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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長期居留大上海地區的「台灣人」
﹐其「身份認同」
是否發生變化﹖若是﹐則其過程如何﹖其原因又為何﹖蓋兩岸互動日益密切﹐
「常
居對岸」或「兩岸流動」的人數﹐亦隨之持續攀昇。乃引起台灣官方與民間的高
度關切﹐或擔心其將「落地生根」
﹐一去不還﹐造成人才﹑資金的流失﹔或者憂
慮其「政治忠誠」﹐懷疑其將扮演「以民逼官」的角色。結果一則此群體快速擴
張﹐加以想像中的嚴峻後果﹐已使得此類「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成為今日極敏
感﹐極富爭議﹐但卻必須面對﹑瞭解的問題。
有鑒此主題的重要性和經驗研究的必要性﹐本研究藉由較長時間之實地訪
談﹐深刻描繪並進而解釋大上海地區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變與不變。研究發現﹕
藉由大上海地區之台灣人生活方式、職業計畫和社會關係的重構過程，將上海台
人的認同轉變的形式分為「利益導向的明確抉擇」和「舊認同和新情感勢力消長
的動態過程」
；而認同的模式則可歸類二種模式：
「兩階段模式」和「漏斗型模式」
，
這兩種模式非完全互斥，兩種模式混合結果是造成上海台人人際網絡的割裂，其
上海友人和台灣友人構成兩種絕緣體，互不認識。

關鍵詞﹕兩岸關係﹑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多元認同﹑流動認同。

1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the personal identity of the Taiwanese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area. As many of us already know,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the flows of
goods and investments across the Strait have been expanding at an astonishing speed. At the
same time,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mainland have also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How
would these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Based on extended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I try to shed light on the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the personal identity of the
Taiwanese in the Great Shanghai area. I claim that the identity of the Taiwanese in China may
sometimes intensify and some other times mitigat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ross-Strait exchange. Once concentrating on the identity issue, in section three, I will then
introduce my field research and report my field findings on the “shifting of identity” of the
Taiwanese in Shanghai. I will illustrate the shift of identity through the reshaping of the life
patterns, career plans,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Taiwanese in Shanghai. In the section
follows it, I will go on tracing the course of identity change. In that regard, I will deal with
issues such as 1) two forms of identity transition, i.e., “identity transition as a choice” and
“identity transition as continuous negotiations,” 2) two common models of the processes of
identity change, i.e., the “two-step model” and the “funnel model,” and 3) the general contour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iwanese identity in flux.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I will
call for detailed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emerging pattern of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democratization.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s, National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Multiple Identities,
Fluid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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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起、目的與方法

近十餘年來的「兩岸關係」﹐主要為「政治疏離﹑經濟融合」的局面 (吳玉
山 1997﹕119-69﹔衛民 2002﹕20)。之所以形成目前之結構﹐實與台方的政策難
脫干係。蓋對吾政府而言﹐一則須考慮自身的發展與轉型﹐乃避免與對岸進行「經
濟」對抗﹐於是適度開放兩岸「經貿往來」 (Naughton 1995: 3 & 81-4﹔吳玉山 前
引書﹕124-30﹔高長 2003﹕204)。另方面﹐吾方又唯恐因此喪失「政治」的獨
立自主﹐為謀因應﹐乃進行「新國族意識」的建構 (王振寰﹑錢永祥 1995﹕17-55﹔
蕭高彥 1997﹕19-23﹔江宜樺 1998﹕137-88﹔江宜樺 2001)。因而前述的「兩岸
關係」結構﹐固可謂「兩岸互動」之結果﹐也不妨視為「台灣政經策略」之產物﹐
因此亦大致符合台灣的基本利益。
但對關心台灣長遠利益者而言﹐若考慮目前尚稱平穩之「兩岸架構」
﹐未來
是否可能鬆動﹖針對此一問題﹐依作者所見﹐應自其身處「臨界」(boundary)﹑
較為「易感」(responsive) 的成份﹐入手觀察﹐長居中國大陸的「台灣人」﹐便係
此中典型。因為其乃「兩岸交流」所孕育的新社群﹐流動於兩岸間﹐也連綴海峽
兩岸﹐其切身利害﹐深深繫於兩岸之穩定﹑開放。然此「經濟融合」的產物﹐是
否仍能承載「政治自主」所必須之「新國族意識」﹖吾人卻至今未能明瞭。在此
同時﹐針對此新興社群﹐台灣社會既憂心其「落地生根」
﹐造成人才與資金的外
流﹔又懷疑其心向對岸﹐將轉而「以商圍政」﹑「以民逼官」。存在於想望中的種
種嚴峻後果﹐已使得「大陸台人」的認同問題﹐成為台灣今日極敏感﹐極富爭議﹐
但卻必須面對的問題。
以上乃就「現實」面觀察﹐若就「理論」面著眼﹐一則西方有關「族群認同」
的文獻﹐多集中探討「現代化」過程中之「民族/民族主義起源」問題 (如 Gellner﹑
Anderson﹑Hobsbawm 等人著作)﹐無益說明此時此地大陸台人的「認同變遷」 (詳
後﹐亦可參考耿曙 2001)。另方面﹐此種「認同變遷」﹐不但發生於「當下此時」
之「全球化」環境中﹐更深深植根於兩岸「文化相融﹑政治對抗」之特殊背景中﹐
因此有關「台人認同」之變與不變﹑如何轉變﹐不但能有助理解類似結構下之「認
同變遷」問題﹐或尚能進一步貢獻有關「族群認同」之一般理論﹐幫助其包容﹑
調整﹐邁向「全球時代」。
因此，本研究之主題﹐在探討長居大上海地區「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有鑒
兩岸經貿往來日趨密切﹐因而引起台灣社會的高度關切﹐或者憂慮製造業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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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台灣產業的「空洞化」(高長﹐2001)﹐或者懷疑兩岸交流所孕育之「特定利
益團體」﹐將成為「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第五縱隊」(吳介民 1996﹕229﹔
林佳龍 2001)。種種想像與疑慮﹐相互激蕩﹐並偶現回歸「戒急用忍體制」之呼
聲。目前有關上述「政經衝擊」之討論﹐已所在多有 (如童振源 2001 及 2003)。
唯依申請人所見﹐前述各種衝擊﹐若果能深創台灣﹐則其必與台人之「認同變遷」
有關，尤其是對個人身份之認同。就此而言﹐則「認同問題」
﹐實為「兩岸交流」
中的關鍵要害﹐而為吾人所不能輕忽者。上述觀點﹐爰分析如下。
1﹑兩岸互動之開展
自 1980 年代晚期以降﹐政府宣佈開放大陸探親﹐並逐步解除外匯管制等相
關限制﹐兩岸之「經貿互動」於焉展開 (吳玉山 1997﹕121-34﹔高長 2002﹕
291-326﹔衛民 2002﹔張榮豐 1997﹔李非 2000﹔劉映仙﹐殷存毅 1999)。回顧
過往十餘年間﹐兩岸「經貿交流」持續擴張﹐時至今日﹐台灣已是對岸的第二大
進口市場 (始自 1993 年)﹐以及第四大的貿易夥伴 (始自 1990 年)。而中方更浮
現為台灣的第一大出口市場 (若計入香港轉口份額﹐則始自 1994 年便爾) 及第
三大貿易夥伴 (始自 1993 年)。此外﹐在兩岸貿易的過程中﹐大陸也逐漸成為台
灣貿易順差的最主要來源 (尤在 1990 年代中期後﹐其地位更形凸出)。換言之﹐
今日的台灣﹐有約四分之一的出口﹐其買主為中國大陸﹐而台灣也唯有依靠大陸
市場﹐方能勉力維持外匯收支的平衡 (Keng 2002﹔耿曙 2002)。
除跨海貿易外﹐更核心的兩岸「經貿互動」形式﹐乃赴大陸投資之台商所構
築﹐前述貿易往來﹐事實上亦受此類投資風潮所牽動。由於受對岸「廉價生產要
﹑以及各級政府之「優惠政策」
素」(勞力﹑土地﹑原料之類)﹑「潛在消費市場」
所吸引﹐加以台灣自身投資環境之逐漸惡化﹐自 1980 年代晚期始﹐台灣廠商紛
紛展開「西進」投資﹐先為各類傳統製造部門﹐近年已逐漸擴及光電/高科技產
業。據我經濟部「投審會」之統計﹐早自 1992 年起﹐大陸便成為台灣的最大投
資對象﹐而截至 2001 年底止﹐「登記有案」的台商投資案﹐已達 2 萬 4 千多件﹐
累積金額近 200 億美金。然根據大陸方面的資料﹐台商投資更高達 5 萬多件﹐實
際到位金額超過 290 億美金。即便「中方」統計數字如此驚人﹐然據專家估算﹐
前引資料仍遠遠低估實際的投資規模。
總而言之﹐過去的十餘年中﹐在「政治僵持」的局勢下﹐兩岸互動的主軸﹐
厥乃「經貿交流」
﹐如吳玉山氏便認為﹐
「經濟因素」實係「兩岸關係的基礎」(同
前書﹕119)。構築於此「基礎」之上﹐兩岸民間亦逐步開展觀光﹑探親﹑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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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社會等不同層面﹐日益密切的交流。
2﹑兩岸交流之衝擊
如上節所述﹐兩岸間既發展如此密切的「經貿往來」﹐然而此類互動﹐是否
將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產生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隨兩岸交流的日漸擴張﹐
此問題亦引起台灣社會的高度關切﹐政黨﹑學界對此頗有不同看法﹐並因而展開
持續的辯論 (如高希均等 2002﹔陳博志等 2002)。爭議的焦點﹐一則針對台灣
所遭逢之「經濟衝擊」﹐再則為台灣所面對之「安全威脅」
。但若依申請人所見﹐
則兩者均應經由「認同變遷」面向﹐方能適切觀察「兩岸交流」對台灣的嚴峻衝
擊。以下諸節﹐對此分別加以分析﹐以申論「認同問題」之重要。
首先討論衝擊台灣經濟的產業「空洞化」(hollowing out) 問題﹐蓋所謂產業
「空洞化」﹐ 主要指因「境外投資」或「產業外移」﹐所造成之國內「製造業基
礎」(manufacturing base) 流失問題。或謂昔日之「戒急用忍」政策﹐即種因於「產
業空洞化」之疑慮。 唯如吾人所知﹐
「境外投資/產業外移」並不必然導致產業
「空洞化」﹐一則產業對外擴張﹐將有利本國競爭力之提昇﹐以及生產-市場的全
球佈局﹐再則﹐特定產業 (如各種「勞力密集/夕陽產業」) 的對外轉移﹐亦為完
成「產業升級」(industrial upgrading﹐或涉「產業結構」變化﹐如「資本/技術密
集」產業﹑服務業部門之擴張﹐或為「經濟效率/勞動-產值比」之提高)﹐所不可
或缺者。
台灣是否面臨產業「空洞化」危機﹖對此﹐一般學者多持正面看法﹐認為過
往十餘年間﹐
「台商西進」並未明顯有害台灣整體發展﹐反因此得到「產業升級」
的良機 (高長﹐前引 2001)。

但展望未來﹐則是否依然如是樂觀﹐就經濟學觀

點而言﹐端視「產業升級」與「產業外移」之相對速度判斷﹐若前者較快﹐則台
灣經濟將因此脫胎換骨﹑展現新貌﹐但若後者超前﹐則所慮之產業「空洞化」﹐
勢將無法避免﹐台灣將走向長期衰退。現政府有鑒於此﹐乃戮力改善投資環境﹑
暢通資金回流﹑鼓勵設置研發基地﹑營運總部等﹐切盼「產業升級」﹑
「根留台灣」
。
但如吾人所知﹐「產業升級」有賴「資金」與「人才」的投入﹐然就投資趨
勢而言﹐「資金」的流向﹐往往追隨「人才」
﹐因為一則處於「知識經濟」時代﹐
「資金」必須配合「人才」(尤其專業技術管理人才)﹐方能充份擴大報酬。再則﹐
吾人更不可稍忘﹐
「資金」受「人才」(企業所有/經營者) 的支配驅使﹐其流向終
究仍係於「人心向背」
。換言之﹐台商若果認同對岸之「中國」﹐以其為安身立命﹑
發展終老之地﹐則無論其「人身」﹑「資金」﹐似皆難有返還之理。綜合上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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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未來的競爭﹑台灣未來的發展﹐關鍵在於「人才」與「資金」的去留﹐
「資金」
大體依附「人才」﹐而「人才」流向﹐又受其所持「認同」之左右。「認同問題」
之關係重大﹐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吾人可再就「兩岸互動」過程中﹐台灣所面臨「安全威脅」﹐加以討
論。對此﹐學者經常提及者﹐乃中共「經濟制裁」與「附庸扶植」兩類問題 (吳
介民﹐1996)。前者以「截斷經貿交流」為威脅﹐嚇阻對方行動﹔後者則於「對
手內部」培植勢力﹐以為分化﹑游說之用。吾人若先就「經濟制裁」觀察﹐則一
方面其代價偏高﹑受害面廣﹑反對者眾﹐實乃未必划算之「政策工具」(童振源 2001
及 2003)。其次﹐「經濟制裁」屬「負面嚇阻」(不同於正向操縱如此任意自如)﹑
且往往僅能「概括處份」(難以區分對手內部之打擊對象﹐祇得一體適用)﹐應用
時機必然有限 (蓋無論「平日要挾」﹐或「爆發衝突」
﹐較有效之工具似仍為「軍
事力量」)。最後﹐為抗衡「經濟制裁」之勒索﹐對手方面亦必預為因應﹐展開
各種準備與動員 (前者如台灣之「戒急用忍」
﹑
「南向政策」等﹐後者則如前述「新
國族意識」之建構)﹐
「經濟制裁」之威脅﹐不免大打折扣 (吳玉山 前引書﹕169)。
「經濟制裁」之威脅﹐既毋須過份憂慮﹐但依照學者看法﹐「兩岸經貿」所
導致之「安全危機」﹐最為關鍵者﹐厥為中共所培養之「利益團體」 (即吳介民
所謂「跨海政商網絡」之結成﹐1996﹕237﹐及林佳龍所謂「親中利益團體」﹐前
引 2001) 也。但若就對岸培植「利益團體」相關因素觀察﹐則攸關重大者﹐一則
為其政權所掌握之「利益酬賞」(selective incentive﹐即「蘿蔔-巨棒」﹐如各種特
許利益﹑額外優惠等) 工具。但由於市場深化﹑加入「世貿」等因素﹐中共政權
所能運用自如之「酬賞」日漸流失﹐以此觀之﹐其號令﹑收編台商之能力﹐亦當
在逐漸弱化當中。再則﹐除其所有「酬賞工具」外﹐台商/台人本身之「認同問
題」﹐必然亦扮演相當之角色。蓋台人之「國家認同」
﹐本身即決定其是否甘心為
對岸服務—即便在極有限之物質酬賞情形下。換言之﹐極端認同「中國」者﹐似
乎不必任何物質回報﹐便將心悅誠服為「統一大業」服務﹐此確係我方須高度關
切者﹐而其關鍵要害﹐便在「認同問題」。
3﹑「認同」﹕無可逃避的框架
吾人觀察「認同」的影響﹐可以參考 Charles Taylor 的觀點。據其所見﹐任
何有意識的行為﹐必然源於一種「詮釋的基準」(horizon of interpretation)﹐否則
必將流於「恣意妄為」(蕭高彥 1998﹕491)。此種「詮釋基準」﹐最終乃植根於
行為主體的「認同」 (自反「己身究何所屬」的問題)。因此﹐對 Taylor 而言﹐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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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乃行為主體進行判斷時「無可逃避的框架」(Taylor 1989/2001﹕3-33)。
若本此關照「政治行為」﹐則如江宜樺所言﹕「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於
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我命名』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我』
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行動的『先決條件』或『預設條件』﹐因此許多人認
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江宜樺 1998﹕3﹐申
請人增添部分括號以強調其內容)。無怪乎論及「兩岸問題」﹐胡佛便直指其本質﹐
仍為「認同問題」(1995﹕序 2)。同樣的﹐吳乃德亦有類似看法﹐認為「民族認
同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最顯著的議題。不論是現在或未來﹐民眾的民族認同
之態度和內涵都是兩岸關係中最重要的變數。」 (2002﹕1)
然若就「認同問題」觀察﹐則「兩岸交流」是否與如何牽動台人的「認同變
遷」﹖吾人若自處於「臨界」﹑較為「易感」的社會成份 (典型為長居大陸的「台
灣人」)﹐入手觀察﹐則隨「兩岸交流」之迅速深化﹐
「大陸台人」此一急遽擴張
的社會群體﹐身處「中國」社會﹐其「台灣認同」是否將發生變化﹖若是﹐則將
如何轉變﹖是否將一度「落地生根」之歷程﹐使得「台灣人」朝「中國人」轉變﹐
即所謂「認同的流動」(shifted identity) 過程﹖抑或「中」﹑「台」兩地域意識﹐
皆將失其所據﹐既處於「全球時代」﹐為不斷追逐較佳的生活﹑獲利機會﹐常留
大陸的「台人」﹐唯賸「流動的認同」(liquid identity) 爾﹖此一問題﹐除其深富
「理論意義」外 (見下述)﹐今日政治論述中﹐充斥「以商圍政」﹑「以民逼官」
之疑慮﹐凡此種種﹐已使「大陸台人」的「認同問題」﹐成為台灣當下極敏感﹑
極富爭議﹐但卻始終無法迴避的問題。有鑒上述原因﹐「台人認同」乃成為本研
究所探討的主題。
因此，本研究以大上海地區實地調查為基礎﹐結合「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 ﹑「 焦 點 團 體 」 (focus group) 並 搭 配 以 「 半 結 構 式 的 訪 談 問 卷 」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以為資料蒐集的方法。乃針對認同問題之調查難
度頗高﹑資料蒐集不易之特性所設計。其具體程序﹐概述如下。
首先﹐對於個案的選擇﹐本研究則先剔除不適合之個案﹐再依年齡性別﹑省
籍歸屬﹑日常語言﹑教育程度﹑從事行業﹑職位高低﹑登陸時間等﹐就其所佔比
例﹐各取代表。但因考慮隨機取樣的不易與隨機樣本的限制﹐不免多賴當地台商
協會﹑社區管委會﹑地方官員﹑企業家等相互介紹﹐雖可能因而導致「選樣偏差」
(selection bias)﹐但基於下列原因﹐應不致影響研究效度。首先﹐本計劃專注於較
少數之個案﹐目的本在發掘認同變化的趨勢﹑說明其轉變之原因。研究結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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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其「啟發」處 (heuristic)﹐並不作擴張解釋。其次﹐影響選樣的原則 (調查過
程所利用之各種關係)﹐與研究的主要變數﹐並無系統關聯﹔即便選樣有失﹐仍
不致過份削弱所得結論。最後﹐對於訪談對象的挑選﹐務求分散案例來源﹐避免
依賴少數牽線者。
其次﹐就深度訪談的程序而言﹐本研究先就其「登陸」之歷程回顧﹐建立資
料架構。再隨交談逐步深入﹐進而擴及受訪者的「生活史」(life history)。由此轉
入其登陸後之種種經驗。至此﹐先請受訪者介紹其個人背景﹑移居上海之原因﹑
對當地之印象﹑與當地社會之接觸﹑未來孩子生涯規劃等﹐並鼓勵抒發感觸。若
一切順利﹐則此階段的工作﹐便可轉向「問卷訪談」。此部分視情況調整﹐部分
訪談個案以數次之「深度訪談」引導﹐事先熟悉受訪者﹐化解可能的疑慮。至於
「問卷訪談」之進行﹐一面按題綱逐項提問﹐一面則參照前階段之訪談內容﹐加
以整理。若見聯繫﹐則請一併說明﹔若有出入﹐則必追根究底。訪問之結果﹐經
篩選整理後﹐將問卷資料﹐納入統計分析。而所得之「訪談錄音」及「田野筆記」
(field-notes) 則帶回謄錄分析。此外﹐申請人在上海大學社會系之協助下﹐安排
四場「焦點團體」調查會。簡言之，本研究主要乃結合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與參與觀察。主要透過訪談問卷﹐採集有關量化資料﹐藉以驗證假說﹐並輔以深
度訪談﹐累積質化資料﹐以便與前者相互補充。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探討大上海地區台商的「個人認同」問題，藉由如生活方
式、職業計畫和上海生活的社會關係等等外顯特徵之重構過程，抽絲剝繭，試圖
描繪出這些外顯特徵蘊含的認同圖像，以及認同轉變的過程和型態。

(一)外顯特徵
生活方式
就作者的觀察和訪談，愈來愈多上海台人傾向於較長期的停留，他們之中有
許多人已經購置或是計畫購置家人居住的房子。據上海台辦估計，上海地區有
22 萬棟房子擁有人是台灣人，而且多是居住而非投資。而以往穿梭台北上海兩
地的台商已經愈來愈少，甚至過年期間，亦選擇待在上海。最後，對於台灣發生
的事情，多數上海台人亦選擇冷漠以對。
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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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上海市經濟蓬勃發展，許多上海台人逐漸興起在此「安身立命」的念頭。
即使在必須付出失去在台灣所有機會的成本下，多數上海台人熱切地希望「與中
國一起成長」。上海或是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台商口中可以成就終身事業的地方，
因此，許多上海台商開始積極融入當地社會，如上海話的學習。再者，許多上海
台人將家人接往上海同住，甚至有些台商將子女送往當地小學或中學就讀，以進
一步與當地融合。部分台商表示退休後可能會待在上海。
社會關係
為了進一步融合於當地，許多台商尋求與當地社會更緊密的關係，而當地社
會也逐漸接納上海台灣社群，許多上海人會主動邀請台商到家中作客，這意味著
真正的友誼的表現。逐漸的，上海人與台灣人的生意伙伴關係變得更普遍。無疑
的，兩岸通婚更是逐年增加。而也有愈來愈多的台灣人搬出台灣人群聚的地區，
選擇與上海人為鄰。

(二)認同轉變的方式
利益導向的明確抉擇
通常認同有明確轉變的台商多數是在中國大陸前景看好的產業部門，這是很
容易理解的，這些台商投資成功或是良好的工作經驗使得他們看到的是中國光明
的一面，促使他們修正他們的認同。當然認同的修正並非一朝一夕促成，這些台
商會去考量總體情勢，1990 年代晚期以前，決定長期定居上海的台商寥寥可數。
而在於台商們看到中國或是上海經濟實力的展現，尤其是安然度過 97 年東亞經
濟危機，以及相對照下，台灣經濟的每況愈下，大約在 1999 年之後，逐漸有台
商興起定居上海的念頭，尤其是經商有成的上海台人。
舊認同和新情感勢力消長的動態過程
但認同問題並非全然是根據理性來取捨的，一個較佳的理解上海台人認同轉
變的方式是對於台灣的舊認同與對於上海新感情勢力消長的動態連續過程。在作
者的訪談中，多數的台商堅持上海與台灣都是他的家，即使這些台商已經將他的
家人帶去上海，甚至有些台商已數年未曾返台，或是早已決定退休後繼續居住於
上海。但是對他們而言，台灣只是遙遠的田園，只是不願承認此點。據筆者的觀
察，事實上，只要移居至上海三到五年的時間，這些上海台人與台灣失去關連性
逐漸式微，而台灣本土人士亦將這些人視為自願離鄉者。但另一方面，上海之台
人認為自己優於當地上海人的想法依舊，而當地人接納的意願亦不高，於是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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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台商選擇移居上海時，他們同時在上海和台灣失去身份。

(三)認同轉變的過程
兩階段模式
多數台商離開台灣，初到上海時，基本上既是失去台灣身份，同時亦未有上
海的聯繫，成為無身份的人，此時的他們多會選擇上海台人居住的社群，並渴望
加入上海台人的社群，尋求慰藉。但隨著在上海時日的增加，他們逐漸感受到脫
離當地社會並非妥當，於是許多人開始離開台灣社群，逐漸融入當地社會。上海
台人社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讓新加入者不安的情緒得到慰藉。
漏斗模式
為何選擇離開台灣社群？上海台人逐漸調適修正他們的認同，其認同調適的
軌跡如同漏斗。根據筆者的觀察，再三到五年後，許多上海台人可能會考慮當個
上海人。
這兩種模式非完全互斥，兩種模式混合結果是造成上海台人人際網絡的割
裂，其上海友人和台灣友人構成兩種絕緣體，互不認識。

四、計畫成果與自評
本計畫的經驗研究﹐係屬滾雪球式的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ing)。由於
研究對象母體清冊難以確定，加上訪問對象的尋求有一定的困難度，故採用上述
方法，而此類研究的共同限制﹐在深度﹑廣度的顧此失彼。作者既注重前者﹐難
免拙於後者﹔訪談個案有限﹐不免小樣本的統計問題。但本研究的目的﹐僅在提
列具有啟發意義的假說﹐待得日後的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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