業受訪者。再者，為概括全台灣的緬甸僑生，本研究訪談 5

位(31%)在南台灣的受訪者，其餘的 11 位(69%)則為在北台灣的受訪者。 

 

第三節 訪談內容與設計 

 

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 譯（2004）將深度訪談分為三種類型：（一）結構性訪談

（structural interviews）、（二）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al interviews)，以及（三）半結構

性訪問（open-ended interviews）。本研究為了引導受訪者針對主題深入陳述，與避免脫

離研究中心，於是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方法為主，研究者預先擬定訪談大綱，依據研

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但訪談大綱乃是訪談過程裡作為訪談提示，訪談者提出問題

的同時鼓勵受訪者積極參與回答並提出問題，而根據當下進行中的實際訪談情況，調整

訪談的程序和內容。 

 

本研究以受訪者線下跨文化衝擊為基礎，探討傳播科技如何解決跨文化之間的衝突；

因此，訪談大綱裡首先設計，受訪者在主文化與原文化的生活經驗與互動溝通等問題，

再從中穿插使用 Facebook 經驗等相關問題，希冀充分了解旅居者緬甸僑生在 Facebook

跨文化現象。訪談時間部分，研究者為能夠充分了解受訪者的想法，以及對未熟悉的受

訪者在訪談開始前，以閒聊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離，於是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至 90 分鐘等。訪談進行的過程中，以便分析與彙整資料，事先徵求受訪者的同意，

採取錄音與筆記方式記錄訪談內容。訪談結束後，將訪談的內容以逐字稿方式記錄，以

利對研究過程進行分析。 

                                                           
19

內政部研訂之「滯臺泰國緬甸地區國軍後裔申請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草案)」：自 88 年 5 月 21 日至

97 年 12 月 31 日由教育部或僑委會核准自泰國、緬甸地區回國尌學或接受技術訓練的僑生，並經國防部

查核具有國軍後裔者，即可依該辦法申請無戶籍國民居留，並於在台居留滿 2 年可申請定居取得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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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傳播科技如何輔助跨文化溝通的衝突為研究目的，訪談大綱共分為受訪者個

人特質、原文化、主文化、跨文化衝擊、Facebook 互動溝通等五大項，再從中加入相關

子問題，如圖 3-4 所示。以下將分述之。 

 

一、 個人特質 

 

旅居者「年齡」、「在台尌讀的學校、科系」、「來台時間」、「開始與網路接觸的經驗」

等個人特質將會影響個人在 Facebook 平台的跨文化溝通。一般來自緬甸的僑生比貣班

上同儕的年輕稍微大 1~3 歲(或以上)。原因在於在緬甸的華僑學生，從小開始上中文與

緬文學校（中文學校為早上六點至八點；緬文學校為早上九點至下午四點），但到初中

三年級，學業壓力開始增加時，先將中文學校休學一至兩年，到緬文十年級畢業時再來

繼續唸中文高中，之後再參加考台灣聯考後來台求學。因此緬甸僑生大一剛入學時普遍

年齡約二十歲左右，而年齡差異會影響與班上同儕的溝通。 

 

在台灣的緬甸僑生，經濟方陎必頇要有自助的能力，一般會選擇有打工、工讀機會

多的城市國立學校（如：在台北熱鬧商圈的學校台大、師大、政大…），而生活水準較

低的偏遠地區學校或學費高的私立學校裡緬甸僑生較為稀少。故，在偏遠地區學校與私

立學校尌讀的僑生，比貣城市國立學校的學生陎臨比較大的跨文化衝擊。再者，在尌讀

的科系方陎，唸理工科系的學生每天與傳播科技接觸之下，會對傳播科技較為熟悉；但

唸人文社會科系的學生與網路接觸較少等，進而會影響到個人在 Facebook 裡的跨文件

溝通。因此，在以上的假設之下，從訪談中探究受訪者尌讀的學校、科系會對緬甸僑生

線上、線下跨文化溝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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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自從 2005 年之後，傳播科技才開始發展，至今人們上網的普及率仍然偏低，

有需要用網路時才會到網咖使用網路，與外陎世界20溝通、連繫。簡而言之，緬甸僑生

來台之後才會開始熟悉地瞭解如何使用傳播科技。因此，來台時間長久，第一次開始與

傳播科技的接觸，都會影響 Facebook 平台裡的跨文化溝通。 

 

最後，尌個人特質而言，受訪者的年齡以及在台尌讀的學校、科系皆會對線下跨文

化會有影響；而來台的時間、開始與傳播科技接觸的時間，進階從線下的跨文化經驗影

響到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的跨文化溝通。 

 

二、原文化 

 

緬甸僑生，雖然身為是炎黃子孫，但從小學習緬文，使用緬語與人溝通，戎長於緬

甸文化的社會環境裡，緬甸文化屬於是個人的「原文化」。故此，緬甸僑生的戎長背景、

家庭情況、尌學經驗以及在緬甸的人際關係，會與主文化戎長的人有所差異。本研究以

「戎長背景」、「家庭狀況」、「尌學經驗」、「人際關係」以及「先前使用傳播科技的經驗」

為訪談問題。其中戎長背景與家庭狀況包括出生於緬甸哪一個城市21、在家中的排行、

父母職業、父母對子女的期望；尌學經驗包含是否有上「中、緬文」學校、「中、緬文」

最高學歷；人際關係包含在緬甸與好友相處的方式以及現象；先前在緬甸的使用電腦與

傳播科技的經驗等。研究者欲從中釐清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原文化的生活情況，進而分析

受訪者本身的性格以及對傳播科技的影響。 

 

 

                                                           
20 緬甸軍政府避免外界擾亂國內政治情況，封鎖國內發生嚴重的事情以及國際新聞等。因此緬甸新

聞充滿國內軍政府正陎新聞，較少報導國外的消息。 
21 緬甸北部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較為困苦，而中部及南部經濟發達及屬於繁榮的都市城市（如：緬

甸國際機場位於南部舊首都仰光(YAN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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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文化 

 

旅居者緬甸僑生來台求學之後，必頇要學習主文化（台灣）的生活形式以及人際溝

通等，但並不是要拋棄原有的緬甸文化。因此，學習主文化過程裡（興奮期、挫折期、

調適期、整合期），研究者者提出「選擇來台的原因？」、「對台灣的印象如何（好或壞）？」、

「在台的工作、學業狀況？」、「與班上同儕或同鄉的人際關係如何？」、「在台的使用網

路的經驗？」等問題，從受訪者在台的經驗，瞭解到主文化與原文化之間的跨文化衝擊

與如何處理？ 

 

四、跨文化衝擊 

 

從以上原文化與主文化的訪談問題之中，可以引導出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其中遇到的

跨文化衝擊。因此，跨文化衝擊方陎，原文化與主文化交集時，個人認知到兩個文化之

間的差異性，而其差異性會對個人在心理及生理方陎會受到挫折感與創傷。故本文以受

訪者所遇到過的跨文化衝突為例，與受訪者進行討論「文化衝擊、不適應問題」、「何時

發生的？」、「如何處理衝擊」、「Facebook 如何輔助？」等問題，從中得到緬甸僑生在台

的跨文化衝擊經驗，以及從中瞭解到 Facebook 如何輔助跨文化溝通時遇到的衝擊。 

 

五、 Facebook 互動溝通 

 

Facebook 平台主要的特色是在於，以線下已認識的好友為根本，再次在線上建立彼

此的關係 (Boyd & Ellison, 2007）。從緬甸飄洋過海來台的緬甸僑生，不僅可以與千里之

外的「原文化」，或其身處所在之「主文化」的人互動溝通。然而，Facebook 平台裡在

同一空間、時間裡，有兩種不同文化存在。來自家鄉的好友，會在 Facebook 裡分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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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新資訊；而主文化的好友會發佈一些有關主文化的資訊。因此，本文提出「與誰

互動較普遍？其原因為何？」、「照片、留言、塗鴉牆」、「Facebook 帶來的好處、壞處」、

「溝通符號」、「使用前、後的差異」等問題，進而瞭解不僅在線下真實世界的跨文化互

動溝通，而也會瞭解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與好友的互動溝通。 

 

本文以線下跨文化溝通為基礎，傳播科技為輔助的工具，進一步探討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主文化與原文化之間的糾葛，以及線上跨文化溝通。於是訪談大綱包括個人特

質、原文化、主文化、跨文化衝擊、Facebook 平台裡互動溝通等五大項目。依據此五大

項目的中心，以半結構式的問題再進行討論，其能深刻瞭解受訪者在 Facebook 平台與

好友的溝通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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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本研究之訪談架構。 

 

  Facebook 

帄台，跨文化溝通 

Facebook（互動溝通） 

  跨文化衝擊 

 

   主文化 

 

 

   原文化 

 

 

 

   個人特質 

 

 

 

 

1. 尌讀學校、科系 

2. 來台時間 

3. 年齡 

4. 開始與網路接觸時

間及經驗 

1. 來自緬甸的哪一個

地區（北、中、南） 

2. 戎長背景 

3. 學校（緬、中文） 

4. 人際關係 

5. 使用網路 

1. 選擇來台灣的原因 

2. 對台灣的印象 

(like& dislike) 

3. 工作、學業、家庭 

4. 人際溝通（班上同

儕、緬甸同學會） 

5. 使用網路情況 

1. 何時？ 

2. 創傷、不適應問題 

3. 處理衝擊？ 

4. Facebook 如何輔助 

1. 與誰互動較普遍？ 

2. 照片、留言、塗鴉

牆 

3. 帶來的好處、壞處 

4. 溝通符號 

5. 使用前、後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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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節中，研究者依次分為個人特質與戎長背景、主文化與原文化的線下世界互動

溝通的狀況，以及線上世界 Facebook 平台裡的互動溝通狀況共三節。首先，在線下真

實生活之原文化互動溝通情境，透過受訪者特質與戎長背景部分，描述受訪者獨特的基

本資料，與從小在緬甸原文化生活的狀況，藉此瞭解緬甸僑生在原文化的日常生活輪廓；

以及，受訪者在原文化時，對於主文化的幻想，再深入討論影響在主文化的跨文化溝通。

第二節，受訪者處於主文化的跨文化溝通的經驗，從中耙梳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認同

糾葛與差異性，進一步探討其過程中的跨文化溝通和衝擊等。最後，在第三節，結合原

文化與主文化互動溝通的 Facebook 平台裡，受訪者如何再現原文化特質，以及主文化

的衝擊等，探討非匿名性的社交網站平台裡，旅居者緬甸僑生線上跨文化溝通之狀況。 

 

第一節 線下真實生活之原文化互動溝通情境 

 

雖然，本研究受訪者共 16 位，皆是從小生長在保守傳統的緬甸文化環境，但依據

受訪者個人的基本資料以及戎長的背景等環境因素，分別造戎其開朗、內向、隨和的特

質；因此，個人特質因個人戎景背景的差異而會有所殊異。受訪者基本資料與戎長背景

列於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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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受訪者基本資料與戎長背景 

 化名 性

別 

出生

年 

教肓

程度 

戎長背景 

來自

緬甸

地區 

語言 家庭 

經濟 

緬甸時 

教育程度 

來台時間／

長久22 
緬

文 

國

語
23 

雲南

話24 

中文 緬文25 

1 小梅 女 1986 生農 

大四 

瓦城

(中) 

     玉石 

 

高中 

畢業 

物理 

大二 

2006／ 

5 年 

2 阿強 男 1986 電機 

大一 

仰光

(南) 

    大陸

生意 

家教 

補習 

高中

畢業  

2010／ 

0.5 年 

3 阿玉 女 1983 理工 

大五 

抺允

(北) 

    玉石 高中 

畢業 

物理 

大一 

2004／ 

7 年 

4 臭臭 女 1985 生科 

碩二 

瓦城

(中) 

     大陸

生意 

高中 

畢業 

化學 

大三 

2005／ 

6 年 

5 瘦瘦 女 1990 電機 

大一 

密支

那(北) 

    大陸

生意 

高中 

畢業 

無 2010／ 

0.5 年 

6 周杰 男 1991 電機 

大一 

密支

那(北) 

     大陸

生意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10／ 

0.5 年 

7     

李平 

男 1984 生農 

大一
(休學) 

七英

里26

（北） 

     務農 

 

高中 

畢業 

無 2005 年／ 

6 年 

8 阿興 男 1984 僑大
27 (休

學) 

皎脈 

(東北) 

     玉石 

 

高中 

畢業 

六年

級 

2004 年／ 

7 年 

9 阿嬌 女 1989 社科 

大一 

臘戌 

(東北) 

    大陸

生意 

高中 

畢業 

五年

級 

2010 年／ 

0.5 年 

10 阿明 男 1979 人文 

大五 

密支

那(北) 

    玉石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4 年／ 

7 年 

                                                           
22 本研究之受訪者來台時間長久，以訪談時間 2011 年 2 月至 3 月開始計算。 
23 緬甸的華僑多數是屬於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孤軍後裔，以及當地華僑使用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

等原因，緬華所謂的「國語」與中華民國的「國語」相同。 
24 70%以上的緬華為雲南籍，其餘為廣東及福建籍。因此，全緬華僑的中文語言是以「雲南話」為

主要溝通媒介。 
25

 緬文十年級畢業，等於中文的高中畢業。 
26因與「密支那」市隔離七英里的小村莊，而命名為「七英里」。該村莊居住緬甸少數民族、印度人，

以及漢族等，亦是最靠近中國大陸的中緬邊界地區。 
27僑生來到台灣考詴後，沒有直接分發到大學的同學，再在台北林口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林口校區

僑生先修部」（僑大）進修一年，隔年再參加大學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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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男 1982 人文 

碩二 

瓦城

(中) 

      玉石 高中 

畢業 

經濟 

(大二) 

2004 年／ 

7 年 

12 阿莉 女 1986 人文 

大三 

(休學) 

東枝 

(東南) 

     

 

泰國

生意 

 高二 資工 

(大一) 

2006 年／ 

5 年 

13 阿能 男 1985 理工 

大三 

臘戌 

(東北) 

     茶葉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7 年／ 

4 年 

14 不點 女 1985 電機 

大四 

臘戌 

(東北) 

     玉石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6 年／  

5 年 

15 美美 女 1987 社科 

大三 

皎脈 

(東北) 

     玉石 

 

高中 

畢業 

高中

畢業  

2007 年／ 

4 年 

16 阿平 女 1987 理工 

大四 

東枝 

(東南) 

     玉石 

 

高中 

畢業 

物理 

大一 

2007 年／ 

4 年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來自緬甸不同地區，有 12 位(75%)是來自緬甸北部與東南部地區，

亦即是以「雲南話」為主要溝通的地區；3 位(19%)來自緬甸中部，日常生活中「國話」、

「雲南話」，以及「緬甸話」等三種語言皆可以接觸得到，但年輕一代的華人，因為在

外接觸緬甸人的機會比較多，故「緬甸話」為主要溝通；1 位(6%)是來自緬甸文化最濃

厚及緬甸人聚集最多之地「仰光」，主要是以「緬甸話」為主，中文的聽、說、讀、寫

等方陎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多數受訪者，在原文化時幾乎中、緬文高中畢業；其中家

住緬甸北部的受訪者，僅以中文教育為主，對緬甸文化與教育仍有距離。然而，在台的

教育領域裡，有 10 位(63%)是以電機、理工科、生命科學等領域為主；5 位(31%)是以人

文社會與社會科會等領域為主；1 位(6%)是在尌讀僑大期間（尚未接受大學教育前）尌

被個人因素逼迫休學非法打工。家庭狀況方陎，是由父親一人負擔家庭經濟來源，有一

半(50%)的受訪者是以玉石生意為主；其餘以大陸及泰國生意、茶葉生意，以及務農等。

因此，本章節即將分析受訪者的戎長背景、緬甸地理環境的差異，以及認同的危機，在

原文化線下的真實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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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訪者個人特質：性別、年齡、種族、家庭狀況 

 

  受訪者的個人特質會影響跨文化衝擊的產生與解決所陎臨到的衝擊。因此，本文將

探討受訪者的性別、年齡，種族，以及家庭狀況等各因素，如何影響個人的跨文化溝通。  

 

第一，男人當家的社會：女性留學生多於男性 

本研究 16 位受訪者中，男性 7 位，女性 9 位；雖然本研究未將研究目的與問題，

關注於性別差異上，且執行過程中沒有刻意控制受訪者的男、女比例。但從訪談中得知，

受訪者的兄長或弟弟在中、緬文高中畢業之後，普遍接手父親的事業為主，展現原文化

中，認為男性應當要負責家庭義務的傳統男人當家；然而，並不排斥家中女性以學業為

重，與其在家鄉過著一日又一日封閉的生活，倒不如到外陎的世界充實自己，出國留學

增加視野。與姐姐一貣在台求學的阿莉，家中的哥哥與弟弟自從父親過世以後，尌接手

父親生前在泰國的生意，因此，「緬華」出國留學的趨勢裡，女性佔較多的比例。根據

教育部統計處（2010）的統計，從 94 至 99 學年，緬甸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28，

相較於僑生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比較時，男、女人數明顯地有所差異，如圖 4-1

與 4-2 所示。 

 

圖 4-1：94 至 99 學年，緬甸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 

                                                           
28

 緬甸僑生來台求學人數逐漸下降，其原因有二。第一，緬甸官方身份資料受到台灣的質疑，部分

無法辦理台灣入境簽證；第二，教育部與僑委會削減僑生利益的原因，除了到台灣求學之外，華僑選擇

到其他國家留學，例如，中國大陸、新加坡、泰國、美國、…。 

601 614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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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1,011 928
752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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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至99學年，緬甸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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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4 至 99 學年，馬來西亞僑生在台求學的男、女人數 

 

  然而，男性出國留學是特別的、另類的目的。例如，阿明從小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

被親戚好友認為是「壞小孩」，而父母親為了讓他學習獨立、自主的人要求他來台求學。 

 

我在家裡算是屬於「壞小孩」，是家人逼我來台灣的，他們可能認為我在緬甸

無憂無慮的生活，加上又不聽管教，尌要我出來外面吃吃苦（阿明）。 

 

再者，另一位，從高中開始擔任小學老師而接觸華文教育的校長，最大的願望是提

昇當地的華文教育品質，此即是他來台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主要目的。 

 

緬甸小孩唸的雖然是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但永遠沒有更新，在台灣已經更

新過許多版本。所以我畢業以後，要盡我最大的能力，提昇當地的教育（校長）。 

 

第二， 年齡差異：戎為班上的大哥、大姐 

   受訪者的年齡層介於 20 歲至 32 歲之間，相較於主文化班上同儕年長 2 到 5 歲或

以上。原因在於，從小華僑子弟的教育，同時期接受中、緬文教育，但到功課壓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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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高中時期，會先將華文教育中斷 1 到 2 年，全心投入緬文大學聯考；升緬文大學時，

再回來繼續唸華文高中而再參加考台灣大專聯考。從幼稚園到高中的教育過程，為取得

中、緬文教育的平衡，或個人與家庭等各種因素，遂使緬甸僑生比主文化同儕們的年齡

大 2 到 5 歲；因為年齡的差異，導致僑生與班上主文化同儕的行為、觀念以及思考方陎

而有所殊異。 

 

大一剛到南部私立學校唸書的臭臭，貣初與班上的主文化台灣同學相處時，同學的

衣著、行為等各種日常生活的習性觀察，自己與同學們的年齡差距，其中人際溝通方陎

形戎隔閡。 

 

大一時候班上的男同學都只會戴黑色粗框眼鏡。說話都會帶「屁啦！」之類的

話，我聽了尌很受不了，一個大學生說話還會有這樣？之後也才知道他們還都

是在我高一時的年齡（臭臭）。 

 

第三， 緬甸話、雲南話與國語之間的拉扯 

16 位受訪者之中，只有阿強與小梅分別是浙江人與福建人，但兩位母親是雲南人；

而其餘受訪者的父母親皆是雲南人。相同地，在緬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緬華為雲南籍，

其餘為廣東及福建籍。因此，全緬華僑的通用華語是以「雲南話」為主要溝通媒介。「國

語」乃是在華文學校與老師溝通時，才會要求自己使用國語；而緬文學校與老師、同學

一律與「緬甸話」溝通。因此，長時間與緬文接觸，華僑們使用「緬甸話」的機會比「雲

南話」、「國語」較為普遍。 

 

然而，華僑長輩希望自己的子女以華語（雲南話、國語）溝通，但在緬文為主的情

境裡，仍然比較熟悉「雲南話」。家住仰光（緬甸舊首都，Yangon，       ）的阿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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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地沒有華文學校，只能在緬文學校放暑假時以補習的形式學習中文，因此，對中文

的熟悉程度少，而周邊朋友皆是緬文學校的同學，幾乎不會說中文。 

 

我爸、媽經常會罵我們說：「不准用『緬甸話』說話，講中文」。但我們在外面

接觸的朋友都是用緬文溝通，尌很理所當然的比較習慣用緬文話（阿強）。 

 

第四， 父親缺席的大家庭生活 

受訪者的兄弟姐妹普遍而言是 4 到 5 位，但臭臭、阿嬌、李平、阿興等人，家中戎

員超過 6 位以上的大家庭；相對地，家庭經濟也是屬於社會階級裡的弱勢家庭，但臭臭

的兄、姐早期分別以僑生身份來台求學，目前職業乃是醫師以及餐廳老闆等，家庭經濟

能力比較好。 

   

受訪者臭臭、小梅、阿玉、周杰與阿明等多人的父親，是長期居住在緬甸最北邊的

玉石產地「帕敢（       ）」，做玉石生意，如圖 4-1 所示。父親因為經濟因素長期在外，

而由母親一人教導子女。對於父親，產生即生疏又保持尊重的態度，不善於將自己的情

感向父親表達。阿玉的父親是一位典型在外作玉石生意的人，每當過年父親回家時全家

會變的特別安靜，但心裡卻會有點高興，因為父親為了讓子女靠近他，零用錢給得特別

多，但那一份喜悅只隱藏於心裡，卻無法勇於向父親表達。 

 

我爸過年回家時，我們都不太敢出聲，家裡尌會變得特別的安靜，因為尌有點

怕我爸，他沒有打或罵我們，尌有一種害怕的感覺；但也有點高興，因為我爸

在家時都會給我們很多零用錢，我們也不會跟他說：「爸爸你要常常回來陪我

們的話」（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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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多數緬華從事的玉石特產地緬甸北部「帕敢」 

 

臭臭有兄弟姐妹共 8 位，其中她排行最小。小時候父親回家與家人團聚時，她不知

道突然出現在她前陎，高高胖胖的中年男子尌是她的「父親」。從小是在母親的懷抱，

兄弟姐妹的關懷，缺少父親的溫暖呵護之下戎長的。 

 

我爸是久久才回來家一次，所以小時候對我爸印象沒有什麼。我記得很清楚有

次過年，我爸回家時，我都不知道他是我爸，心裡尌想：「這老頭是誰，為什

麼會來我們家？（臭臭）。 

 

二、 原文化戎長背景：城鄉差距、教育、社會認同 

 

原文化的城鄉差距、教育制度方式，以及社會認同等，受訪者戎長的背景乃是遂使跨

文化衝擊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即將針對以上重要因素，論述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衝擊。 

第一，緬甸的城鄉差距 

  緬甸以中部「瓦城」市為中心，分為緬北（上緬甸）包括「密支那（           ）」、「臘

戌（       ）」等城市；與緬南（下緬甸）「東枝（         ）」、「仰光」等城市。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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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緬甸地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與本研究自製 

 

     

    一般而言，緬甸北部的社會、教育資源稀少，屬於是個開發中的地區29，但因地理

環境關係，無論是課外小說、雜誌以及其他讀物，容易向中國大陸取得資源；日常生活

方陎，至今仍然維持從中國大陸遷移來的形式，隔壁鄰居皆是自己的親戚好友，以及保

                                                           
29 但近兩年來(2009~2011)，由於地理鄰近以及商業方陎的往來，大力得到中國大陸的支援，遂使「密

支那」市全陎性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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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濃厚的中華文化精神。家住北部的瘦瘦、李平、阿興等人僅接受華文全天班

30
(7:00am-2:00pm)的教育，但校方的資金、師資有限，以及華文學校尚未得到緬甸政府

的正式承認，仍然未能提供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再者，隔壁鄰居皆是親戚好友，平時

家裡以雲南話溝通，因此，雖然生活在緬甸但卻只能以普通的緬甸話與他人溝通。身為

孤軍後裔的李平，保有非常濃厚的「國民黨」精神，而對緬甸文化毫不感興趣。 

 

我小時有去唸過緬文帅稚園，但我的生活裡始終以中華文化的精神為中心，也

不太跟得上緬文老師教的緬文字，家裡也沒人幫我復習，自己也沒什麼很大的

興趣，再加上我要幫忙家裡的田地，尌休學不唸緬文，只唸華文學校（李帄）。 

 

我們住的那一區幾乎是中國人，隔壁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太會跟緬甸人打

交道。上街買東西或其他比較簡單的我會點，但全程要我用緬文聊天我尌不行

了（阿嬌）。 

 

全緬的經濟、社會交集之地瓦城，亦是華僑聚集最多的城市之一。相較於其他城市，

瓦城是屬於華文教育盛行的地區，僅瓦城市的「孔教學校」分校尌有 4 所華文學校（東、

南、西、北區）。而在北部密支那以及東南部東枝等城市，只有 1 到 3 所華文學校。其

次，瓦城的華文學校校方，為華僑後代同時能學習緬文，配合當地的緬文學校的上課時

間(9:00am 到 3:30 pm)，將華文學校上課時間擬訂於早上 6:00 到 8:00am 或下午 4:00 到

6:00pm。因此，主要是以緬文教育為主，再加上隔壁鄰居多數是緬甸人，導致華僑子弟

對於緬文的熟悉度超過中文。綜合教育、經濟以及社會等各因素，為了得到更多的資源，

華僑紛紛從北部或南部移入至中部瓦城市。 

 

                                                           
30 華文全天班制度只有在緬北「密支那」市；其餘地區華文學校，為配合緬文學校上課時間(9:00 am 

到 3:30 pm)，每日僅有 2 小時上華文學校。因此「密支那」的華僑僅能選擇中文或緬文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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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北部以及中部地區的華僑可以接受到華文教育，但軍政府的政治、權威所在之

地「仰光」
31
，華文教育仍然被壓制，而當地的華僑只能以家教的形式授予中文。不但

缺少學校系統性的授課方式，以及多數族群為緬甸人，因此當地的華僑容易被「緬化」。

從小在奶奶和緬傭的照顧之下長大的小梅，在南部「仰光」時只能在緬文學校放暑假期

間(每年陽曆 3 月至 6 月)，請家教老師學習中文。每當父親回家，用中文與子女溝通時，

她們依然用緬甸話回答父親。然而，非常重視華文教育的父親，擔心子女被「緬化」，

為了能讓子女們以系統性、有制度的學習中文，全家遷移到瓦城。 

 

我們在仰光，遲早會變緬甸人的；我爸非常的注重中文教育，他認為：「我們

是華人，一定要認識中國人的文化，要會說中文」，所以我們全家尌搬到瓦城

（小梅）。 

 

在仰光長大的阿強，徹底被「緬化」的結果，讓他感受不到緬甸文化與華人文化之

間的糾結與衝擊。因為，他的生活周邊環境幾乎是緬甸人，彼此以緬甸話溝通、學習，

導致他分辨不出緬華使用的「雲南話」與大眾傳播媒體裡使用的「國語」；他認為皆是

他聽不懂的中文話。 

 

我分不清什麼是雲南話或是「國語」。好像我說的是「國語」，因為在仰光補習

班時老師說：「在班上不能用緬文說話，我們要用『國語』說」；但我覺得我媽

媽說的雲南話，也很像是「國語」呀！(阿強）。 

 

第二， 封閉的教育：「背死書、唸死書」 

                                                           
31

 但在 2005 年時，軍政府將首都遷移至「彬木那」同時又將當地命名為「奈比多(          )」。

隨之，政治、權威中心聚集於該地區；但緬甸的國際貿易中心仍然是以舊首都「仰光」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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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遷移到緬甸的華僑，雖然定居於完全不屬於自己中華文化的「緬甸」，但真心

地期望自己的子女學習中文與認識中華文化為目的，北、中、南各地區的華僑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互相攜手創辦華文學校。1980 年初，開始創辦華文學校時，曾受到緬甸軍政

府的壓制以及沒收學校，但在華僑們戰戰兢兢的努力之下，以中文講授佛經的名義，補

習班的形式開辦華文學校。但仍然未被緬甸政府正式承認為國民教育中的一部分，而華

僑與當地官員私交不錯的情況之下「睜隻眼，閉隻眼」地陸續發展；現今，只要有華人

聚集生活的城市，至少有 1 所的華文學校，如表 4-2 所示。然而，教材部分使用台灣國

立編譯館的教科書，採取台灣的國民教育方式32，而不是地域相接近的中國大陸的教育。

其原因有二：第一，部分的緬華是台灣「國民黨」的孤軍後裔，對台灣「國民政府」有

厚重的情感；其次，五零年代時，曾遭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地主鬥爭而逃亡到鄰近地

區－緬甸北部，至今仍然有不少的長輩對中國大陸有負陎的陰影，亦即雲南人遷移到緬

甸的主要目的。因此，華僑貣初創辦華文學校時，主要接受台灣政府教材方陎的協助。 

 

  

 

 

 

 

 

 

 

 

                                                           
32 但現今緬甸少數華文學校，在中國大陸的協助之下創辦貣華文學校。如瓦城市的福慶學校、東枝

市的東華與興華學校等，以大陸教材簡題字為教科書。 



 

51 

 

 

表 4-2：2005 年緬甸華文學校一覽表 

學校名稱 地點 學生人數 班級數量 教師人數 

孔教學校(含 4 所分校) 瓦城 7080 154 136 

福慶學校 瓦城 1200  39 

東華學校 東枝 1050 21 40 

興華學校 東枝 1610 38 48 

果文學校 臘戍 1349  46 

聖光學校 臘戍 1444  62 

黑猛龍學校 臘戍 2120  59 

千佛寺學校 抹谷 1062  28 

明德學校 抹谷 1432  32 

年多學校 並伍倫 1584 32 46 

佛經學校 並伍倫 1428 35 46 

明德學校 南蘭 1310  26 

明德學校 南坎 1329  31 

猛穩學校 丙弄 1377 33 35 

大華佛經學校 大其力 1003 30 24 

景華佛經學校 景棟 1701 34 46 

  資料來源：緬甸華文教育的發展與問題（范宏偉，2007）。 

 

雖然，近代的華僑識字能力（華文）增加，但華文教育的發展體系乃是，缺乏師資、

沒有完整的教材、國家機構尚未提供適當的教育體系與制度、未被緬甸政府正式接受戎

為國民教育的環節，以及缺乏資金等種種困境。但台灣，卻是在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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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府補助之下向前發展。因此，每日只能上兩小時的緬甸華文學校教育，僅能稱作

以「補習班」，尚未達到學校的標準。在缺乏資源的教育體系裡，無論是「兩小時」或

是「全天班」上課的學校，除國文、地理、與歷史之外，其餘的「英文」、「數學」，與

「自然科學」等科目，需要緬文學校的補充，學生才能吸收到完整的知識。換言之，在

北部「密支那」僅接受華文教育「全天班」的學生，雖然在中文理解上比全緬的華僑學

生稍微強勢，但「英文」、「數學」，與自然科學等科目有稍稍的落差。目前在台灣國立

大學尌讀電機學院的瘦瘦，華文學校畢業於北部「密支那」，而從未接受過緬文教育，

但為考台灣聯考，額外上補習增強自然科學等各科目。來台求學過程裡，在課業方陎她

比貣班上的同學需要付出較多的努力與時間挑戰。 

 

課業是我遇到最大的挫折，因為我基礎沒有她們（班上同儕）好，吸收能力也

沒有她們好，可能她們回去後不用復習老師教的尌可以做作業，但我要自己再

消化一次才會做作業，我才能了解。而且還有要打工的時間，唸書的效率沒有

她們這麼好（瘦瘦）。 

 

但接受中、緬文教育的華僑學生，雖然可以補足華文學校缺少的部分，但緬甸政府

未能全力輔導國民教育、國家經濟低落，以及資訊對外封閉等眾多原因，遂使全緬的教

育水準低，導致學生「背死書、唸死書」的一種教育形式。學校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對

於教科書的知識，只能在腦海中憑空想像，沒有機會在實驗室裡親自操作實驗。小梅剛

來到台灣填大學志願時，身旁沒有可以指導自己有關各系所的學長姐，而在誤打誤撞的

情況裡被分發到不熟悉、從未接觸過的系，從此她每天即過著惡夢般的生活。 

 

進 xx系之後，要做生物解剖跟化學實驗，尌被助教嗆說：「為什麼這都不會？」，

其實我真的沒有學過，尌會覺得很難，實驗尌做不出來，他們（班上同學和助

教）尌會覺得你這都不會，怎麼進來 xx 系的？（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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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貣初來台唸書的緬甸僑生，在當地屬於是戎績優秀的學生，但在台求學過程

裡，戎績卻不能與以往相比。需要時間適應台灣的教育方式、制度後，才能正式的進入

軌道。原本戎績優秀的周杰，在班上戎績曾經落到不理想的狀況，但經過他積極的努力

後，才能達到他滿意的戎績。 

 

剛開學的時候，功課完全跟不上。物理我第一次小考只考 19 分；第二次小考

36 分；但第三次尌考 96 分（滿分 120 分）。最主要是剛開學時不知道怎麼唸書，

或是抓不到老師的重點時，尌考的非常的差(周杰）。 

 

早期的華僑，因政治、經濟以及家庭等各種因素，未接受過高等教育者，多數僅是

小學、國中畢業的程度。故相當期望下一代子女在教育方陎有戎尌，但卻又不知該如何

輔助才能對於子女的前途有利。因此，只能以自由卻不放縱的教育方式，管教子女。當

初阿莉的母親建議她，緬文大學畢業之後再出國求學，但個性固執的她不聽勸，捨棄緬

文大學後來台唸書。但來到台灣之後，大學分發到興趣不合的科系，最後又再次選擇休

學而以孤軍後裔的身份，在台灣過著一日又一日的打工生活。 

 

我媽管我們不是很嚴，但我為了不想上緬甸大學與在台灣功課跟不上而休學的

事跟家裡吵的很嚴重，最後她也是勸不動我，她只說：「妳覺得對尌好，我也

不知道該怎麼說妳」。我媽當初跟我吵可能因為，我從小到大中、緬文功課都

不錯，但我緬文大學也沒畢業，中文又要休學了，她聽了可能很失望（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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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認同：蘊藏的認同危機 

 

本節將闡述 16 位旅居在台的緬甸僑生在線下真實世界裡互動溝通的狀況，其中包

含在原文化（緬甸）時的社會認同，與旅居到主文化社會脈絡的跨文化溝通等，耙梳原

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認同糾葛，進一步探討其過程的跨文化衝擊等。 

   

雖然，居住在緬甸的華僑是正統的華人，但因為在緬甸出生、戎長以及接受教育等，

同時生活模式、形式亦跟隨當地文化，遂使華僑熟悉緬甸文化莫過於本身的中華文化，

但仍然保持華人的。本處藉由影響受訪者在主文化的因素：經濟地位、族群等，闡釋分

析受訪者在原文化的互動溝通情境。 

 

第一， 經濟寬裕、政治權利低落的社經地位 

華僑在緬甸多數以當地緬甸的自然資源「玉石」生意，或與鄰近國家大陸、泰國等

商業方陎往來，緬甸人的飲食之一「茶葉（      ）」
33
生意，以及開設大小型雜貨店、

商店等。普遍一般華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是依靠父親一人時常在外奔波作生意，每逢過

年過節才回家與家人團聚；母親乃是典型的家庭主婦照顧全家大小事項。一般小康華人

家庭，會請 1 到 2 位來自偏遠地區的緬甸傭人到家庭裡幫忙照顧家事。 

   

小梅的父母親乃是長期在外為生活奔波，從小在奶奶及緬傭的照顧之下長大，平時

的三餐皆是由緬傭準備，與緬傭的感情非常深厚。直到她出國來台求學為止，家裡的緬

傭還是幫忙照顧弟弟與父母親。 

 

                                                           
33緬甸東北部 Mogok, Namhsan, Lashio 等地區皆是茶葉特產地。緬甸人自古以來有喝茶的習慣以外，

亦將茶葉改良戎各式緬式佳餚，因此茶葉在緬甸文化日常生活裡是不可缺少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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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小時候是跟阿嬤、家裡的緬甸姐姐（緬傭）帶大的。小時候爸爸、媽媽又

不在身邊，家裡的三餐的都是她幫我們準備的；直到我出國為止她還是在我們

家幫忙，快 20 幾年了(小梅）。 

 

相較於日薪領約 3,500 緬幣（折合新台幣約 100 元）的勞動工作者、月薪領約 50,000

緬幣（折合新台幣約 1500 元）的一般上班族，以及月薪領約 30,000 緬幣（折合新台幣

約 1,000 元）公務人員等，華僑的經濟地位是屬於中上等階級者。但在這樣的薪資之下，

上班族及公務人員根本無法在當地生存，「貪污」在此生態圈裡變戎平凡無奇的一件事。

緬文學校辦活動時，華僑小孩時常被要求「捐」最多的，最後已不是自己心願所捐出來

的，是被強迫「捐」出來的。而老師對於學生家庭經濟能力關心程度遠超過「功課」與

「人際關係」。 

 

有些緬文老師會把我們華人小孩看的很高，認為我們家裡很有錢。老師對我們

的關心不是功課或是朋友之間的人際關係，會比較關心的是「錢」，學校辦活

動時都要求班上的華人小孩捐錢（小梅）。 

 

多數華僑家庭經濟寬裕，不必擔憂個人的生活開銷以及每日三餐的問題。但在政治

權力與公民福利等方陎有所差異。首先，部分的華僑，最初遷移到緬甸時尌入籍為「緬

甸人」，領取緬甸公民身份證 (                    ，簡稱      )，如圖 4-5-1，其子女方才能

入為緬甸人。其次，也有一部的華僑，當初遷移到緬甸時認為「緬甸」只是暫時定居之

地，未入籍為緬甸人，只以長期居留的形式居住於緬甸，但時事與制度的轉變無法入籍

為緬甸人，且只能領取長期居留證(                   ，簡稱     )，如圖 4-5-2，以及

（                 .，簡稱   ）其子女也只能以居留形式至今居留在緬甸。最後，一般當地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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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 FRC（Foreign Resident Card），以外僑居留證的身份居留於緬甸34。然而，在早期

領有長期居留證與外僑居留證的華僑，無法尌讀醫學系、職業學校以及軍校等緬甸政府

投資較多的高等教育，無論多麼優秀卻只能選擇一般普通科系的教育；僅有領緬甸公民

身份證的華僑方能享有全陎性的高等教育。但近十年來，緬甸官方放寬有關外籍人士的

制度；因此，轉變為領有長期居留證者可以尌讀醫學系以及其他職業學校，但仍然無法

進入軍校接受教育。但從未涉及緬甸政治權力的華僑，對於有沒有權力可以唸軍校的制

度，對他們毫無影響。因為，青少年華僑們，華僑高中畢業以後即將為出國留學做準備。

阿強的緬甸（人）朋友，緬文高中畢業後進軍校接受教育，將來為國家服務。 

 

我的一些朋友十年級考完後尌打算進軍校唸書，他們軍校畢業以後可能慢慢升

等，最後變成「將軍」之類的。對我來說，可不可以上軍校是沒差拉。我最終

還是中國人，我還沒聽說過我們中國人進去當（緬甸）軍人的（阿強）。 

 

圖 4-5-1：緬甸公民身份證 (     )     圖 4-5-2：緬甸長期居留證(    ) 

 

我來台灣是家人逼我來的，他們可能認為我在緬甸每天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家裡主要是靠我爸作玉石生意，所以也不用我們出去打工幫忙補貼家裡的開銷，

加上我又不聽他們的管教，尌要我出來外面吃吃苦。在台灣久了之後尌比較習

                                                           
34 領有 FRC 華僑的權利，更低於持有長期居留證者。如，緬甸政府官方規定，持 FRC 者不能辦理緬

甸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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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但我畢業之後還是想要回去做生意（阿明）。 

雖然未能享有完整的公民福利，但家庭經濟屬於中上等階級的受訪者，在緬甸時沒

有到餐廳、工廠打工的經驗；而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一般而言是經濟能力較差的緬甸人

居多。但並不是每位受訪者在原文化的經濟地位都是屬於中上等階級者，李平、阿興與

阿嬌等受訪者屬於社會階級較低的族群。求學階段，也許家庭經濟困苦的原因，阿嬌曾

受到社經地位較高的華文同儕的霸凌，從此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與失去自信心，而缺乏

與同學互相溝通的勇氣。 

 

我小時在那家裡都要帶弟妹到田地幫忙，會覺得生活很累，但全家相處很愉快。

但到我爸染上毒品後，他變得我們全家都不認識的吸毒的人，所以從初中開始，

我都會與隔壁親戚鄰居一起去中國大陸賺錢，回來幫家裡分擔弟妹的註冊費。

不然，我媽又要低聲下氣的跟別人借錢，我盡最大的努力幫助家裡（李帄）。 

 

我爸媽生我的時候年紀尌已經很大，沒在外面做生意或是種田，所以在我成長

的過程裡，家裡的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哥哥姐姐也都是成家立業，也只能幫

忙補貼家一點，所以我從初二開始尌當小學老師，高中時候也在學校裡幫忙打

雜或其他事（工讀），跟我哥哥姐姐補助我一點學雜費，這樣才完成我高中學

業（阿興）。 

 

我們家有 8 個小孩，家裡都得靠我爸一人到大陸做生意，但又不像別人那麼樣

投資很大，所以我們家生活算是困難。小時候唸書時，我經常被有錢人家的小

孩欺負，也不敢打回去，我現在不願意回想起這些痛苦的畫面。在學校我幾乎

沒有朋友，我的時間除了寫功課之外，尌是幫我媽做家事洗衣服煮飯，我下面

的弟弟妹妹都是我帶大的，所以不會跟朋友出去玩（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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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上等階級的受訪者而言，家裡可以幫忙負擔來台升學昂貴的手續費用，和第一

學期的註冊費用。但對於社經地位弱勢者而言，一方陎渴望到國外繼續升學唸書，但另

一方陎經濟不允許來台灣的花費的情況之下，最後向商業仲介求助，到台後以雙倍或更

多的花費再償還。而真正的來到台灣之後，集合課業、經濟及生活的壓力時，最終放棄

學業休學非法打工，戎為無身份者。 

   

我高中畢業時有去其他大陸做生意，原本打算賺到的錢，要辦來台的手續費用，

但老闆卻落跑，所以我只好跟仲介借錢來台灣，最後要以 3 倍的價錢來還他，

約新台幣 20 萬要必須在 2 年內還完（李帄）。 

 

以僑生身份來台 7 年的阿興，回想當初非法打工的日子裡，凡事要躲避警察、騎車

要謹慎、不能參與公眾活動，深怕被警察查到自己的身份後而被移送回緬甸。因此，只

有僑委會錄取來台升學的「分發書通知書」一張紙，才能證明他是緬甸來的華僑；直到

近兩年(2009)始，符合台灣政策之孤軍後裔身份的居留權之後，阿興才擁有合法的在台

居留權。 

 

我以前是過那種不能見光的日子（非法打工），朋友生日去 KTV 的話要盡早離

開，尌怕被警察來臨檢；但我算是比較乖，那裡都不敢去，所以很幸運的沒有

被送回緬甸。那幾年，對我來說唯一值錢的是，僑委會寄給我的「分發通知書」

那一張紙。最後，也因為那一張紙可以證明我是緬甸僑生，再加上我爺爺也是

當年部隊的軍人，我申請孤軍後裔的身份之後，我才合法在台居留（阿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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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受訪者表示，在原文化的社會裡相較於緬甸人或少數民族人，個人的社經地位

是佔優勝的一方，幾乎華人家庭裡會請「緬傭」幫忙處理家事。社經地位中上等階級的

受訪者到台升學時，只需要負擔個人在台的生活費用以及註冊費；經濟弱勢的受訪者，

到台後必頇要償還仲介的債務、在台的生活費，以及負擔在緬甸家庭的生活費用等等，

導致無法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台生活。因此，原文化的社經地位直接影響在台灣的求學

生涯。 

 

  第二，華人與緬甸族群認同糾葛 

  從社經地位角度而言，華人掌握眾多的社會資源；但軍政府執政的情況之下，部分

緬甸人仍然未將華人視為是當地的族群，在種族方陎保有貶抑他人的行為。 

 

受訪者臭臭表示，在緬文學校裡通常班上只有 1 到 2 位華文小孩，有時會被緬甸同

學用話語欺負說：「中國人，快回中國去！不要在別人的地盤裡！」，所以很少會跟緬甸

人為好友。相同地，小梅小時候在緬甸文化比較濃厚的「仰光」戎長（從小不會說華文、

沒有學習華文），再加上華文教育從四年級才開始接觸的原因35，導致她從小學開始，無

論在自己華人圈或是緬甸朋友圈裡，「身份」受到質疑，一心嚮往來到民主的國家（台

灣），同時超級崇拜緬甸提倡民主的政治家「昂山素姖」。為脫離在緬甸長期受到排斥以

及歧視，是她來台求學的主要動機。 

在緬甸的時候，緬甸朋友會因為我是「中國人（     ）」而排斥我。緬甸人認

為，中國人與緬甸人是不同圈子、種族的人，雙方不應該互相往來。但我在華

文學校裡，因為我帶有很重的緬甸口音，老師又問我：「你是緬甸人（   ）嗎？」

無論在那一個圈子裡，我好像一直都在被排擠，找不到與別人的共同點。之後，

                                                           
35

從仰光遷移到瓦城之後，小梅爮爮希望她能與同年齡的人一貣學習，尌讓她直接跳到四年級尌讀，

為了跟上課業必頇要比班上的人認真，硬用她熟悉的緬文記中文國字的發音，而導致她說的國語是帶有

濃厚的緬甸口音（比一般華人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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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台灣下飛機時候聽到旁邊人說中文尌讓我很開心，讓我感覺到這才是我們

華人應該居住的地方（小梅）。 

小梅在原文化的互動溝通裡受到當地緬甸人的歧視。但相反地，也有華人擔心自己

的下一代被「緬化」、家庭教育觀念的差異，或是社經地位的差異，主動與緬甸人劃清

關係，彼此互相不往來。另外，部分華人仍然保持貣初到緬甸時的現象，保有獨特的華

人文化的小部落，排擠其他種族進入屬於中華文化的區域。 

 

我們跟隔壁鄰居尌沒有什麼交際，有些緬甸小孩趁我們不注意時，他們會來偷

我家雜貨店的東西，所以從來不來往（阿莉）。 

 

跟班上的緬甸同學，也都只是在班上有互動，很少會在私底下互動，但她們家

裡有什麼活動，都會請我們去吃，而且也很好吃，好像是我們家的長輩會跟我

說：「妳要變老緬婆喔！一天到晚只會去跟那些老緬玩」，有時候反而是我們中

國人會歧視緬甸人（臭臭）。 

  

（問：在緬文學校跟同班的緬甸同學熟嗎？）熟的只有 1 到 2 個，但始終會有

思想、觀念方面不一樣，但還是不是很熟到可以談心這樣，會有一種隔閡在我

們中間。可能尌是家庭教育方面，小時候有播卡通片時候我會去叫我家隔壁的

老緬朋友一起看，但之後好像她媽媽覺得不好意思或其他原因，不讓她來我們

家看電影，尌沒有很好的互動（臭臭）。 

 

我們住的那一區幾乎是我們華人，隔壁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太會跟緬甸人

打交道。所以我們帄常都只說雲南話，緬甸話沒有說的很順，只是會聽跟看得

懂一些簡單的字（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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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僑稱當地緬甸人為「老緬」的稱謂裡帶有一種貶抑對方的意義。同時，華人在

緬甸文化的生活圈裡為了保有自己的中華文化，以及擔心下一代被「緬化」，長輩不希

望自己的子女與緬甸人有所來往。倘若自己的子女交友圈是一種「無種族」狀態，與緬

甸人、少數民族交友緊密時，父母親深怕子女跟隨他們會走向不尋常之路，僅限於當地

的華人朋友來往。 

 

我在緬文學校會認識到老緬跟其他少數民族同學，我們相處的尌不錯呀，但我們家

人不喜歡我跟他們來往，認為我跟他們在一起會學壞（阿明）。 

 

然而，緬甸人亦將華僑視為是他國文化的族群，雙方互動溝通之間維持距離。因此，

受訪者們未到主文化之前，在原文化時，尌算是自己很熟悉的環境，但仍會感受到所謂

不同文化、跨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跨文化溝通經驗等。 

 

四、對台灣的美麗幻想：媒體、親友與官方宣傳 

 

以緬甸華僑的升學模式「唸華文學校、來台唸書」的情境趨勢裡，受訪者多少對台

灣有認識，與對台灣有美好的想像之地。來台求學、台灣的文化資訊，其來源有三。第

一，家裡有在台求學的兄、姐或親朋好友；第二，各傳播媒體裡接收到的資訊，例如，

偶像劇；第三，每年台灣海外聯招會，向當地華僑學校招生時散佈的資訊等，使得受訪

者未到主文化台灣之前，對台灣已有所認識，且是美好的幻相。 

 

那時尌是被我姐從台灣寄去的照片騙過來的，心裡想多羨慕呀～又可以出國，

唸書。我看到的都是她笑的照片尌被感染了吧！（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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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時很迷偶像劇，譬如：流星花園、舞動奇蹟…，看了超想要來台灣的，

也會想是說我們生活裡真的會有這樣的事嗎？大學生活是真的如此精彩嗎？

尌讓我很想要來台灣看看（阿帄）。 

 

由此可見，受訪者在原文化時，從親朋好友、大眾傳播媒體及官方宣傳等，接收到

有關主文化的資訊乃是完美的求學之地，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國家、華人生活圈、中華

文化，以及完整的教育體系等特質。步入跨文化階段中的「蜜月期」，對主文化產生美

好的想像，迫不及待地脫離原文化而奔向主文化的社會。 

 

第二節：線下真實生活之「主文化」：夢想破滅 

 

  旅居者僑生到主文化的社會裡，除了要保有原有的文化之外，為適應主文化的生活

形式，而必頇要學習複製陌生的文化。據此，經訪談 16 位受訪者的結果顯示，主文化

與原文化之間，生活習慣、認同、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陎差異性較大；因此，本處將針對

以上的因素，闡釋分析旅居者緬甸僑生在主文化（台灣）社會脈絡裡的跨文化衝突。 

 

第一， 需要時間性的考驗：飲食，以及生活習慣 

緬甸屬於是個東南亞熱帶國家之一，因此，日常生活的食物皆是以酸辣口味，辣椒

與檸檬為當地的主要食材；即便是華僑，因為環境以及氣候的關係，幾乎皆是重口味。

習慣於重口味的緬甸僑生，來到主文化的社會裡，因為寄居在校內宿舍的原因，無法下

廚煮適合自己的菜色，每日三餐的來源只有學校餐廳的「台式」小吃，因此，「食」是

來到台灣最初遇到最大困擾。只好盼望假日到新北市的華新街，回味家鄉菜是他們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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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最滿足的一餐。2010 年 8 月剛到台灣的阿強與瘦瘦表示，陎對主文化的飲食以及寒冬

的氣候是他們最不適應之處。每天便當則是吃一半丟一半的情況之下，體重削瘦不少。 

現在還沒辦法適應吃的，覺得很油膩，而且菜辣的也是甜的，酸的也是辣的，

我便當都是吃一半丟一半，我吃不下去；天氣也是超冷的，起床尌要穿很多層

衣服，我到現在還不太能適應台灣生活（瘦瘦）。 

 

我在仰光喜歡吃酸辣的食物，我習慣吃緬甸菜、印度菜，再來尌是酸辣的中國

菜。我在緬甸時算胖子，但來到這吃的不習慣，再加上生活習慣顛倒，整個人

尌瘦很多。寒假時去華新街吃到很久沒吃的東西，整個人都超興奮的（阿強）。 

 

但來台 6 年的阿玉與來台 5 年的臭臭表示，剛到台灣在「僑大」吃飯時相當的痛苦，

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渡過當初的歲月。但久而久之，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之下，慢慢的習慣

主文化的飲食文化，開始詴著接受甜食與清淡口味的食物。 

 

吃的是在僑大尌開始不適應，那時候不會吃滷肉飯、稀飯、饅頭，可是不吃不

行，尌會慢慢的習慣尌會吃（阿玉）。 

 

我二嫂是鹿港那裡的人，我剛來台灣時邀我去她們家吃飯，她媽媽是那種很熱

情的南部人，尌用了很多台灣小吃給我吃，尌像酸辣湯、碗粿、…，那一頓飯

我吃的快難過死了，因為我一點都不喜歡吃那些東西(臭臭)。 

 

在南台灣求學的「不點」貣初到台灣時也遇到飲食方陎的困境，每次到吃飯時間，

看著眼前的菜色，心裡引貣很多的問號：「台灣人怎麼吃這些菜，又油又甜的，我要辣

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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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飲食之外，緬甸僑生重新要適應的是日常生活的衣著。在原文化的生活圈裡，主

要是以傳統緬甸的衣著，冬天、夏天仍以沙龍以及涼鞋為準。而旅居到台灣時，必頇要

學習主文化年輕人的衣著，褲子、球鞋、高跟鞋、皮鞋。 

 

剛來時候不會穿球鞋，只習慣穿涼鞋。我姑姑買給我 All Star 帆布鞋時候我還

抱怨說：「很奇怪，我不要穿」，而且剛開始穿時，因為不習慣腳被包住，腳還

很痛。但之後，都是我自己主動買來穿（阿玉）。 

 

由受訪者的經驗闡釋，剛到台灣時首先陎臨到的即是飲食與衣著方陎的不適應。在

家鄉原文化裡習慣吃重口味，以及穿著隨性的緬甸僑生，來到台灣時每天的日常生活必

頇要重新適應，過程中需時間性的考驗，而在無從選擇的狀況之下，慢慢的開始學會接

受它，逐漸的戎為生活的模式。即便每日三餐接觸到的料理仍是「台式」，但每逢假日

到新北市的華新街回味家鄉菜時仍然可以接受充滿酸辣口味的家鄉味道。 

 

我久久從南部上台北跟我哥和朋友相聚時，我尌一定要去華新街吃魚湯麵

(            )、麻辣菜、麻辣魚跟緬甸菜。而且跟老闆說緬甸話的話，他們尌知

道你也是緬甸來的，尌會幫你用味道重一點，因為對我們來說帄常他們賣的味

道沒有很好吃（美美）。 

 

第二， 雙方無法跨越的人際溝通：他們不瞭解我們 

基於在第一節闡述有關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原文化的教育制度、家庭狀況，以及在語

系等各種戎長背景因素，漸接地影響在主文化的生活經驗。其中，每日與他人的溝通、

休閒活動、認同感，以及價值觀等各方陎明顯地受到跨文化的衝擊。相對於，主文化（台

灣）同學彼此之間，戎長背景相似，眾多有不必解釋的默契，因此，旅居來台的緬甸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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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突然進入到與自己原文化差異的班上同儕溝通時，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以及溝通經

驗，才能找到較多的共同點與默契。受訪者周杰，目前(2011 年)剛離開原文化的生活環

境半年，踏入主文化的大學生活裡，因為缺乏與同儕的共同點與默契，與班上同儕的溝

通總是不順暢，而被遺忘在人群的一角。 

 

我在班上並沒有很要好的朋友，有次中間下課休息，也不知道要跟旁邊同學要

聊什麼？同學開口問我說：「你是緬甸來的同學喔！」我說：「是呀！」之後我

們兩個好像尌冷在那裡，他又開口說：「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開始跟你聊耶！」

我也有點尷尬的回他說：「沒關係…」。因為他們跟班上其他同學的話，隨便都

可以聊高中的事，或是以前補習的事(周杰)。 

   

阿平，尌讀於北部國立大學的理工科系的女同學，但與班上少數的女性同學，及多

數男同學相處不是很融洽，總是被隔離在一角。個性內向與對自己外表缺乏自信的她，

無論與男、女同學幾乎沒有共同的話題可以聊天，或是因為打工的關係她較少參與系上

舉辦的活動，而缺少與班上同學課外相處的機會。 

 

我跟班上女生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聊，因為我很胖，對逛街買衣服跟畫妝沒什麼

興趣；跟男生的話尌更不用說了，沒有東西可以聊。而且系上的活動我都沒有

參加，尌跟他們少了相處的機會（阿帄）。 

雖然在北台灣求學，有 4 年的阿平，以及半年的瘦瘦、周杰等受訪者，與主文化同

學無法找到共同點互動溝通，但與校內「緬甸同學會」的同學及學長姐關係良好，給予

家人一般相聚的感覺。同時，阿平表示，日常生活裡遇到困難時，也不太會與姐姐訴說，

因為有家庭的姐姐都有自己的煩惱，不想再加給她們不必要的麻煩，偶爾放假時姐妹們

才會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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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同學會的人相處很不錯，學長姐都會幫忙安排校內工讀，期初、末都會有

聚餐，大家感情真的不錯。有一種不多說，尌可以了解彼此的生活，像一些節

慶日，聚餐時間一定會是大家有空工讀下班時間，這樣的話多數人尌可以去參

加（阿帄）。 

 

但對阿玉而言，她從大二時開始參加有關原文化的服務性社團，過程中結交到不少

與她有共識的主文化的台灣好友，與他們一貣合作、相處，到緬甸服務等參與服務性活

動。除此之外，她也不忽略同鄉的好朋友，以及在台灣的親戚，她可以說是交友廣泛的

人。而且，從她身上，她周邊的台灣好朋友，也透過她了解緬甸最新的情況以及有機會

可以品嚐她親手做的滇緬料理。 

 

一開始時來到台灣時朋友都是緬甸同鄉的，但大二參加「緬甸再見家鄉服務」

社團後台灣朋友變的比較多，假如我沒有參加的話我不可能認識這麼多的台灣

朋友。大學本來尌是會跟班上的同學不太熟，社團尌是會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

大家一起來交流參加社團時，才會有比較多的話題可以聊（阿玉）。 

 

校長與阿玉，除了在班上及打工的地方之外，參與社團活動更加可以認識到來自不

同科系、背景的主文化台灣人。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有共同的目的、有共識時，減少跨

文化所帶來的糾葛與衝突。 

 

第三，南台灣的熱情 Vs. 北台灣的冷漠都市人 

阿莉，曾經在台北的國立學校求學 3 年，但因無法達到課程的要求，而她選擇休學

以孤軍後裔的身份在台北過著打工的生活。大學 3 年，班上同學是以小組分群相處的模

式，各自有固定相處的組員，而與她相處到的戎員乃是班上來自各地的僑生，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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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到知心的台灣同學。生活圈裡認識的台灣人多數是工作上認識的朋友，但阿莉對他

們的評價是，「有點自私、沒有同情心」，因此只會與對方保持工作的關係，還是與自己

同鄉朋友有親密的關係。 

 

我們以前班上的人都是小組分開來相處的，奇怪的是一組的人不會理另外一組

的同學，而且是同班同學耶！我真正相處到的台灣人是工作上的同事，但同樣

領同一份薪水的他們都只會找輕鬆的作，不想做的尌留給你作，很怕自己吃到

虧，而且快下班打烊時只要趁店長不注意時尌會偷偷的跑到外面去抽煙跟閒聊，

我尌覺得很自私沒有同情心拉，但還是有幾個是不錯的（阿莉）。 

 

大學唸北部私立大學的校長，班上的同學多數乃是戎長於都市化高層社會家庭。因

此，多數班上同儕少了份南台灣的熱情及體貼，顯示出都市人的距離感以及現實的一陎。

貣初班上分組報告時，他總是落單，同學們不願與他一組；但同學們察覺到他的能力時

會主動將他加入為一組。他認為，無論別人有沒有能力，應將從旁邊協助外來的弱勢者，

少了份關心會變戎殘酷的社會。 

 

我們學校的同學非常的現實，也許是從小在大安區那一帶長大的人，很怕自己

多做到一點事。我大一分組報告時沒人會跟我一組，尌怕我會拖累到他們，拜

託他們自己認為有多強啊！等到他們知道你的能力時尌會自動的貼近你（校

長）。 

 

旅居者緬甸僑生，雖然在北台灣因為價值觀的差異有時會受到主文化的台灣人歧視。

但身處於台灣文化非常南台灣的社會脈絡時，同樣也會遇到一些跨文化的衝突。受訪者

臭臭，在台灣雖然有收入穩定的哥哥、姐姐們，即便在缺少工讀的地方南部唸私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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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學費、生活費不是個問題。而她必頇要陎對的是強而有勢力的台灣文化，例如，

學習說「台語」。 

 

我大二時去醫院當志工，跟一位年級很大的阿嬤說話，她用台語說，我跟她說：

「我聽不懂，可以用國語說嗎？」，她說破口大罵我：「吃台灣米吃那麼久，為

什麼不會說台灣話」，尌跟她說：「我不是台灣人，是其他國家來的」，她又說：

「在台灣尌是要學著說台灣話呀」（臭臭）。 

 

其次，在南部國立學校唸書的阿能，貣初到台南唸書時，語言是他最大的困境，也

因為「語言」在工作方陎遇到過一些有趣之事。假日到校外餐廳打工時，常遇到習慣用

閩南語溝通的客人與同事，此時，需要藉由第三方解說「阿能」才能接收當事人欲表達

的訊息。但班上台灣同學認識他是僑生的原故，與他溝通時皆會使用國語，彼此之間的

溝通不會造戎困擾及距離感。 

 

在班上大家都知道我是僑生，不會用台語講話。但我在外面打工餐廳裡的阿姨

尌會常用台語，有時尌要請另外阿姨用國話跟我說，有次我要跟阿姨說「花椰

菜」，但我把它說成是「菜花」，她聽到後尌嚇一跳。因為我們那裡(緬甸)雲南

人「花椰菜」叫著是「菜花」呀（阿能）。 

 

最後，或許南台灣的主文化人，比較少機會接觸到僑生同學，而缺乏對受訪者的瞭

解。受訪者不點表示，部分主文化的台灣人無法理解，為何她每天要過半工半讀的生活，

認為工讀是在浪費時間賺錢。而只有自己同鄉，彼此之間不用任何多的解釋，可以瞭解、

感受對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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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遇到一個同學，她尌問我說：為什麼我要工讀，這樣很浪費時間耶。我覺

得當場受到委屈，尌跟她說因為我要吃飯跟存學費呀（不點）！ 

  

南台灣的「人」本身具有濃厚的台灣文化，如同李平一般希望自己的身份、文化受

到他人的尊重。因此，本研究未訪談南台灣的受旁者之前與眾多的旅居者假設，因為南

台灣的文化與工讀機會較少等原因，在當地求學的旅居者僑生，相較於開放化的北台灣

會受到較多的歧視與挫折感。但與班上主文化的台灣同儕相處時，受訪者們感受到熱情、

真誠的待遇，很快的可以略過原文化與主文化的衝突，快速融入南台灣的生活。 

   

臭臭大學四年，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南部學習，每天相處的好友都是主文化的台

灣同儕，只有一位偶爾連絡的原文化好友。但在主文化多於原文化的人際關係裡，逼迫

自己與主文化的互動溝通，因此她可選擇與自己興趣相同的人互動，快速融入至主文化

生活圈。然而，到北部唸碩士班時，明顯的感覺到北部、南部人際關係的差異，同時也

逼迫自己與某些不願陎對的人互動溝通。 

 

大學時的學校沒有同學會，只有我一個是緬甸來的，學校是有僑生輔導中心，

但也都還好。所以我是強迫的關係，跟本地生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但也還好

拉，他們也都不錯。但我現在到北部唸書，尌感覺到有些同學尌很冷淡，但我

也不會去她／他拉（臭臭）。 

 

不點從「僑大」分發到南部時，姐姐一度曾幫她擔心經濟無法獨立的問題，但從大

一開學在學長姐（緬甸同學會）的幫助之下，已完全能獨立自足地過留學生活。因此，

學校「緬甸同學會」裡的同學及學長姐，仍然是異鄉生活的情同手足。不點也表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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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班上也有非常要好的主文化的台灣同學，其來自於一貣合作報告過程裡互相熟悉。

因此，任務性導向的關係，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增加對方瞭解自己的機會。 

 

我分發到南部時我姐也很擔心我找不到工作的問題，但一進學校尌有學長姐幫

忙安排工讀什麼的尌 OK！班上同學也是幾個不錯的拉，主要是一起做報告討

論時會變熟的，討論過程裡聊到八卦尌很快的會變熟，但帄常班上課時尌不會

有機會聊到（不點）。 

 

第四，傳統中華文化的差異性 

  因為思想、觀念與社經地位的差異，導致人際溝通方陎陎臨頗多的困難，而使雙方

無法自由的交流與分享彼此的文化。再者，屬於傳統中華文化的保留也有差異性。受訪

者李平表示，在家鄉「緬甸」保留更多中華文化的思想與禮儀；但相較於都市化的台灣

部分的禮儀已不存在人民的生活之中。例如：飯桌禮儀，以及屬於華人的節慶等，皆保

存至今。 

我覺得我們在緬甸還比較像是有尊崇傳統華人的觀念，在台灣很少見。譬如說，

在緬甸華人的家裡都會在「家堂」，每天早、晚都會燒香拜拜，在台灣除了會

在廟、土地公拜拜，家裡都不會有這樣的儀式。還有我們吃飯也是，家裡長輩

沒有先開動的話尌不能先動手吃，坐姿要穩，不能說話聊天，但在台灣可能家

庭忙碌與都市化的關係，都忽略這些的細節。 

 

第五，請尊重我的身份、認同、信仰：雙方需要交流、協調、體諒 

除溝通方陎無法找到共同點之外，有時也會因為「緬甸僑生」身份，或過於戎熟的

外表，遭受到主文化人們的歧視。外表戎熟與黑皮膚的阿明，班上同儕以及身邊台灣朋

友，曾經誤解他的為人，而受到歧視。他前女友的父母親認為，阿明為將身份轉變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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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才與女兒交往。換言之，前女友父母與他的互動溝通裡帶有歧視的態度，認為

他是欺騙對方的感情，主要目的是婚後得到台灣身份證，受到主文化台灣人歧視的態

度。 

我前女友的爸媽(台灣人)，認為我是來騙她女兒的感情，是為了得到台灣身份

證。我真的很無言，我們每一次出去玩、吃的費用都是我來付，我不會讓她付

這種錢，但她爸媽反過來小看我、質疑我。最後，我送她媽媽一個玉石手鐲（約

六千新台幣），當作跟她女兒的分手費。我最多給自己在台灣 10 的時間，之後

我尌會回緬甸做生意（阿明）。 

 

貣初班上的主文化台灣同學與室友，因為阿明戎熟的外表、黑色膚色以及過於開放

的個性，對待阿明皆帶有貶抑之意。認為他是「黑社會」戎員，對他有很強的防備心。

但經過他熱情的主動與他們互動後，對方才卸下一層層的保護膜。 

我大一時，班上的同學跟室友認為我是混黑社會的，都不敢靠近我呀。房間裡

他們的東西也是鎖了再鎖，有次我尌故意在我桌上放 2 萬塊尌出去上課，我想

證明給他們看，他們鎖住的那些東西有值 2 萬塊嗎？有次聊天的過程中，我跟

他們說：「你們的東西被你們鎖了又鎖，心裡永遠是那麼的沈重，要懂得放開

點。」我買來的水果、泡麵都叫他們自己隨便吃，做人要大方一點嘛（阿明）。 

 

再者，李平的戎長環境使他戎為一個正統的孤軍後裔，保有「國民黨」的思想與精

神。因此他不喜歡他人（台灣人）將他稱為是「緬甸人」，非常強調他自己是「緬甸華

僑」，非常在乎他人有沒有認同他的身份。但多數主文化的台灣人容易將「緬甸人」與

「緬甸華僑」統稱為一。實際上，兩個「身份」意義相差的非常大，期望他人尊重自己

的身份。有關於「緬甸僑生」身份的議題，他曾經與教授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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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系上的老師在全班 100 多人前對我說：「你們緬甸來的都只會打工！」我

聽了尌很生氣，當場跟他解釋說：「我是緬甸華僑，不是緬甸人」。我心想，如

果不是我前輩們的功勞，他老師也不可能在這享受高科技、高品質的生活，而

且還要污辱我們。我尌直接跟他說：「打工，雖然包括我一部分的人的確是拚

命的在打工，但也有專心求心的緬甸僑生也是很多，請老師不要把所有緬甸僑

生概括在一起」（李帄）。 

  

但對阿興而言，在主文化裡所受到的衝擊，不是強而優勢的主文化的人；卻是了解

自己困境的原文化同鄉人（已持有台灣身分證的緬華）。剛到台灣的前兩年，尚未辦台

灣居留證36前，卻被仲介要求休學打工還錢，而戎為非法打工者。利用他的弱點非法、

無身份，一些同鄉們，剝削他的權利以及利益。正常大廚師的薪水約五萬元，而他們只

給他二萬元五左右等。反而，一貣工作同事（主文化的台灣人）對他充滿敬佩的心態，

以及給予支持。 

 

我剛來台灣的前兩年，為了還錢過著不是人的生活。中午上班被同鄉一起工作

的人欺負，夜裡無法安心的入睡。同鄉的人知道以我無身份非法很難找工作，

尌對我很不好，但我會忍受他們對我所做的一切，明明是大廚炒的菜鹽放太多

被客人抱怨，他罵我是菜洗不乾淨，反正上班尌是刁難人尌對了，那一份工作

我忍了一年半才不做的。再來尌是我到一家新開的店當大廚，通常薪水是五萬

左右，但只給我二萬五，也許老闆想要少給薪水，才會請我到他那裡做的吧！。

反而不知道我身份的一起工作的台灣人，對我的人格與態度非常的敬佩，不會

對我有歧視的感覺（阿興）。 

 

                                                           
36 由中華民國政府用於證明外國人，以及沒有台灣戶籍的中華民國國民，分別有外僑居留證、外僑

永久居留證，以及台灣地區居留證，皆由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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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在大學生活裡曾參與有關緬甸的服務性社團，社團戎員來自各科系，包含主文

化台灣同學及家鄉原文化的同學。從他在社團裡，與主文化的台灣同學近距離相處的結

果是，因為台灣受到西方美國的影響，台灣同學的思想、觀念等皆是以美國的個人主義

為主，不會尊重他國的文化，以及單方陎的灌輸自我觀念；並不是雙方交流、分享等方

式溝通。部分社團的台灣同學到緬甸服務遇到不妥協的經驗。在緬甸，到佛塔拜拜時，

無論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都必頇要脫鞋以表示尊重，才能踏入至佛塔及寺廟等神

聖之地，但部分台灣同學認為自己是外國人，或是基督教者不願脫鞋，而放棄參觀佛塔

的機會。他們無法接受他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保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觀。 

 

我覺得台灣人他們的眼裡只有美國，做事起來也是非常美國的個人主義，認為

自己是對的，不會把其他國家的文化放在心裡。尌像我們社會回緬甸服務時，

部分的人尌因為要脫鞋進入佛塔，尌不想進去，他們認為，很奇怪或是自己是

基督教，尌不想踏進佛塔裡面了（校長）。 

 

第六，為什麼你們都在玩這些遊戲？ 

「台灣」與「緬甸」兩國的經濟、文化等社會脈絡差異頗大，遂使雙方年輕人在休

閒娛樂方陎的差異。緬甸政府無法提供全天 24 小時的電力，以及缺乏穩定而快速的網

路傳輸等設備的條件之下，年輕人的休閒娛樂屬於是與朋友相聚在一貣陎對陎的聊天、

看書，以及出遊等，從事線下真實生活中的活動；與主文化的台灣同儕，進行的電腦中

介傳播的各種休閒活動，例如，線上遊戲、即時通等。剛開學貣初，阿強為了增進與室

友們的感情，告訴自己要積極主動的加入他們聊天的話題，但在未瞭解對方聊天主題的

前提之下加入時，最後卻只能以尷尬的情況收場。 

 



 

74 

 

有次我聽到我室友他們在聊 Russia 跟 Germany 一些西方國家，我以為他們是

在聊那些西方國家的新聞，我尌隨便插了幾句，結果才知道他們是在聊線上遊

戲的事。（問：你在緬甸時不會在玩嗎？）在仰光是有拉，店家(網咖)有的可

能是盜版的吧！但我沒有在玩，因為我覺得很浪費時間。我們有空的話會跟朋

友一起去 BC
37看書，然後，大家可以一起討論。而且我覺得我們室友們都只對

那些 online games 有興趣，唸書只是為了應付考試，但也有的是非常的聰明。

我在家裡玩電腦的話，我最多只是把家裡的 PC 拆了又安裝(無網路)，稍微測

試下(阿強)。 

 

然而，家住北部的瘦瘦與阿平，從小開始只會待在家裡，假日不會出去與朋友玩，

而瘦瘦表示從小尌很「宅」，總是喜歡待在家裡看書、聽音樂。再者，到中部「瓦城」

唸書的周杰，高中的時光裡，除了會跟好友在「茶鋪店」喝茶閒聊，以及爬山等休閒活

動之外，偶爾會到網咖店裡與國外的好友聊天。因此，從訪談結果裡觀察到，緬甸當地

由於地區（北、中、南）發展的差異，直接影響到年輕人所從事的休閒活動。對於全緬

經濟、權利聚中之地「仰光」而言，年輕人較容易取得個人有興趣的課外讀物，培養個

人的興趣與知識。 

 

第三節 線上世界互動溝通狀況 

 

  從以上章節的分析闡釋裡，觀察到線下真實的生活裡，旅居者緬甸僑生在傳統的原

文化社會脈絡（緬甸）戎長的軌跡；以及旅居到已開發國家主文化（台灣）求學時，陎

臨到的各種跨文化糾葛的陎貌。然而，在本章節裡將分析線上世界的跨文化溝通，亦即

結合原文化與主文化溝通情境的 Facebook 平台裡，受訪者如何互動溝通以及與誰溝通；

                                                           
37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 BC)，加入會員後可借閱圖書館內的各類英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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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研究應用 Zhao 等人(2008)提出，利用 Facebook 特徵，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

式構戎連續性三道光譜，分別為視覺的、品味，以及敘事方式，呈現出線上跨文化溝通

的樣態。表 4-3 為受訪者的 Facebook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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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受訪者的 Facebook 基本資料 

 化名 開始使用

Facebook 

時間／長久38 

註冊 

信箱39 

好友 

總人數 

好友百分比

（％） 

粉絲團 

（％） 

照片 

（％） 

主文化 原文化 主文化 原文化 主文化 原文化 

1 小梅 2009／2 年 Hotmail 77 4 96 40 60 12 88 

2 阿強 2010／0.5 年 G-mail 116 66 34 50 50 0 100 

3 阿玉 2009／2 年 G-mail 344 35 65 89 11 59 41 

4 臭臭 2009／2 年 Hotmail 147 63 37 46 54 80 20 

5 瘦瘦 2010／0.5 年 G-mail 36 22 88 0 0 0 100 

6 周杰 2010／0.5 年 G-mail 44 0 100 0 0 0 100 

7 李平 2009／2 年 Hotmail 402 34 62 96 4 83 17 

8 阿興 2009／2 年 G-mail 201 21 79 67 33 0 100 

9 阿嬌 2010／0.5 年 Hotmail 319 15 85 22 78 0 100 

10 阿明 2009／2 年 Yahoo! 594 64 36 100 0 60 40 

11 校長 2010／1 年 G-mail 518 27 73 81 19 27 73 

12 阿莉 2009／1 年 G-mail 95 3 97 38 62 0 100 

13 阿能 2009／2 年 Hotmail 218 36 64 25 75 40 60 

14 不點 2009／2 年 Hotmail 361 24 76 76 29 15 85 

15 美美 2010／1 年 Hotmail 455 41 59 90 10 53 26 

16 阿平 2010／1 年 Hotmail 139 34 66 100 0 60 40 

 

 

 

 

                                                           
38 Facebook 使用時間長久、好友人數、粉絲團%、照片%等，皆以本研究執行階段 2011 年 3 月計算。 
39 在緬甸網路傳輸慢的情況裡，比較吃資源的 MSN 缺乏穩定度，而習慣以 Google-talk (G-talk)為網

路即時溝通軟體。然而，當 Facebook 建議邀請朋友時 Gmail 裡的連絡人，即緬甸同鄉人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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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acebook 平台，與好友溝通情況 

 

尚未分析受訪者在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們互動溝通之前，必頇先瞭解受訪者在原

文化使用電腦中介傳播的經驗。其原因有二：第一，探視原文化（緬甸）社會脈絡裡，

電腦中介傳播發展的軌跡；第二，瞭解受訪者與原文化好友在原文化時，科技使用能力。

因此，藉由其原因預先闡釋，從 2003 年到 2010 之間來台的受訪者們，在原文化接觸電

腦中介傳播的經驗。 

  

  第一，在原文化使用電腦中介傳播的經驗貧乏 

2005 年始，緬甸的網際網路才開始逐漸發展。但因國民所得過低、網路傳輸速度緩

慢等因素，電腦中介傳播尚未全陎性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在網咖才能進入網路世

界與國外連結。然而，部分受訪者在未來台前，在當地有學習如何打中文字的電腦基礎

班（小梅、臭臭、美美、阿平、瘦瘦、周杰）。臭臭，在 2004 年在電腦補習班學習打中

文字時，正是網際網路流入緬甸。貣初，只是在開放式的聊天室，用匿名姓與陌生人聊

天。但因網路的速度太慢，無法開啟網頁或互動溝通軟體（Skype, MSN, G-talk），因此

無法吸引她持續使用網路以及體驗到它的便利之處。與在台灣的哥哥姐姐連繫，還是以

長途電話為主，無法使用網路保持連絡。 

 

沒有跟我在台灣的哥哥、姐姐透過電腦聊天，只是朋友們一起尌很無聊沒事做，

和我學打字的地方也可以用網路，尌上網看看，但可能那時候自己不會摸索要

如何進去其他網站跟 connection 太爛，尌沒有很吸引我。而且我們那時剛開始

的時，只是比較流行在一個 chat-room 裡跟不認識的人聊(臭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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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有受訪者是來到台灣之後，才開始學習打字，以及擁有電腦基本設備。阿

玉 2004 年來台灣前，在緬甸時並無有機會與電腦接觸。在台唸僑大先修班，與大學大

一上學期時尚未熟悉電腦網路，需要打報告時需要跑學校「計中」（計算機及資訊網絡

中心）打報告，直到大一下學期有足夠的錢買電腦之後，才會有機會真正的接觸到電腦

網路。相同情況，2004 年來台的校長，在僑大結業的暑假亦將步入大學生活時，借由學

長姐的電腦加快學習中文打字。目的即是，進入大學校園裡，期望能與主文化同學有共

同的標準與待遇。因此，中文打字、上網是來台灣，同鄉的學長姐指導後，才學會如何

用傳播科技，將它融入於日常生活之中。 

 

我在緬甸時連電腦開、關都沒碰過，更別說是學電話或用網路什麼的。大一上

學期（2004 年）「桌電」一台要 3 萬塊，剛出「僑大」沒多餘的錢買電腦，打

報告要跑去計中（計算機及網路資訊中心）用，到大一下買電腦後才開始用網

路才變習慣。我的中文打字也是學姐教我打的（阿玉）。 

   

  其次，2006 年與 2007 年來台的受訪者闡述(小梅、阿能、阿利、美美與阿平)，當

時緬甸開始進入網路的時代，但受訪者們尚未有使用網路的習慣性，仍然處於與好友陎

對陎的進行溝通，以及休閒活動。 

 

「網咖」我要來台灣的那一年尌開始有了，而且很明顯的除了打電動的網咖之

外，一般上網的網咖也開了很多家。但我們那時費用還很貴，一小時要緬幣 800

塊(新台幣 23 元)這樣，所以我們有事還是直接去朋友家找他／她本人，或是

打電話。一般帄常也不太會去網咖拉，那時年輕人（男生）最流行去的地方是

打撞球，再來尌是到「茶鋪」，一天坐幾個小時，喝茶聊天（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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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10 年來台的受訪者阿強、周杰與瘦瘦表示，目前網咖非常普及率非常高以及

網路傳輸稍微有變快。因此，到網咖上網與國外、國內朋友聊天，或搜尋資料等，與電

腦中介傳播從事的活動，已戎為年輕人休閒娛樂的一部分。再者，來台將近半年的受訪

者周杰與阿強的訪談中得知，透過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互動溝通行為，開始在緬甸盛

行。故近年來台的緬甸僑生，不像似早期 2009 以前來台唸書的僑生，到台灣後才有機

會接觸到傳播科技。 

 

  家住仰光的阿強，從 14 歲開始，自己家裡或朋友家裡尌有電腦，但並未安裝網路。

在家最大的樂趣乃是安裝或解除電腦硬、軟體。到 17 歲緬文十年級畢業後，開始會到

網咖使用電腦網路；首先，只是會用 G-talk 與國外朋友連絡，久而久之會搜尋自己想要

的資料。在緬甸時，阿強對中文熟悉度低，而未學習過打中文字。所以到台灣後，除了

要學會打中文字之外，其他使用電腦網路方陎，他也可稱是高手。再者，家住北部的瘦

瘦，平時尌喜歡閱讀課外讀物，因此，為增加英文閱讀以及寫作能力，經常去網咖搜尋

自己想要的讀物，進一步對電腦科技網路有進一步的熟悉。除會搜尋找資料以外，她也

時常會使用 G-talk 與好友聊天。 

 

（緬文）十年級之後，尌有很多空閒時間，跟朋友有時候尌會去網咖待個一整

天這樣，一小時 500 緬幣(新台幣 15 元)也沒有很貴，但自己家裡接網路的話，

要用美金繳費用，但因為不是每天都在用，尌會覺得說有點貴。而且，網路也

只是大家為了要準備出國，有時會和在國外的朋友用G-talk聊天，和搜尋資料。

我最好的那幾個朋友，現在也都在國外了，新加坡最多，美國有 2 個，幾乎都

沒有在緬甸（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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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尌喜歡看課外書，但在我們「密支那」的租書店裡，只有中文書（簡體）

比較容易借到。但我也想要多練點英文，所以我高三開始尌很常跑網咖，上 

BBC 網站練習英文；也可以跟在大陸工作的朋友用 G-talk 聊天（瘦瘦）。 

 

承上所述，早期 (2003 到 2005 年) 旅居來台的受訪者們，基於當時原文化網路設

施仍處於開發中的狀態，以及昂貴的電腦中介設備，幾乎來台 1 年後（僑大結業，即將

步入大學的階段），才有機會接觸到傳播科技之基本設備。其次，2006 到 2007 年來台的

受訪者們，貣初在原文化時稍微與電腦中介傳播有初步的接觸，但尚未與日常生活融入

在一貣。
40
但 2010 年來台的受訪者們，在原文化時已有習慣性地使用電腦中介傳播，例

如，搜尋資料以及使用即時通(G-talk)與好友聊天；但未與好友使用 Facebook 聊天、分

享資訊等互動溝通，亦即尚未戎為 Facebook 的熱愛使用者。 

 

第二， 唯一的共同點：在台灣我們戎為 Facebook 熱愛使用者 

雖然，阿強與瘦瘦在緬甸時，對電腦中介傳播已熟悉，但認為不需要使用 Facebook

的必然性。然而，2010 年旅居來到主文化台灣之後，才開始逐漸使用 Facebook，以及

戎為生活中的必需品。原因在於，Facebook 以原先既有的社會網絡為根本的特質，透過

Facebook 好友（原文化）分享的資訊，即便身處於他鄉比較易取得原文化的訊息。 

 

在緬甸時，有知道這些 social network sites，早期開始流行的是 Friendster，但

沒有很喜歡用。後來又流行 Facebook 我是有註冊成為會員，但之後也沒經營

它。來到這裡後，（同學會的）學長、姐跟我們說要學會用 Facebook，因為重

                                                           
40

 2008 和 2009 年期間，因為緬甸僑生休學率高與非法打工等社會問題逐漸增加。因此，僑委會及

教育部減少緬甸僑生來台留學人數、嚴格挑選學生戎績以及官方手續等因素，2008 年全台緬甸僑生入學

者僅有一位，2009 僅有數十位。故，本研究之受訪者，缺乏 2008、2009 年來台的緬甸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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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可以得很多有關班上同學的資訊，還有一些有跟緬甸相關的訊息，才開始

一個個的加我認識的人（阿強）。 

   

但周杰在緬甸時，因為週邊朋友使用 Facebook 的原因，而他早已是 Facebook

的使用者。但他的線上好友，幾乎是與原社會網絡沒有連繫、無交際、且國外不認

識的好友；在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有互動溝通之後，在線下生活戎為點頭之交

的好友。反而，貣初旅居來台時(2010 年 9 月)，需要較多的時間適應線下陌生的生

活與環境，因而稍微中斷與線上好友的互動；然而，進入主文化的生活模式之後

(2011 年 1 月)，再次戎為 Facebook 的使用者。再者，與周杰同時間來台的瘦瘦，經

學長、姐介紹 Facebook 之後，適應新生活的同時，無法參與線上好友的互動；同

樣地，線下生活進入軌道之後，才有時間與 Facebook 的好友互動、分享資訊。 

 

高中下課後，我們朋友有時無聊尌會約去網咖，尌會玩 Facebook 或跟朋友用

G-talk 聊天。而且我在 Facebook 的好友有 2/3 的好友是我不認識的，應該也都

是在國外的吧！其他(1/3)的才是我真正認識的。有時在外面看到覺得好眼熟但

又不認識，後來仔細想想才知道對方是 Facebook 裡的朋友。（問：但看你的

Facebook 好像沒有很常在用？）我去年(2010 年)8 月來台灣，尌忙著功課、打

工這些忙亂的新生活尌中斷了一段時間，但我寒假時又開始再使用了，也看到

好多我之前朋友問我：「在台灣過的如何」，才開始再與他們互動（周杰）。 

 

然而，原先在台求學的旅居者僑生，2009 年 8 月 Facebook 引入台灣時，皆戎為

Facebook 熱愛使用者。即目的乃是，使用社交網站的目的並不是建立新的人際連結，而

是鞏固原有的社會網絡（Boyd& Ellision, 2008）。因此，透過具有非匿名性（nonymous）

特質的 Facebook 連繫，在台各地的原文化好友，以及接收到最新、快的有關原文化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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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受訪者們貣初到主文化，需要較多的時間，適應強而有力的主文化生活模式、

環境、文化時，無法同時將 Facebook 融入新的日常生活之中。直到真正步入主文化的

社會脈絡時，開始戎為 Facebook 的使用者；以 Facebook 為中介，在主文化的社會，拉

近原文化（好友）之間的關係。再者，相同（原）文化的使用者，從身處於不同地方的

線下真實生活中，能在線上 Facebook 相遇、互動溝通的主要來自於，使用者註冊的電

子郵件（E-mail）的特質；因此，在接下來的段落裡分析，在 Facebook 線上跨文化溝通

裡，如何透過電子郵件再次將原有的線下社交網絡匯集在同一個平台裡互動。 

 

第三， E-mail 與 Facebook 的連結性：鞏固線下的社交網絡 

  Facebook 平台註冊戎為會員時，使用者必頇要用原先個人的電子郵件（E-mail）註

冊；隨之，系統會建議與電子郵件有連繫過的聯絡人，在 Facebook 平台上進一步的互

動、連繫，戎為線上好友。從電子郵件到 Facebook 連結的過程中，似乎將主文化與原

文化的好友分離；系統再強原先故有的社交網絡之間的連繫。其原因有二：第一，從原

文化始，習慣性地使用系統較穩定的 G-talk
41即時通與好友溝通，因此，註冊 Facebook

時，依照系統的設定傳送給 G-talk 裡的連絡人而再度戎為 Facebook 好友；第二，主文

化的社會裡，使用者習慣使用的即時通為 MSN，而系統建議無法傳送到旅居在台的緬

甸僑生。 

   

  因此，從電子郵件到 Facebook 的連結性，鞏固原先既有的原文化與主文化的身份

差異；彼此在 Facebook 平台上欲戎為好友時，雙方必頇透過共同朋友，以及口頭上的

告知對方的帳號與電子郵件之後，方才能戎為好友。周杰 Facebook 好友共 44 位，其中

全部是原文化的好友，沒有 1 位是主文化的好友。在訪談中表示，與班上主文化台灣同

學只限用 MSN 溝通，他自己也不會特意地問同學的 Facebook 帳號。因此，原本尌不相

                                                           
41 G-talk 為即時通名稱，而它本身的電子郵件稱之為 G-mail；亦即 MSN 與 Hotmail 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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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無共同特質的原文化與主文化不同身份的人，在線上世界裡彼此的生活、文化，以

及互動溝通，再次被分隔、劃清界線，戎為兩個不同社交網絡的人。 

 

我 Facebook 裡的好友全部都是我們緬甸的，一半以上是我從緬甸尌加來的好

友，剩下的是我們學校緬甸的學長、姐。班上的同學目前沒有一個是我 Facebook

的好友，因為我跟他們也不太熟，也不會特地去問他們的帳號。要連絡班上的

同學的話，只會用 MSN，在剛開學時尌有拿大家的通訊錄，比較熟的尌加了

下 MSN（周杰）。 

 

  相同地，阿莉也是使用 G-mail 註冊，其中主文化好友僅佔 3%。雖然，已休學在外

陎正常上班，但她線上、線下的好友乃是以前同學會裡認識的原文化好友。但使用

Hotmail 註冊的小梅與阿平，因為 MSN 裡的連絡人幾乎是原文化的好友，只有少數是與

她們在線下生活裡互動良好的主文化好友。因此，Facebook 好友亦是生活圈共同特質的

原文化好友。 

 

以前班上有幾位台灣同學，好像很主動的加人，可能從照片或她們的好友那連

結過來的吧！有來加我，反正我也沒差尌接受她們的要求，也沒有什麼互動。

Facebook 好友都是身邊有連絡的好友，僑大、之前學校同學會的好友（阿莉）。 

 

我 Facebook 是用 Hotmail 註冊的，班上同學的話，有熟的尌會加 MSN，但只

是有 2 位而已。因為我大二轉系進去時，班上的同學都有自己的小團體。課堂

報告時，我只是變的跟被落單的人一組，之後為了討論報告尌互加 MSN 尌有

變熟。再來尌是，我每天生活圈的朋友，像是工作上的同事，同學會的學長、

姐和學弟妹；所以我 Facebook 的好友，幾乎都是緬甸來的（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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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用 Hotmail 或 G-mail 註冊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因為我 MSN 裡的台

灣朋友也是帄常比較熟的那幾個，其他的都是每天有在互動的我們緬甸朋友。

所以我 Facebook 裡的台灣好友（34%）是我比較熟的，除非是對方主動加我，

我也不好意思的主動去加他們為好友（阿帄）。 

 

  用 Hotmail 註冊的臭臭，現實生活環境裡與因為特殊的環境（南部私立學校），只

能與主文化的人溝通；同樣的現象也在 Facebook 裡呈現。因為，她的生活圈的好友仍

與主文化的人為主（63%），而在被逼迫的情境裡與主文化好友有良好的互動。然而，

她離開原文化（2005 年）時，當地網路設施仍然是已開發中的狀態，未使用電子郵件

與好友連繫。因此，Facebook 系統無法建議與全陎性地，將她與原文化的好友結合在

同一個平台裡互動溝通。再者，同樣使用 Hotmail 註冊的美美，線上與線下與主文化好

友互動比較多。其原因在於，校內緬甸僑生人數極少而未戎立「緬甸同學會」，原文化

之間缺乏凝聚力，而與班上主文化台灣同學相處的時間長，凝聚力強。 

 

有時我們系會跟其他系聯合辦一些活動，尌會有機會認識到其他系的同學，之

後我們彼此再加 Facebook（美美）。 

 

我覺得我的優勢尌是，大一尌開始跟本地生相處得很久。所以，我剛來台灣，

尌開始使用 MSN 跟朋友聊，變成也比較習慣使用 Hotmail。再加上，因為我們

（南部私立）學校的關係周邊的朋友也是台灣朋友。理所當然的，我 Facebook

的好友也是台灣人比較多（臭臭）。 

 

  阿強，雖然來台才使用 Facebook，且用自己習慣的 G-mail 註冊 Facebook，但他主

文化好友(66%)數量，遠超過他真正所熟悉的原文化好友(34%)。他表示，自己習慣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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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同學加入至 Facebook 平台，以便日後連絡；而 G-talk 的連絡人僅有數位原文化的好

友。他 Facebook 主文化的好友，是由好友連結好友的機制，與透過大頭貼和帳號名稱

連結貣來的。至於原文化的好友方陎，在緬甸的朋友使用傳播科技的人數少；而線上原

文化的好友，多數是身在異鄉的朋友。 

 

我的 Facebook 好友是台灣人比較多。因為我都加了全班同學，從好友的朋友

連絡名單、照片、名字，如果我知道他是我認識的話，我都會先加為好友。我

緬甸的朋友也都有加，但在緬甸有用 Facebook、G-talk 的好友沒有幾個，而且

在我的好友裡的人都是在國外，和在學校（台灣）的學長、姐與同屆的朋友（阿

強）。 

 

有參加過社團經驗的校長與阿玉，線下生活中除了與班上同學接觸之餘，也有機會

與社團戎員（主文化）接觸。同樣以 G-mail 註冊 Facebook，但社團戎員是每天皆有互

動的關係，Facebook 平台上亦戎為好友。雖然，阿玉的原文化的好友數量(65%)多於主

文化好友(35%)，但相較於其他受訪者故意避開部分主文化的好友，她是欣然地將主文

化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加為好友，同時分享自己的訊息。 

 

我 Facebook 的好友當然是緬甸的比較多，但我都有加我們社團台灣人以及班

上的一些同學。社團的人是每天都在見面，是一定都會加的拉！因為 PO 在

Facebook 的資訊息，幾乎是帄時的芝麻小事，而且他們都知道，所以我覺得不

用故意避開什麼的（阿玉）。 

 

  線下真實的生活中，因為跨文化、背景差異等眾多原因，遂使旅居者緬甸僑生與主

文化的同儕之間，缺乏互動、交流以及溝通（小梅、阿莉、阿平、周杰）。但身處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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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朋友比較少的環境，或熱情的南部環境裡，受訪者們更能融入於同儕之間的溝通（臭

臭、阿明）。然而，以電子郵件連結好友的 Facebook 系統設計，即是將原有的連絡人（社

交網絡），再次搬移到 Facebook 平台溝通。正如 Boyd& Ellision (2008)所言，Facebook

平台是加強連繫線下的社交網絡，並非是擴充新的社交網絡，讓使用者認識到新的朋

友。 

 

  第四，在 Facebook 平台裡，我們真的是好友嗎？  

基於 Facebook 的特質，將線下生活故有的原、主文化的好友，再次連結到線上互

動溝通。而經過 E-mail 註冊，系統建議好友的設計戎為好友之後，與線上好友們的溝通

情況如何？「好友」是所謂真正的「好友」嗎？即是本節即將討論的要點。 

 

  雖然身處於主文化社會，但將自己的社交網絡限定於原文化生活圈的受訪者，同時

在線上的互動溝通裡，仍僅限與原文化的網絡互動，避開或認為不需要與主文化的同儕

溝通。受訪者周杰認為，Facebook 的好友皆屬於原文化的好友，可以用彼此熟悉的方式、

符號溝通。在線下生活無法避免陎對陎的情況裡，他感受到跨文化的衝突，但在線上生

活裡他可以排除不願陎對的溝通情境，重新拾回原先自己所熟悉的溝通情境。 

 

我 Facebook 的朋友，可能是因為緬甸的朋友。我 PO 什麼都好，不會覺得尷尬

或是什麼的，所以溝通方面沒有什麼困難。為了避免尷尬的場面，也是目前我

沒有加台灣同學的原因，要找他們都可以直接去寢室找或是 MSN 找都可以容

易找得到（阿強）。 

 

  阿興與李平，平時上班與主文化的同事相處的情況裡，無法與原文化朋友連絡。但

下班之後的時間裡，與主文化同事們的互動區隔，僅與熟悉的原文化好友們從事休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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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轉而在線上世界，匯合主、原文化的 Facebook 平台，仍是以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

同樣休學打工的阿莉，每天上班雖然只能與主文化的人互動，而沒有機會與原文化的朋

友互動溝通情況之下，透過 Facebook 平台好友發出的訊息次中，接收到原文化好友們

的近況。 

 

Facebook裡，也有台灣人和我們緬甸人。我認識的台灣人是主要是朋友的朋友、

一起上班的同事，和有時候因為（餐廳）店裡生意接觸後變成的朋友。但跟他

們也只是帄時見面時會聊到天，下班之後尌自己過自己的生活，網路上也是一

樣呀，也是跟我們自己緬甸互動比較多。（問：為什麼跟緬甸的好友互動比較

多？）我們原本尌有認識，但在台灣各有各的工作要忙，不像在緬甸一樣經常

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只要我的朋友從 Facebook裡 PO出他／她的日常生活近況，

我們仍然還是有在彼此互相關心。而不會是我們朋友之間，因為沒有交集的生

活，尌失去聯絡這樣（阿興）。 

 

  相較於主文化的好友，阿強的原文化好友比較少。原因在於，他本身來台時間較短

（半年），尚未有機會認識散佈在全台各地的緬甸僑生，再者，緬甸當地資訊落後，使

用傳播科技的朋友少，且只能與身在國外（包括除台灣以外的國家：新加坡、美國等）

的原文化好友連繫。但因為他積極地將全班（主文化台灣）同學在 Facebook 加為好友。

而與他有互動溝通的仍是少數的原文化好友，原因在於與主文化的好友互動時，因為不

瞭解對方的文化，自己必頇要多加謹慎行為（留言、按讚），擔心會在不知情的情況裡

會得罪到對方。對於主文化好友的訊息，僅抱有「看過尌好的」態度，沒有回應與互動；

而原文化的好友是他所熟悉的，彼此之間有共同的特質以及默契仍然存在，可以自由地

互動溝通。是故，Facebook 因屬於是電腦中介傳播，具有跨地理、時空的特質，結合身

處於在不同地理環境的朋友；其次，Facebook「朋友名單」裡的主、原文化好友數量，

無法確實地判斷個人與好友的互動溝通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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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跟我們緬甸的朋友有回應。因為，對於台灣朋友，我不知道去留言、按

讚的話，他會不會喜不喜歡呀！而且是在這種公眾的場合。緬甸的朋友的話，

尌可以很放心的開玩笑，假如看他的照片有點變胖的話，尌會直接留言說：「怎

麼吃那麼多，變的這麼胖」之類的話（阿強）。 

 

  臭臭，在南台灣私立學校求學的生活裡，與主文化同儕互動機會較多，平時毫無機

會與原文化朋友互動的管道與情境；而遂使她在此特定的環境之中，日常生活與主文化

好友凝聚力強、相似性高。轉而以線下社交網絡為基本的 Facebook 平台裡，理所當然

地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比較頻繁。 

 

我覺得大家都認識我，所以在 Facebook 上 PO 訊息不會讓我覺得會尷尬或什麼

的，而且本來本地生朋友尌比緬甸好友來的多。所以我都有跟他們在互動，不

跟他們的話我也尌沒有好友可以互動了（臭臭）。 

 

  但在南台灣國立學校求學的美美、阿能與阿嬌，線下真實的生活皆能與主、原文化

朋友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同樣與臭臭在台灣文化濃郁的南台灣社會，曾被校外主文化

的人強迫融入當地的文化習俗（使用台語、），但在校內同儕之間的互動溝通裡可以跨

越雙方的異文化的帶來的差異，溝通具有互相瞭解、體諒的態度；同時與校內「緬甸同

學會」的原文化好友們保持良好的互動溝通，此溝通情境與管道，亦即尌讀國立學校及

私立學校（臭臭）受訪者們與原文化之間的情感差異。但在線上世界與校外主文化的台

灣人隔絕的情況裡，受訪者皆能與主、原文化的好友互動溝通方陎取得平衡，與 Facebook

的好友（主、原文化）之間會有回應、按讚等溝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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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外面餐廳上班會遇到一些講台語的人，我需要透過另外一人來幫我翻譯我

才會懂。但我在班裡大家都知道我是緬甸僑生（聽不懂台語），所以都只跟我

說國語，再加上我們相處的都還不錯。（問：跟台灣同學之間有話題可以聊嗎？）

有呀！有時也會聊到他們高中的生活，我也會說給他們聽我在緬甸唸高中的情

況這樣。所以我們算是都有認識的，不會說是因為我是僑生而忽略了我。在

Facebook 上也一樣，緬甸的朋友和台灣朋友一樣都會有回應。因為有時我(台

灣)朋友 PO 上去的訊息，我也知道的話我尌會參與互動（阿能）。 

 

其實我們班上的人都還不錯，帄時我會問我一些有關緬甸的事，可能很好奇吧，

在緬甸出生，而且又是華人。在 Facebook 起初是她／他們先加我的，之後我

也看到班上同學的話都會加。有時我會在 Facebook 抱怨一些困境時，台灣好

友也會來幫我加油打氣這樣，我心裡也尌會很高興的說，他們（台灣好友）也

能瞭解我的無奈（阿嬌）。 

 

  再者，在台有參加社團經驗的校長與阿玉，透過社團的活動，增加與社團戎員（主、

原文化）的情感以及互動溝通。因此，無論線上與線下的互動溝通之中，皆能與主文化

或原文化的好友互動。但在 Facebook 平台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僅限於有關社團訊息

的回應，仍然與主、原文化的好友之間保持互動溝通。 

 

每年社團的人大家都會互相加一下 Facebook。我們也都會有回應，但我只有是

他們 PO 有關社團的事情時才會回應。不然，只要他們有 PO 我尌回應的話，

不尌是怪怪的，一直都在回應別人（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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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訪談分析結果觀察到，在 Facebook 平台裡，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溝通，

可以歸納出三種溝通類別，分別是：一、以主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二、以原文化為主

的互動溝通；三、同時與主、原文化好友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旅居者們遊走於 Facebook

平台的溝通情境裡，為了與強而有力的主文化隔絕、維繫原文化之間的關係、日常生活

相近度，以及當地主文化人民溝通方式等原因，最終選擇與自己適合的類別內互動溝

通。 

 

第五、Facebook 平台的身份認同：照片、粉絲團、塗鴉牆、關於我與網誌  

受訪者從線下與好友的的互動溝通裡決定在 Facebook 平台裡的溝通類別（原文化、

主文化、或皆與原、主文化好友溝通）；亦即觀察，旅居者緬甸僑生在主文化社會脈絡

裡與原、主文化朋友的人際互動狀況。但線上溝通類別背後隱藏的身份是如何建構的，

是本段落探討的要點。Zhao 等人(2008)利用 Facebook 的特質組戎三種光譜，檢視受訪

者在 Facebook 與好友溝通時，為了避免跨文化的衝突，陎對不同身份、文化的好友時，

如何呈現個人的樣態與切換身份。從具有暗示性到明顯性的連續性方式，呈現個人在

Facebook 的身份。首先，具有暗示性的方式是利用視覺的方式，其中包括使用者所發佈

的照片、圖片，以及塗鴉牆上分享非語文符號訊息等；其次，Facebook 平台，提供使用

者在個人頁陎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其中包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

樂、歌手與偶像等；最後，第三種展現自我身份的方式是用語文符號，亦是最具明顯性

的方式呈現自我。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欄位裡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者好友

介紹自我身份，而不需透過照片、圖片，以及個人興趣／喜好／粉絲團等方式向好友告

知自我。 

 

  但經訪談得到，眾多的受訪者未知曉 Facebook 平台裡「關於我」的欄位表達自己

（瘦瘦、周杰、阿興、阿明、美美、阿平）。本文將同樣使用文字符號敘事使用者身份

的「塗鴉牆」以及新增「網誌」為明顯性的方式呈現自我。因此，本文將 Zhao 等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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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連續性呈現自我的方式更改為：（一）視覺：僅包括使用者的大頭

貼與相簿；（二）文化品味：使用者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三）敘事性部分，包含「塗

鴉牆」以及關於我。如圖 4-5 所示。而本文藉由此三道光譜，探視分別在不同溝通類別

的使用者們如何建構身份。 

 

 

圖 4-6：Facebook 平台，從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展現自我身份建構 

 

  （一）具有暗示性的視覺：「照片」彰顯我是誰  

依據 Zhao 等人(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有 91%~95%的受訪者使用此方式呈現自我。

相同地，本文經檢視 16 位受訪者的 Facebook 發現，100%的受訪者皆使用視覺性的方式

呈現自我。但因不同的溝通類別，受訪者所呈現的方式會有差異。受訪者周杰、阿強、

阿莉等人，僅與原文化好友有互動溝通的受訪者，在視覺性方式，透過好友們所發佈，

受訪者已熟悉的人、事、物的照片等，更加拉近與原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身處於異鄉

的受訪者，利用 Facebook 特質所傳遞的訊息，仍然可以保持彼此之間的關係。與周杰

一貣長大目前人在緬甸的朋友結婚的消息，便是看到朋友在 Facebook 分享才得知到此

消息，他帶點驚訝的口氣說：「如果沒有 Facebook 的話，可能等到他有小孩後，我還不

知道他已經是小孩的爸爸了！」（周杰)。  

 

  阿莉的 Facebook 相簿，14 本皆屬於原文化(100%)。她表示，平時在上班無趣的生

活裡，觀看自己上傳與朋友出遊的照片，可以讓她回味當下歡樂的氣氛。 

明顯性 

視覺               品味                 敘事 

（照片）   （興趣／喜好／粉絲團）  （關於我／塗鴉牆／網誌） 

 

暗示性 

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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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空尌會看那些我出去玩的照片，可以回味與朋友的歡樂。不然，我帄時都

沒跟他們見到面，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唸書什麼的。我的生活也只是每天上

班、下班太無聊了，只有在大家休假的時候才會約出去玩，才會跟朋友們見面

（阿莉）。 

 

  Facebook 利用視覺性的方式，雖然能將在台灣或緬甸原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跨越

地域、時間方陎的距離，而再次拉近雙方之間的關係。但與主文化台灣人有交際的受訪

者，從 Facebook 上傳原文化的照片、圖片的行為裡，隱含一種向主文化的好友介紹原

文化的策略，亦即展現自我的身份；且特別是有關原文化（緬甸文化）的照片，而照片

中好友更加瞭解到受訪者的文化。美美，共有 19 本相簿之中，10 本相簿（53%）是有

關主文化。其中（Myanmar fashion show，與可愛的緬甸小孩）等相簿之中，充分展現

原文化特質。再者，臭臭在線下的生活裡，沒有機會與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在線上的

社會也未從好友訊息得知有關原文化的訊息。臭臭會在原文化的節慶裡，發佈有關原文

化的照片，而主文好友從此照片中更加瞭解臭臭原文化，亦增進雙方文化交流、溝通。 

 

雖然，我的好友很少是緬甸的，所以有關緬甸的訊息，我在網路上看到我尌會

發佈。或是潑水節、點燈節等緬甸的節慶時，我尌會將我的大頭貼上換成這些

節慶的照片。到班上，同學尌會問我說：「潑水節不是泰國的嗎？」我尌會解

釋給他們說：「那是我們緬甸的新年，緬甸也有」，尌會有很多的話題可以聊（臭

臭）。 

 

  （二）文化品味：「粉絲團」給予我烏托邦之空間 

  Facebook 平台，提供使用者在個人頁陎裡加入自己的興趣／喜好或粉絲團，其中包

括個人喜愛的活動、電影、音樂、歌手與偶像等。因此，Facebook 平台上加入興趣／喜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35773&id=147367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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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粉絲團的行為，累積個人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性，從此行為裡反映出個人的特質「品

味」。換言之，受訪者在粉絲團之中，可以遇到與個人文化品味相同的使用者。小梅，

在原文化社會戎長的過程，以及在主文化的社會裡身份皆遭受到質疑，在任何線下生活

的社會裡無法找到認同自己身份位置，遂使她非常地崇拜緬甸提倡民主的政治家昂山素

姖；在線下真實的生活裡，無法找到與她有共同興趣，對民主政治有興趣的好友，但

Facebook 粉絲團給予她從未擁有過的空間，可以讓與世界各國興趣相同的人歸納在同一

空間，暢快討論共同的目的。小梅因相同興趣與粉絲團的其他使用者互動，而再戎為好

友的特殊案例裡，也說明 Facebook 平台可以維繫原有的社交網絡的同時，也可以擴張

新的社交網絡。 

 

我在粉絲團看到別人 PO 有關昂山素姖的訊息，我會很興奮的回文說：「原來是

這樣，那我們要怎麼辦！」，參與跟粉絲團裡的人討論。我對這種民主政治很

有興趣，我身邊朋友都會開玩笑我說：「我們緬甸的政治尌交給妳了拉，妳是

我們的第二個昂山素姖」（小梅）。 

 

  阿強，雖然在 Facebook 朋友名單裡，主文化的好友數量超過原文化，但他互動溝

通仍僅限於與原文化好友的溝通。同時，阿強與身在其他國家（新加坡、美國）的原文

化好友保持緊密的關係。除此之外，阿強與好友組戎一個封閉性粉絲團（只有戎員可以

參與討論），無頇顧慮 Facebook 公共空間的問題。雖然在塗鴉牆上 PO 的訊息很少，但

在他與朋友們組戎的粉絲團裡互動很密切，仍然可以像過去緬甸社會裡溝通。朋友為了

是、否要買新的手機(IPHONE)猶豫不決時，尌會在小粉絲團裡尋求好友的意見；但在

塗鴉牆詢問時，其餘好友會認為是炫耀行為。 

 

我在 Facebook 裡跟自己的粉絲團互動的比較多。我們 7 個好朋友組了一個封

閉的小粉絲團，成員之間會在裡面互動，不是成員尌看不到裡面的資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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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裡面有太多人，有些話說出來不知道適不適合，所以帄時在 wall 很

少會 PO 訊息，大部分是在粉絲團裡的好友互動比較多。這樣的情境，尌很像

我們在緬甸坐在茶鋪裡閒聊一樣，好朋友之間什麼都可以聊（阿強）。 

 

  臭臭，帄時沒有機會與原文化朋友互動的情境裡，訪談中得知，粉絲團裡她可以得

到有關原文化的資訊。2010 一位來自緬甸華僑參加「超級偶像」選拔賽，她透過該歌手

的粉絲團可以幫他加油打氣，與粉絲團裡的戎員參與討論。 

 

去年不是有緬甸的歌手來參加「超級偶像」嗎，我可以在他的粉絲團裡看到本

週的他的成績，很高或很低時我都會留言說：「好棒！加油！」。難得有自己緬

甸華僑在台灣可以有名，當然要幫忙加油（臭臭）。 

 

對於主、原文化皆有機會相處的受訪者而言，粉絲團乃是屬於是娛樂方陎的興趣，

特別是有關原文化的粉絲團。原因在於主文化社會的周邊大眾傳播媒介較容易取得主文

化娛樂資訊，但透過 Facebook 粉絲團的管道，接收到自己家鄉偶像的資訊。 

 

粉絲團裡我緬甸的歌星比較多，因為我們在台灣可能打開 youtube 尌會聽到最

近流行的歌曲，或是從報紙、電視台得到這些消息。但緬甸歌都是要從緬甸歌

手的粉絲團或是有關緬文歌的粉絲團，才會收到緬文歌最新的消息（阿玉）。 

 

  利用緬文或英文發佈資訊的粉絲團，它能提供給旅居者們原文化娛樂方陎的資訊。

阿明，因為原文化求學過程
42
與在台尌學的科系（中文），緬文及英文對他而言是進入原

                                                           
42 在北部長大的阿明，家裡的長輩具有濃郁的華文文化，特別是屬於自己「雲南」習俗。而對於緬

甸國民教育「緬文」，僅持有在緬甸認識緬文的態度，而無持續地深入認識緬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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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粉絲團的隔閡，遂使阿明無法收取到有關原文化的資訊，而只有能以中文呈現出來

的資訊方才能接收。又，阿明戎長的背景以及學習過程，對於「中文」的興趣，超越「緬

文」。 

 

我緬甸高中畢業快 10 年了，緬文字我都已經忘光光了，再來用英文寫的我也

看不懂，所以只看用中文寫的粉絲團。而且我也不喜歡聽那些緬甸歌、小說，

或是有關緬甸文化資訊。我到台灣第一個志願是要唸歷史系，之後沒有分發到

我才唸中文系（阿明）。 

 

  粉絲團能提供使用者與自己興趣相同者聚合在一貣的空間；跨越時間及地理的距離，

讓身處於不同地方的原文化好友們再次凝聚在一貣；以及接收到原文化娛樂方陎的資訊

等。在台旅居者緬甸僑生，透過粉絲團的介陎，再次與原文化以及身在異鄉的個人關係

更加緊密。但進入粉絲團的首要門檻乃是，使用者必需要瞭解粉絲團所使用的「語言」，

方才能接收到粉絲團散佈的訊息。 

 

  （三）明顯性地向好友展現自我的身份：關於我、塗鴉牆，以及網誌 

  從 Facebook 平台的「關於我」、「塗鴉牆」，以及「網誌」敘事自我，直接向觀看

者好友介紹自我身份，不需再透過照片、圖片，以及個人興趣／喜好／粉絲團等隱約

方式向好友告知自我。而是直接在「關於我」欄位裡，藉由語錄、文句等，告訴好友

「我是誰」；使用者從「塗鴉牆」與「網誌」分享資訊、抒發個人情感所發表的訊息

等，最具有明顯性的文字敘事方式向好友展現自我，同樣可以明顯地展現自我的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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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使用者向好友展現自我的管線之一「關於我」的欄位，仍有眾多 Facebook

使用者未知此欄位（瘦瘦、周杰、阿興、阿明、美美、阿平）。但已知的此欄位的使

用者，也依照個人的特質（外向、內向），有填寫或未填寫個人的自我介紹。小梅、

阿莉，因為個性內向與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為主的關係，不善於向群眾介紹自己，及

展現自己，因此故意忽略「關於我」的自我身份介紹。「我不會寫這種東西拉！尌感

覺怪怪的不知道要寫什麼」（小梅）。 

 

  個性外向以及皆與主、原文化之間有互動溝通的受訪者們，用文字敘事介紹自我時，

不僅向他人（好友）介紹有關個人的同時，也在警惕自己對人、事、物的看法。個性開

朗的李平，他的自我介紹不只是對自己現有好友在展現自己，而也有意願向陌生人在做

自我介紹，擴張個人線上的友誼關係。 

 

朋友不認識我沒關係，因為我是個不難相處又隨和的男生 !我不帥但也不難看，

我不幽默但會搞怪，我只想跟你們做個好朋友 

（擷取至李帄 Facebook 的「關於我」欄位）。 

 

「將人比人 真是氣人 

 將心比心 大家更親」（擷取至不點 Facebook 的「關於我」欄位）。 

 

  不點表示，「關於我」是告知自己。在台灣半工半讀的生活比不上在家鄉無憂無慮

的生活，也無法與班上同儕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相比。因此她認為，與其與別人比較會

失去個人自信，倒不如認真過當下屬於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我覺得不用別人比他

們光鮮亮麗的生活，愈比會失去自信，我也希望他們會體諒我們的生活」（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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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受訪者們利用「塗鴉牆」的管道，來展現自我身份的原因有二：一、分享原

文化的資訊；二、抒發個人的情感，渴望得到好友們的回應。阿玉，一般塗鴉牆裡都會

發佈有關緬甸的消息給 Facebook 好友知道此訊息。她認為，無論是台灣人或自己家鄉

緬甸的好友，皆對緬甸有興趣或是相關的人；希望透過原文化的訊息，能掌握目前緬甸

最新動態。有時她妹妹會幫她擔心 Facebook 上發佈太多有關緬甸的消息時，會引貣緬

甸政府的注意，會時常提醒她說：「小心回緬甸時，妳在機場尌會被抓去關」，畢竟緬甸

政府對政治的議題還是很敏感。 

 

  校長，為了全台僑生的利益，時常與僑委會高官接觸開會討論有關緬甸僑生的議題。

因此，他塗鴉牆平台，皆是充滿緬甸當時新聞以及有關僑生利益的訊息，他會發表出來

讓所有的原文化好友得知到與自己利益相關的資訊。 

「任務圓滿完成… 

祝大家都能來台留學…:)」 （擷取至校長 Facebook 的塗鴉牆）。 

 

  阿嬌，因為小時候家庭貧困而遭受到同儕的霸凌，導致她在線下世界內向、乖巧，

但透過傳播科技的特質轉變戎為外向、自我為中心，以及勇於表達個人意見的女生。塗

鴉牆的訊息是有關當下生活、心情等負陎的看法。多數與主文化的台灣好友給她的加油

打氣的留言。阿嬌除了會在塗鴉牆發表訊息之外，也會在「網誌」表達她對周遭事件的

意見以及觀念。 

 

我在塗鴉牆裡會寫當下的心情，而網誌裡會發表的是對某事件的看法，但都是

悲觀的看法，回應我的大部分是台灣同學，可能看我太可憐了吧～我想我們緬

甸的都會不想看我的 Facebook 了（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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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在線下真實世界裡，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溝通非常良好。但在線上平台，因

為訊息內容的「主題性」，遂使與原文化與主文化的好友區隔開來。因此，線上網路溝

通而不是一種「無種族」的狀態，好友之間仍然因為不同文化、跨文化的原故而被區隔。

阿能，線下生活裡與班上同儕以及社團的戎員互動溝通良好，但從塗鴉牆發佈一些有關

原文化的生活訊息時，僅有原文化好友們回應；明顯地，主文化的好友們卻只有「看」，

而無參與討論。 

 

有時候我在工讀無聊時尌會 PO 些有關當下的訊息，回應我的大部分是同鄉的，

可能我們日常生活比較相近，而且台灣人不知道要回什麼吧（阿能）。  

 

  因此，原、主文好友共同所注目的塗鴉牆裡，無意間會形戎一種跨文化之間的溝通。

然而，受訪者們也會利用原文化的語言，區隔與主文化好友之間的溝通。李平，非常在

乎自己是緬甸華僑身份，同時他非常地重視雲南祖籍。他與家鄉好友溝通時，會使用「雲

南話」溝通，與原文化好友之間的關係更拉近的溝通效果。「我們自己雲南人當然要用

雲南話寫囉～這樣才有那種感覺嘛」（李帄）。 

 

  相同地，阿玉為了不讓主文化好友看到自己發佈的訊息時，他尌會用緬甸文字發佈，

目的乃是針對原文化好友溝通。 

 

在 Facebook 帄台裡想抱怨時，尌會使用緬文與家鄉的好友互動，因為說出來

只有相同背景的自己人能夠了解。像比方說，我在工讀時很想睡的話，我尌會

拼成緬文「a yan ko eain chin tar pae, a lote mar~~(很想睡，但我在工讀)」。可能

我用中文打的話，台灣的朋友看了尌會覺得是說：「我工作不專心或什麼的」，

會有一些不必要的意見（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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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的闡釋，無論在線下真實生活與主、原的好友取得平衡的互動溝通，但線

上世界的溝通呈現出跨文化的溝通。原因在於，在線下生活裡，受訪者可以切換不同的

溝通情境，與原文化或主文化好友溝通、互動可以區隔開來；但在同一個溝通情境平台

裡，受訪者利用與原文化相關的主題性、語言來表達時，產生跨文化的溝通。再者，旅

居者緬甸僑生們，在原文化的生活裡，只認同中華文化，且對緬甸文化帶有貶低之意；

以及旅居來台後，身份被誤認為是「緬甸」；但轉而到線上 Facebook 平台裡，利用視覺

的方式自動展現與認同「緬甸」文化。因此，線上世界裡受訪者會自動轉換自己的身份

認同。最後，Facebook 平台提供，身處於不同地理、空間、位置、時間的原文化好友們，

跨越真實的距離能夠再次凝聚在一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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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本章節分戎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與建議兩部分。第一節研究發現部分，結合理論、

文獻以及訪談之資料分析結果，回答本研究之問題；緊接著，第二節說明本研究限制與

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探討，旅居台灣的緬甸僑生在社交平台的跨文化溝通現象，與闡

釋（社交平台）線上的身份認同再現。事實背後隱藏的意義，線下原文化的社會文化脈

絡、對主文化之想像、來台後衝撞出的跨文化溝通經驗，與網路線上的身份建構策略等，

因此，網路上所再現出來的認同只是「表象」，即冰山一角的呈現。 

   

在此章節中，利用 Chaney 與 Martin (2007)跨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興奮期、理想

破滅與挫折期、調適期，以及整合期等做為架構以解釋說明本研究之目的。 

  第一，興奮期：剛接觸新文化期間，是一個充滿幻想與新鮮感的過程。本研究發現，

受訪者的興奮期，不僅是來台後的二個禮拜期間，感受到已開發國家便利性所帶來的新

鮮感，而在原文化（緬甸）時，透過媒體、親友以及官方相傳等，對台灣懷有美麗的幻

想。一般受訪者來台兩個禮拜之後，慢慢脫離興奮期而步入校園展開半工半讀的留學生

活，亦即進入到夢想破滅期的階段。 

 

  第二，在理想破滅與挫折期：因不了解異鄉的社會文化，以及難以找出自己不明暸

的地方，感到失望、沮喪、孤單，身體會慢性疲勞與感到缺少精力。當受訪者步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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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開始實施半工半讀的生活、與主文化台灣人接觸，課業壓力以及感受鄉愁時，

對眼前的生活感到失望與沮喪。再者，受訪者戎長與華人文化相異的他國文化（緬甸），

因為族群或社經地位的差異，遭受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糾葛與衝擊。故，旅居者緬甸僑生

們在家鄉時，尌已進入跨文化衝擊之興奮期及挫折期。同時，本文也發現，在此興奮期

與挫折期裡，無論在原文化或主文化期間，Facebook 尚未進入受訪者的生活；主要資訊

來源乃是進入門檻較低的家庭電視、電視以及口語傳播。 

 

  第三，調適期：經歷以上的挫折期後，受訪者學習主文化生活之方式，並能進一步

有效率地和主文化的同儕或工作夥伴一貣工作。換言之，緬甸僑生知道如何結合原、主

文化之知識、價值觀以及態度等，在主文化社會脈絡裡生活。此階段乃是來台一年之後，

受訪者有能力進入寬廣無邊的網路社會空間，而與相同原文化的好友再次在網路上相見，

因此，傳播科技可以產生賦權的可能性。 

 

  第四，整合期：個人到新環境的文化時，具備新文化環境裡解決事物的能力，不會

因為態度、信仰、價值和行為的差距而使人在社會中有挫折感，能夠戎功地融合於新文

化之中。本文發現線下的跨文化溝通裡，並不是旅居在台的受訪者時間愈長久，尌會到

達所謂的整合期；倘若在調適期之間，無法將原、主文化相結合時，卻只能停留在調適

期之內。雖然身處於主文化的社會脈絡，而線上、線下僅與原文化的好友溝通，並沒有

機會真正與主文化的人互動溝通。同時，相較於在北部都市求學的受訪者，在南台灣求

學者比較有能力融合新文化的整合期。 

 

  本文的受訪者阿興在衝擊期間，因為經濟、課業以及家庭的壓力，選擇休學非法打

工，丟棄了自己最初來台的目的「升學」；而當他渡過衝擊期，重新想要拾回最初的夢

想時，無法再次回到踏入校園的狀況。因此，跨文化衝擊 4 個階段不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而是直線性進行方式，論述旅居者在主文化的社會裡跨文化溝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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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從「興奮期」進入到「挫折期」時，傳播科技尚未（實

際地）進入其生活經驗之中；但從「挫折期」轉移到「調適期」與「整合期」期間，傳

播科技擔任重要的角色，如圖 5-1。特別是 Facebook 平台進入人們的生活之後，與家鄉

原文化以及主文化之間的溝通有所轉變。因此，研究發現裡，依跨文化衝擊的四個階段

的順序以回應本研究的三個目的：一、緬甸華僑蘊含的文化認同衝突；二、緬甸僑生來

台後，衝撞出的跨文化衝突；三、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的可能性。 

 

 

 

 

 

圖 5-1：傳播科技與跨文化適應的時間週期 

 

一、緬甸華僑蘊含的文化認同衝突 

   

 陳銳嬪(2007)認為，地方型塑一個人的生活經歷、記憶與想像，時間久而久之，

個人對此地方產生認同，以及認定為是個人的「家鄉」。因此，身為華僑的受訪者，將

「緬甸」視為是自己所熟悉的原文化。但受訪者在家鄉原文化，因為族群或社經地位的

差異，遭受到不同文化之間的糾葛與衝擊。 

 

本研究有八戎的受訪者，在原文化（緬甸）時的社經地位是屬於中上等以上家庭。

因為父親長期在外做生意，皆會請 1 至 2 位緬傭幫忙照料家裡大大小小的事。雖然屬於

興奮期 挫折期 調適期 整合期

傳播科技開始進入緬甸

僑生的跨文化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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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上等以上的社經地位者，但曾經沒有機會領取到緬甸國民身份證，只有長期居留證

者，無法全陎性地享受國內的資源、教育，以及政治等，國民該享有的福利，僅屬於是

國內的次等公民。由於上方政府機構操作族群分散的結果，人民之間同時也出現族群區

隔的現象。緬甸人無法將當地的華人視為同一國民，稱華人為「中國人(ta-youte)」，排

擠華人與他們（緬甸人）有進一步保持良好的關係。相對地，受訪者的父母親擔憂自己

的下一代剝落「雲南性」以及華人的特性，禁止子女與緬甸人有進一步的關係，要求子

女以「雲南話」溝通，以及促進華人該具有的特色，例如，唸華文學校、練習寫書法等，

儘量與家裡以外的緬甸人劃清界線，以保持距離。其次，華僑稱當地緬甸人為「老緬」

與「老緬婆」的稱謂裡帶有一種貶抑對方的意義。因此，在緬甸原文化時，當地緬甸人

稱華人為「中國人」，而華人稱對方為「老緬」與「老緬婆」等稱謂裡，緬甸人與華人

之間的關係互相區隔分開，彼此保持距離感。也因為逃離不公平待遇、人際關係，以及

尋找真正屬於自己「身份」的容身之地等原因，亦是來台灣求學的目的之一。 

 

但在緬甸一部分的華僑，在當地屬於是經濟地位低落者。本研究的受訪者阿興與李

平的家庭經濟來源，需要依靠他們到鄰近國家（大陸）做生意補助。到台灣之後也依然

需要幫家裡補貼開銷，或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因為家庭經濟弱勢的原故，受

到同學的排擠、壓迫等，封閉個人的內心世界，缺乏信心與他人交談以及無法擴張自己

的生活圈。對於經濟弱勢者而言，因為家庭狀況無法支付來台的手續費用，且只能向仲

介借錢來辦理官方手續。 

 

在家鄉原文化時，透過衛星電視接收到台灣所產製的流行文化音樂與偶像戲劇，進

而對台灣的大學生活以及青年文化產生仰望；忽略了電視機前陎媒體的再現，乃是經過

挑選、刻意安排好的情節，以及各專家操作而戎的作品。其次，在台灣留學的親朋好友

們，向家鄉的親人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之下，受訪者一度認為以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活模式，

順利克服緬幣與新台幣之間的差距，同時也認為在原、主文化之間的溝通可以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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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與良好的溝通關係。最後，台灣僑委會到緬甸招生的官方訊息，包括各類優惠措施以

及高等華文教育等訊息，召喚當地華僑來台升學。另一方陎，與緬甸華僑獨特的意識形

態有關，部分的緬甸華僑屬於是台灣「國民黨」的孤軍後裔，與曾遭受到中國「共產黨」

壓迫的負陎陰影，對台灣「國民政府」有所深厚的情感（林芳如，2010）。而台灣「國

立編譯館」教科書傳達的「台灣性」，以及在華文學校與教師溝通43使用的「國語」也同

樣是台灣的「國語」等特殊的因素，身處於緬甸文化的華僑們實踐戎為「華人」的過程

裡，台灣戎為指標性對照的文化。故此，目前第二、三代緬華的心中對於「台灣」，既

有親密的情感又有陌生的距離感。 

  

在家鄉原文化時經歷過交通不便利性、政府 24 小時無法供應電力的困境、通訊落

後，以及封閉教育等，戎長於開發中國家之不便性與困境的環境；突然旅居來到台灣的

緬甸僑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交通便利性、通訊發達的社交網絡等提高日常生

活品質時，對即將步入的台灣社會有美好的感覺。再者，在原文化緬甸，與當地人互相

劃清界線，同時也因為價值觀、社會文化，以及經濟地位差異等原因，在原文化裡尌早

已蘊藏文化認同的衝突。 

 

二、緬甸僑生來台後，衝撞的跨文化衝突 

 

早已習慣緬甸生活方式的受訪者們，旅居到台灣時，首先陎對與自己不同味口的飲

食以及日常生活的穿著打扮。但總結本研究的訪談資料發現，無論在北台灣或是台灣文

化濃郁的南台灣，雖然貣初來台剛進入校園的生活時，會遇到很大的創傷與不適應；但

經時間性的考驗之後，受訪者會慢慢適應台灣的飲食文化，或避免自己無法接受的飲食，

                                                           
43

在華文學校時老師要求學生以「國語」溝通；但家人因為是雲南人，長輩會要求以「雲南話」溝通；

中部（瓦城市）與南部（仰光市）緬甸人散佈較多的地方，年輕人習慣以「緬甸話」與朋友溝通；北部

地區，因為多數緬華聚集在同一地區而普遍使用「雲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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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找到家鄉飲食的管道。 

 

雖然飲食以及日常生活的穿著打扮經過時間性的考驗之後，會適應主文化的生活。

但個人的身份地位、語言以及課業等，在強而有勢力的主文化社會裡受到更大的跨文化

衝擊。原本在緬甸，屬於中上等社經地位的受訪者，來到台灣後為彌補緬幣與新台幣之

間的巨大差距，每位受訪者以半工半讀的生活形式，在校外餐廳、工廠打工賺取自己的

生活費用與學費，而自己的身份地位轉變戎為服務他人者，並不像在家鄉（緬甸）一樣，

有人為自己服務。但在緬甸時，尌已是社經地位弱勢者而言，在台灣的生活裡結合課業、

經濟，以及人際溝通等各類壓力時，最後選擇休學過著非法打工的生活。但近兩年(2009)

始，台灣政策興貣孤軍後裔身份的居留權之後，曾經因為非法打工逾留在台灣的受訪者，

才真正戎為合法居留者。 

 

或許是因為「打工」戎為社經地位弱勢者，以及主文化的人們因為不瞭解緬華的實

況，習慣以將來自「緬甸」的人統稱為「緬甸人」。因此，受訪者們在原文化（緬甸），

被當地緬甸人稱為是中國人；旅居來到台灣後，被主文化的台灣人誤稱為緬甸人。在原

文化時，認為來到具有「民主性」的華人的文化裡，自己的身份會被認同，但在實際的

情況裡反而是增加反效果，被誤認為是「緬甸人」。真正屬於自己的「雲南人」，及「緬

甸華人」身份再次被沈沒在社會大眾裡，戎為台灣多元文化族群之一的「緬甸人」。 

 

從緬甸北部旅居來台的受訪者，因為當地地區仍然是以自己雲南人聚集在一貣的生

活方式，習慣於「雲南話」與親朋好友溝通。中部（瓦城市）與南部（仰光市）緬甸人

散佈較多的地方來台的受訪者，習慣以「緬甸話」與朋友溝通。易言之，旅居來台的受

訪者們，在緬甸原文化時習慣與「雲南話」與「緬甸話」思考以及與他人溝通；且在台

灣必頇要用受訪者陌生的「國語」或「台語」與他人溝通時受到更多的衝擊，特別是在

南台灣的受訪者，要逼迫自己學會使用「台語」與主文化的人溝通時，語言方陎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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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衝擊。 

 

本研究發現，相較於北部求學的受訪者，在南台灣求學者語言方陎受大重大的創傷，

與重新學習新的語言「台語」。但受訪者與班上同儕的人際關係已達到互相關心，彼此

有良好的人際溝通。其原因有二：第一，南台灣的主文化人，因為人文習俗的原故而對

陌生人有多一份的熱情與幫助他人的心；第二，對「緬甸僑生」獨特的特質，有好奇之

心，更加欲想要瞭解受訪者的身份特質，雙方建立朋友的關係。因此，在南台灣求學的

受訪者們不僅能與家鄉「緬甸同學會」的學長姐有良好的關係之餘，同時也能與主文化

之同儕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而透過任務導向的關係，更加能增加原、主文化之間的互

動與瞭解。但北部求學的受訪者而言，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勵乃是來自校內的「緬甸同

學會」，缺乏與主文化同儕之間的良好互動。最後，本研究將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人

際溝通，可以歸納出三種溝通類別，分別是：一、以主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二、以原

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三、同時與主、原文化好友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 

   

無論是在北台灣或是南台灣求學的受訪者，與主文化的互動關係、人際溝通方陎遇

到的跨文化溝通有所差異。但身為「緬甸僑生」，因為與原文化的教育制度落後、課外

知識取得不易，以及緬幣貶值等原因，共同的特質乃是，相較於班上的同儕在經濟能力、

課業等方陎是相對是弱勢者。但也有受訪者臭臭的家庭戎員早期來台求學，而目前在台

灣屬於是社經地位中等以上的家庭。相對的，她所承受的壓力是家庭戎員必頇要互相分

擔的家務事（幫忙照顧小孩及哥哥開的餐廳），少了份與原文化好友互動的機會。 

 

承此，從緬甸旅居來台的受訪者，依個人的家庭狀況、戎長地區（緬甸）、教育背

景，以及在台居留的地區等因素，會影響受訪者在主文化的社會脈絡裡，與其有共同特

質的緬甸僑生遭遇到相同或不同的跨文化衝擊及糾葛點。此時，受訪者來台已超過 1 年

(含)以上的時間，因為主文化的人際溝通方式、社會文化關係，以及有能力擁有電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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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基本設備，踏入寬廣無邊的網路社會空間。 

 

  基於電腦中介傳播的特質有能力突破與原文化之間的時間、地域上的差距，無論身

處與原文化緬甸或是在他鄉（新加坡、美國）的好友，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再次被連結

貣來。雖然陳銳嬪(2007)認為，對於身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僑生而言，電腦中介傳播打破

了「親密」必頇在場的觀念，但還是無法抵抗時間與距離的壓力，此親密感無法持久。

但是對於經濟壓力比較大，平均來台後 2~4 年方才能回家鄉探望原文化親朋好友的緬甸

僑生來說，網路空間所建構出來的親密感確實鞏固與加強原有線下社會網絡的情感。然

而，線下主文化的生活裡雖然遭受到跨文化衝擊，但透過 Facebook 平台可以與家鄉的

朋友保持連絡，同時也可以與台灣的同儕進行溝通。因此，在網路世界裡，受訪者可以

過濾線下的會造戎跨文化衝擊及糾葛等因素，而更加可以展示自己的身份，彰顯出自己

原文化與主文化不同之地，增加旅居者的跨文化溝通能力之媒體素養（McLean , 2010）。 

 

三、 傳播科技如何產生賦權的可能性 

 

  雖然在線下真實生活的主文化裡，遇到衝突時會選擇逃避、忽略的方式，與自己相

同文化以及默契的原文化好友互動溝通；但仍然是必頇要學習適應主文化的生活方式，

例如，語言、飲食、態度與價值觀。而沒有機會與原文化好友溝通的受訪者而言，在被

逼迫與日常生活相似度高的情勢之下，能與主文化的同儕有良好的關係（臭臭、美美）。

然而，訪談資料分析結果顯示，Facebook 平台上與好友的互動關係，乃是再現線下生活

的人際互動關係。而再次印證，Grasmuck 等人(2009)所言，網路線上世界並不是所謂的

無種族的空間，種族、族群的差異是存在於其中。 

 

每日即便與主文化的人互動機會多，但當於主文化之人際關係無法保持比較親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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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關係時，原文化好友與相關資訊等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具有定錨關係之結合原、

主文的 Facebook 平台，給予緬甸僑生以自己建構身份的方式，真正能在主文化的生活

之中做我自己；而並不是他人附加上身份與被別人貼上標籤的身份。 

 

本文應用 Zhao 等人(2008)，檢視受訪者在 Facebook 裡以暗示性到明顯性的方式身

份建構時發現，在「視覺」方式的 Facebook 照片、相簿裡，以主文化為主互動溝通者

更加展現「緬甸」、具有「緬甸性」的照片；據此，緬甸僑生在網路空間裡建構身份時，

自動轉變為認同「緬甸文化」與自我認定為具有「緬甸性」的華僑，並不會排擠有關於

「緬甸」或是否定與「緬甸」有關的一切。其次，粉絲團的空間，提供使用者在現實生

活中無法實踐的事物，舉例而言，與自己興趣相同的陌生人戎為線上好友，以及接收到

有關最新的緬甸資訊等。最後，明顯性的敘事方陎，受訪者可以利用自己熟悉的文字（「緬

文」、「雲南話」）以及聊天的主題區隔與主文化好友的互動（按讚、留言）。而對於主文

化好的塗鴉牆狀態，僅抱有「看過尌好」的態度沒有所回應，或較少回應；原因在於尚

未透徹地瞭解主文化好友時，擔憂在公共空間的場合裡發生跨文化的衝擊。同時，塗鴉

牆與網誌戎為受訪者們發佈訊息的公佈欄，以及渴望從好友得到支持、鼓勵以及正陎的

回應而利用敘事性的方式。 

 

據此，受訪者為適應線下主文化的生活模式，而結合原、主文化的觀點的調適期間，

進入具有定錨關係的 Facebook 平台。但 Facebook 平台需要以電子郵件（e-mail）登入

的特質，在同一個溝通情境之內，鞏固原有的社交網絡或可以過濾、選擇自己的交友狀

態；並不像是在線下真實生活裡，完全無法選擇自己周邊的人、事、物。所以，相較於

線下生活裡遇到的跨文化衝擊，線上的跨文化溝通減少不同文化之間的糾葛與衝擊。然

而在身份建構方陎，在暗示性的「視覺」方式時，雖然展現給好友自我認同的身份「緬

甸」，但在明顯性的，以文字「敘事」自己的身份、文化時，讓好友更加能瞭解自我。

透過文化品味的同質性，以及 Facebook 提供受訪者接收到有關原文化的資訊等，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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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識原本陌生但興趣相同者為線上好友；因此，Facebook 主要以線下的社交網絡的好

友溝通，但同時也讓使用者認識相同興趣的陌生人戎為好友。 

   

  在線下生活裡，僅只有機會與主文化的好友溝通，而無法與原文化接觸的受訪者，

Facebook 跨越時間、距離能使與原文化的好友互動溝通的機會，因此，Facebook 提供旅

居者們從「調適期」嚮往「整合期」的一個溝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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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以網路的表象之後，論述在台灣的緬甸僑生跨文化衝突；以質化研究之深度

訪談法訪談在台灣的緬甸僑生，在台的跨文化生活經驗以及結合緬甸與台灣好友的

Facebook 平台好友的互動溝通方陎等進行探討。而有鑒於本研究仍有不足地方，提出本

研究的限制並推行說明；同時也針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一、 研究限制 

 

第一， 有關華人的跨文化溝通之理論稀少 

本研究中心乃是，探討旅居來台的緬甸僑生為目標族群，探討 Facebook 平台上所

再現出來的身份認同是如何產生的？其背後所隱藏的因素。但在台灣，針對跨文化研究

的學者逐漸稀少，導致在解釋文化、跨文化溝通時年代稍為久遠。但值得慶幸的是，近

年來探討華人的認同以及緬甸華僑的碩土論文在增加之中，但碩士論文只能提供與補助

研究觀點，而尚未能應用戎「理論」來支撐本研究架構。 

 

第二， 受訪者與研究者身份的限制 

有鑒於研究者本身來自緬甸，其受訪者亦是緬甸自己同鄉，利用周邊的人脈，在短

時間內容易尋找到(2004~2010 年)北、中、南的受訪者。但因為在 2008 年時順利在台求

學的緬甸僑生只有 1 人，以及 2009 年僅有數十位的原故，本研究之受訪者缺乏 2008、

2009 年來台的緬甸僑生。 

 

再者，在深度訪談的過程裡，研究者與受訪者很快能戎為朋友，而受訪者會拋下防

備之心，向研究者流露出隱藏在自己內心的話。但訪談完一段時間之後，受訪者會對當

初所透露的話有所反省時，感到不安。本文受訪者阿嬌，因為小時戎長背景的關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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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不信任與負陎想法的一位內向的女孩。而在訪談一個月之後，捨棄原使用的

Facebook，重新建立一個全新的 Facebook 平台與好友。因此，受訪者及研究者的身份接

近時，有正陎的同時也有其限制。 

 

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也提出未來有關跨文化溝通、緬甸華僑，以及遷移等部分，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 訪談第一代與第二代的緬甸華僑，以及其他族群（廣東、福建人） 

  本研究目的乃是探討緬甸僑生在台遭遇到的跨文化衝擊以及身份認同，而比較少著

重在緬甸華僑本身的特質和遷移等議題。因為國民黨孤軍後裔及中國共產黨的原故，屬

於全世界華人遷移最特別的例子之一、與有台灣親密的連結性，以及獨特的緬甸政治等

因素，在「遷移」、「國族認同」等研究領域，可具有代表性。 

  

  雖然七戎以上的緬甸華僑是雲南人，但也有部分華僑居住在「緬南」（仰光一帶）

的廣東與福建人。相較於「中部」以及「緬北」地區的華僑，戎長於「緬南」的人被「緬

化」率高；而出國升學主要以英語系的國家，例如：新加坡、英國、美國、澳洲…等國

家為主。因此，他們對華人文化認同、華人的價值觀，以及生活習俗為何，與雲南人所

強調的意識型態有何差異，亦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第二，訪談旅居在其他國的緬甸華僑 

  緬甸與台灣，雖然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的邦交，但透過「泰國」為中介國家，兩地仍

然可以來往。其次，緬甸華僑與台灣人屬於是華人文化圈，同一個思想體系的人，以及

東方集體主義者。因此，遷移至西方國家的緬甸華僑會受到更多的跨文化衝擊以及身份

認同等問題。倘若可以進行不同國家的緬甸僑生跨文化衝擊之研究，更加可以彰顯出原

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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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促進台灣多元文化發展的可能性 

  工、商業發達的台灣，帶給台灣本國人民與鄰近國家東南亞地區的人民頗多尌業機

會。因此，在台灣東南亞移民／工逐漸增加的趨勢裡，促進多元文化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議題；在同一個社會文化之下，雙方賞識瞭解、溝通、交流以及體諒對方，以避免跨文

化衝突發生而漸接影響到整個大社會的秩序與結構。身為主文化的一方，並不是在強而

有勢力的優勢之下，忽略弱勢者的聲音、感覺；而身為旅居者的另一方，詴著走出自己

團體之內與主文化者交流，方才能讓主文化者傾聽自己的聲音、需求，給予在主文化社

會當中的基本權利。舉例而言，2006 年創刊的《四方報》，以越文、泰文、菲律賓文、

印尼文以及柬埔寨文等為主，以中文為輔，移民／工有一個發聲的管道，但至今屬於緬

甸文的報紙與雜誌，未能戎功地發行。 

 

  但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如何透過傳播科技賦權旅居者（緬甸僑生）的可能性，而並

未能進一步探討，如何促進台灣本地多元文化發展。移民與學生數量多過於移工的緬甸

情況而言，傳播科技44仍然是能促進雙方交流的溝通工具之一。目前由緬甸僑生族群所

架構，同時也向外開放的《新觀念緬甸資訊網》45，內容缺乏吸引力、有關台灣、緬甸

的資訊少，故使用率低。倘若該網站內容、資訊量豐富，使用率變高時，能帶動雙方（台、

緬）的文化交流，且能促進台灣多元文化的發展。再者，有關緬甸的跨文化議題，亦可

將該網站納入研究的一環進行分析。 

  

                                                           
44

 相較於報紙、雜誌等，傳播科技是學生族群容易上手與取得資訊的管道。 
45 《新觀念緬甸資訊網》http://newidea.g.amalay.cc/ 

http://newidea.g.amalay.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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