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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洄游型旅人與望安島的互動關係，研

究期間為2010年至2011年，深度訪談14位受訪者，將訪談內容轉錄成逐字
稿，並以內容分析法進行編碼，結果發現洄游型旅人依戀於望安島的社會

現象，島嶼依戀係指洄游型旅人經由島嶼經驗所衍生之情感，島嶼俱備雙

關意涵，狹義而言，係指「望安島」，廣義而言，意味「島嶼類型的地理

空間」，與此同時，深掘望安島的和諧氛圍。依戀情感雖莫可名狀，卻是

促使許多人走向島嶼的主要原因，故島嶼依戀應可作為其他島嶼研究的源

起與參考，並於經營管理上納入考量，俾利更多人投向島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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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gratory travelers 
and Wang-an Isl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4 respondents 
between 2010 and 2011. The records were transcribed into verbatim texts and, 
subsequently, coded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a social 
phenomenon that migratory travelers attached to Wang-an Island (so-called 
island attachment) and it was the emotion derived from island experiences 
that drove the phenomenon. There were two meanings for the term “island”, 
namely a narrow definition of Wang-an Island and a broader definition about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the island. Simultaneously, we discovered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at Wang-an Island. Although travelers were unable to immediately 
describe their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the island, it was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visit the island.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future research focus 
on island attachment. Further, management should consider it as part of touris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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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在質性研究中，個人經驗日益受到重視（任凱、王佳煌譯，2005；高熏芳、林
盈助、王向葵譯，2001；Campbell & Gregor, 2004）。本研究亦由個人經驗出發，筆
者浸淫望安島約十年，過程中經歷志工、旅人、研究的身分轉變，於此期間，發現多

有旅人常年往返望安島，如此現象便激盪起本研究動機。總的來說，本研究意欲探討

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前者，選擇「洄游型旅人」，以迥異於傳統的觀點來看待島嶼

場域，目前涉及島嶼的研究多以旅遊面向切入（陳文貞、林宏恩，2010；鍾錚華，
2009），鮮以情感深入，職是之故，相當值得以情感角度窺探究竟。Butler (1993)曾
提及，島嶼研究危險之處，在於研究者以外來的學術思想以及中產的階級觀念強加於

島嶼，惟對島嶼而言，研究者可能只是短暫的消費者，並非直涉其中，因此，往往無

法顧及島民意見，失卻良意。另一方面，實居於島嶼的居民雖是浸淫其中，但在遭遇

旅遊凝視、社會文化、資本主義的衝擊之後，常有失控之虞，故若以島民角度切入，

多屬抱怨。

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洄游型旅人，其既非島嶼居民，亦非閃逝遊客，旅人因秉

持情感而持續前往，甚有落地生根的傾向，故本研究以洄游型旅人為中介者，一方面

承接外來訊息，一方面轉化內在情感，試圖以其經驗勾勒出貼近真實的島嶼特質。地

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自1992年起飛(Low & Altman, 1992)，已漸繁盛，如今亦援引
入經營管理與環境衝擊等層面(Brehm, Eisenhauer, & Krannich, 2006; Tsai & Shiue, 2010; 
Vorkinn & Riese, 2001)，使得研究愈趨綿密，原本單純的人類與環境關係更得以由不
同角度切入，然而，多數地方依戀的研究集中於大陸地區，少有涉及島嶼場域，因

此，本研究獨特之處在於結合島嶼場域與依戀概念，進而融入島嶼未來方向，更盼得

以拋磚引玉，俾使更多人投身島嶼範疇。本研究所述詞彙多為筆者原創，少見於其他

研究，俾因以往詞彙不敷使用，或無法忠實呈現欲表之意，故自創之。由於本文篇幅

較長，特闢此段，先行闡述若干重要概念，以便明晰。

一、 洄游型旅人：有別於遊憩觀光的量化研究，本研究的對象係指每年或一年內每隔
一段時間便返回望安島的旅人，簡扼言之，即是對於望安島涉入情感者，甚而有

之，指稱望安島為另一家鄉者。有鑑於此，若以「遊客」、「旅客」、「觀光

客」等過客般的詞彙來形容並不適切，況且，上述詞彙剝離對遊憩地點的情感，

與本文原意背道而馳，故筆者選擇以「旅人」來形容研究對象。除此之外，並與

望安島保育物種綠蠵龜相互連結，以其歸鄉行為(homing behavior)作為引喻，冠
上「洄游型」形容詞，無須詮釋便能心領神會。「洄游型旅人」與「重返率高的

旅人」逕庭之處，在於前者揉合情感並摻雜家鄉意涵，契合本研究所欲表達的依

戀情結，而後者較適用於量化研究的客觀描述，純粹用以形容動作及行為。

二、 島嶼依戀：筆者認為「地方依戀」一詞雖可適用於島嶼，然而，島嶼本身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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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特的空間場域，與一般所指稱的地方大異其趣，因此，筆者將依戀動詞移

植至島嶼，「島嶼依戀」於焉成形。「地方依戀」、「地方依附」、「場所依

戀」、「依附感」等詞彙皆源於place attachment，換言之，詞彙的變異乃是翻譯
的選擇，「依附」一詞為憑依、倚靠、從屬之意，較屬被動，而「依戀」一詞為

眷戀、思念之意，較為主動。本研究中，洄游型旅人並非被動地為島嶼所涵納，

而是主動親近之，由此觀之，以「依戀」來形容將較為妥切。除此之外，「島嶼

依戀」具有雙重意涵，狹義而言，「島嶼依戀」中「島嶼」係指「望安島」，用

以描述洄游型旅人對於望安島的依戀情感；廣義而言，「島嶼」亦可指涉眾多的

「島嶼場域」，用以描述人們對於島嶼場域的熱切渴望。

三、 島嶼疏離：既有依戀，便有疏離，同上所述，「島嶼疏離」中「島嶼」雖可引伸
為雙重意義，惟本研究中並未有厭惡「島嶼場域」的研究對象，故文中的「島嶼

疏離」僅用以描述旅人對望安島所產生的背離行為。本研究中，依戀與疏離可依

行為與心理加以檢視，在行為上，兩者乃是二元對立，主體持續返島是為依戀，

主體不再返島則為疏離，本文主要是以受訪者行為作為依歸，然而在心理上，行

為疏離者可能有其心理依戀，此時疏離即為另類依戀。為求審視，本文除以行為

作為判斷，並另行補述心理層次。

四、 經驗年數：係指受訪者來到望安島的年資，皆是以受訪者第一次長時間留宿為
始，依此觀之，短暫停留的大眾旅遊不包含在內；該年年資並非係指受訪者整年

停留於望安島，受訪者可能礙於工作因素只停留一天，亦可能留駐數個月，惟並

未有整年居住於此的情況。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  了解洄游型旅人的特質及其進入望安島的契機與緣由。

 (2)  探究洄游型旅人依戀望安島及其島嶼依戀的社會現象。

 (3)  藉由洄游型旅人的認知意象來闡述望安島的獨特本質。

貳、文獻回顧

一、島嶼定義

國內法規上，「離島建設條例施行細則」將島嶼定義為「指天然形成，在自然狀

況下四面環水，最高潮時仍露出水面之陸地。但不包括離岸沙洲。」而臺灣所慣稱的

離島，依「離島建設條例」之定義，「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國

外對島嶼的定義較為多元，著眼之處，在於一個地理區塊究竟多小才適合稱之為島嶼

而非岩石或珊瑚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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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第八部份之島嶼制度(regime of islands)，第121條條文將島嶼定義如下：「島
嶼是四面環水，且在高潮時高於水平面，為自然形成之陸地區域，而無法維持人類居

住及經濟發展之岩塊，由於沒有專屬經濟海域，亦無大陸棚，故不視為島嶼。」最常

為學者所探討的島嶼類型為「小型島嶼(small island)」，大部分學者如Hess (1990)皆認
同1986年「大洋間小型島嶼永續發展及環境經營管理研討會(Interoceanic Worksho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Small Islands)」之定義，即
小型島嶼為土地面積低於一萬平方公里，且居住人數低於五十萬人之島嶼，許多發展

中的國家即為小型島嶼，如帛琉、貝里斯等等。

倪進誠(2003)以開發程度為橫軸，環境保育為縱軸，將島嶼分類為保育島、景觀
島、渡假島、生活島。保育島因擁有豐富且獨特資源，如野生動植物、特殊地質景

觀、薈萃人文史蹟等等，故施行管制以求最低限度破壞，如澎湖縣貓嶼。景觀島除了

具備保護環境功能，亦得兼具遊憩與休閒的次要功能，以龜山島為案例，島上雖開放

遊客進入，但以承載量概念運用其上，試圖取得島嶼所能承載的最高人數。渡假島須

有多樣誘人元素，例如壯闊景致、特有生態、獨特人文、水上活動等等，若欲以此為

方向，島嶼必須擁有足夠設施以求供給，包含淡水、能源、以及垃圾處理設施，目前

蘭嶼已逐漸走向休閒島模式。當島嶼未實施管制或保護，且寸土寸地開發殆盡之時，

環境景觀已不見昔日光彩，島內設施亦不敷大量使用，此時完全以當地居民與外來遊

客為考量主軸，故稱之為生活島，如綠島。

島嶼的脆弱性質(vulnerability)常為人提及，主要可分屬三個層面探討，其一，生
態脆弱，島嶼生態體系常自成一格，與其面積大小以及大陸距離息息相關，另一方

面，由於基因多樣性與族群大小限制，許多物種漸次演化為特有種，在型態及行為上

失去禦敵等機制（蔡慧敏，1999），隨之降低物種間競爭力，相較於大陸，島嶼生物
相愈形脆弱(Mulongoy, Webbe, Ferreira, & Mittermeier, 2006)。其二，文化脆弱，King 
(1993)指出，邊陲性與隔離性支撐著島嶼傳統的社會文化習俗，並因而促進島民的認
同感與歸屬感，惟一旦往昔平衡為人干擾，如大眾旅遊，則崩解反應將快速且全面。

其三，經濟脆弱，King (1993)亦認為島嶼經濟宛如小型體系，被小規模市場以及高運
費所框限，幸而地理隔離緩衝大型體系的侵蝕，因若兩者交相迭撞，島嶼經濟可能產

生驚人衝擊，即便往後得以復原，也需時良久。

二、島嶼魅力

細緻柔軟的沙灘綿延數里，彼端是一望無際的遼闊海洋，耀眼的陽光恣意灑落，

3S (sand, sea, sun)即是普羅大眾對島嶼的夢幻想像，除此之外，島嶼尚有其他誘人之
處，包含邊陲性與不確定性。邊陲意指島國、偏狹、孤立等特性。李君如與陳品孜

(2010)認為對旅人而言，島嶼存在某種「好奇」與「探險」，旅人試圖透過移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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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而轉換情境，藉以釋放自我的潛在欲念；Conlin與Baum (1995)認為島嶼的孤
立、距離以及傳統文化是吸引遊客造訪的原因；Baum (1997)則認為不論是熱帶抑或
寒帶島嶼，皆提供人們可以逃避的處所；King (1997)不僅認為島嶼是逃避的處所，更
認為島嶼能夠短暫地將美好生活體現而出；至於Bulter (1993)則是指出人們為追求異
於大陸的悠閒感、氣候、環境、文化等因素而前往島嶼，此些因素乃源於島嶼的隔離

性，有時更兼具政治的隔離性，甚而有之，其認為小型島嶼更是引人，原因有三，包

含可在短時間內迅速了解島嶼風情、小島嶼更令人感到真實性、僅少數人得以擁有。

不確定性體現於以下幾點，第一，地質上的，如Wilsdon (2010)所言：「islands 
come, islands go」，島嶼可能經由數百萬年的板塊運動而逐漸造成，亦可能經由海平
面上升、阻絕與大陸的連接而構成，或是經由長年累月的珊瑚礁堆積成型，然而，氣

候異常所導致的颶風頻增，或是火山活動及地震頻繁等現象，常使得島嶼生態無所適

從，而在大自然不可小覷的力量之下，島嶼極有可能在一夕之間消失殆盡。第二，永

續上的，隨著地球暖化的議題持續發酵，人類開始預期海平面上升所將帶來的危機，

其中影響當以島嶼最為迫切，科學家預測2100年海平面將上升約六十公分(Mulongoy 
et al., 2006; Pulwarty, Nurse, & Trotz, 2010; Wilsdon, 2010)，屆時，許多島嶼的存在與
否皆是未知，如馬爾地夫涵蓋1,190個珊瑚礁島嶼，此些島嶼的高度多低於兩公尺以
下，一旦海平面上升一公尺的高度，則幾乎將造成整個國家的淹沒(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2004)，另一方面，聖嬰現象(El Nino)或拉妮娜現象(La Nina)間接使得海
水溫度驟變，亦將導致海水酸化以及珊瑚白化，諸多連鎖反應皆對島嶼大為不利。第

三，歷史上的，太平洋上的眾多島嶼因佔戰略之利，遂於二次大戰成為殺戮戰場，島

嶼歷經殖民的統治壓榨，淬鍊出自給自足的獨立性質，然而，反覆地任由擺佈卻也成

為島民心中解不開的情結，此種微妙的心態雖尚未被精準地探討，但以「島民情結」

來概括似乎相當貼切（倪進誠，2003）。第四，物質上的，相較大陸，島嶼資源有
限，匱乏資源並不足以供應大量需求，包括交通運輸、實質空間、食宿設施、生活物

資等等，此外，島嶼資源乃是來自外界補給，而交通運輸往往受限於氣候因素，因

此，氣候條件亦屬不確定因素。

三、地方依戀

欲解析地方依戀，需先行了解何謂「地方」，以及「空間(space)」與「地方
(place)」的差異。Tuan (1977)認為，「空間」意涵常被併入「地方」內，且「空間」
通常比「地方」更為抽象，以「地方」的安全性及穩定性而言，人們可感知到自由與

開放，而若將「空間」視為人們可移動的空間，則「地方」相對上是為靜止，因此，

每一次移動過程中的停留靜止，可能使「空間」因而轉變成「地方」，意即，當吾

人賦予「空間」意義，便使其成為「地方」。呂怡儒(2001)認為，「相較於空間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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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地方顯得具有歷史、經驗、情感、意義、符號等等，種種文化的魅力。」綜上觀

之，「經驗」確是令空間場域轉換為地方的必要因素（黃禮強、張長義，2008）。

Low與Altman (1992)將「地方依戀」闡釋的淋漓盡致，其指出地方依戀即是人對
於地方的感動、情感、感覺、知識、信仰、行為等因子互動下的產物，依戀的過程乃

是經由直接經驗或間接經驗所形塑，在對象上，依戀者可以是個人、群聚、甚或是整

個文化活體；在空間上，地方則意指人們所依戀或依附的環境場域，尺度各自迥異；

在時間上，包含直線如過去、現今、未來的依戀以及循環的依戀，前者，如對建築物

在不同時間歷程的依戀，後者，如對自然環境在同一季節上的依戀。地方依戀、地方

感(sense of place)、親地方性(topophilia)、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等詞彙，皆是用以形
容類似概念。

「地方依戀」研究雖已漸繁盛，然鮮有學者將此概念完整地引入島嶼場域，多

是驚鴻一瞥。例如，Butler (1993)認為每個島嶼若不尋求與眾不同之處，則勢必會減
低吸引力，與其他島嶼毫無差異，簡扼言之，即是「無地方性(placeless)」。Murphy 
(1995)則曾引用Smith (1987)論文，闡述在島嶼場域中內部者與外部者的顯著區別，前
者即為當地居民，對島嶼蘊含著意義上的依戀，而外來者則來自不同背景且有其短期

目標。望安島上，僅詹瑞峰(1999)曾引用地方依戀概念，藉以說明人們依戀或依附於
與其自身相融且不可分的空間，惟此研究主要是描述島上阿媽在居家以及生活場域的

空間感，雖位處島嶼，然彼時並未強調「島嶼」場域。地方依戀的傾向常見於地方居

民，而Williams與Stewart (1998)認為該當著重之處應是「地方」所展現的意義，故不
該侷限於當地居民，有時遊客或是重返率高的旅人對於「地方」也會有強烈的依戀傾

向。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場域為望安島，其位於澎湖群島南方，如圖1，隸屬於澎湖縣望安鄉，並
為其行政中心所在，島上包含東安村、西安村、水垵村、中社村四個村落。望安島滿

潮面積為7.1765平方公里，退潮面積為8.4721平方公里，南北長約4.5公里，東西寬約
1.8公里（林文隆，1999），地理區域上被眾多島礁環繞，北承虎井嶼，南接七美嶼，
東鄰將軍澳嶼，西面花嶼，如同圓心，佔地利之便，亦是交通樞紐。以2010年為例，
島上共有739戶，1,755人，然實居人口遠低於此，主因年輕人口外出就業，僅特定節
慶始返鄉歸家，島上則以壯老年與小孩為主。

自然資源彰顯於「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臺灣以往只蘭嶼及零星東部海岸、

望安島及附近島嶼有海龜上岸產卵，故澎湖縣政府於1995年公告劃設之。回溯其因，
望安島之所以成為穩定的海龜產卵棲地，俾因其得天獨厚的羅布沙灘，尤以島嶼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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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岸為最。海島文化則以中社古厝最具代表性，其間夾雜傳統生活與宗廟信仰，象

徵漢人移台的聚落縮影，更薈萃出懷舊的思古幽情。2004年，中社古厝被世界文化紀
念物基金會(World Monuments Fund)評選為世界百大值得守護的傳統襲產(watch site)，
此舉首將花宅推上世界舞台；2006年12月27日，澎湖縣政府正式公告花宅所涵蓋的區
域範圍登錄為「聚落」，登錄名稱則是「望安花宅聚落」；時至2010年4月14日，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告登錄「望安花宅聚落」為「重要聚落」，花宅由地方提升至

國家層級。

圖1　望安島位置圖
Fig. 1 Location of Wang-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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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質性為取徑，主採半結構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對象的選
擇以「目的性抽樣」中的同質型抽樣為主（陳向明，2002），具體策略雖是旅人與旅
人之間的滾雪球方式(snowball)，惟為避免抽樣對象皆為同一群體，故亦徵詢島民意
見，尋找與島民熟稔且常返的旅人，概略條件限定為經驗年數至少兩年之旅人，符合

以上條件者，筆者也以主觀認知判斷其是否對望安島有所謂的情感連結，除此之外，

筆者亦駐留島嶼兩個月，一方面進行資料收集，一方面參與島嶼生活，期間的觀察探

訪皆屬滾雪球方式。

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訪談提綱、飲食、圖像、錄音器材、謄稿軟體。研究者乃

是質性研究最重要的工具（范麗娟，2004），換句話說，研究通常源起於表徵事件的
枝微末節，而筆者是以多年的自身經驗作為基礎，該些島嶼經驗正包含了許多觀察、

參與、協同、融入的動作，因此，研究亦摻雜「參與觀察」的調查方式，惟此些動作

並未有完整且系統性的紀錄，多屬零碎或記憶式片段。訪談提綱包含訪談時間、訪談

地點、訪談對象、輔助工具、受訪者個資以及詢問問題，提綱雖條列明確問題，然則

訪談並不依循提綱而行，而是因時因地因人靈活調整，訪談並紀錄每次獲取靈感，疊

砌精煉，作為後續參考。訪談期間，筆者斟酌情況而提供適當飲食，包括零食、小

吃、開水、酒精或非酒精飲料，藉以緩和受訪者緊繃情緒，除此之外，隨身攜帶澎

湖縣及望安島地圖，抑或所攝照片，藉以縮減溝通落差。錄音器材為數位錄音筆，

型號為SONY ICD-SX950，錄音格式為Linear PCM 44/16立體聲，即44.1kHz / 16 bit / 
WAV，錄音前行，口頭徵詢受訪者同意，並保證不外流錄音內容。訪談錄音隨後轉換
為逐字稿文本，本研究使用「豆子謄稿機V1.04」軟體藉以增加謄稿效率。

文本採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進行分析，風格則偏向編輯式分析（姚美華、
胡幼慧，2008），亦即進行編碼(coding)動作，編碼係指反覆地閱讀逐字稿，藉由閱
讀來尋求粗略概念，過程中將資料重新打散，並分化擷取出各個片段，惟此些碎裂段

落仍須具有完整意義，而非斷章取義，隨後將所有獨立而出的概念片段予以整合，成

為具關連性的組織架構，簡扼言之，所謂的編碼即是類屬化(categorizing)的過程。至
於實際施為，首先尋求詞彙作為類屬名，並將相關連的片段歸於此類屬名底下，由

此，遂能夠從大量的資料中歸納出許多類屬名，而該些類屬名再進行歸納架構，逐層

疊砌，便得以成為具組織性的理論系統。

Hammersley曾提出效度即反省，而反省以至研究過程中與效度有關的更高層面問
題包含（引自姚美華、胡幼慧，2008）：1)被研究者與大文化、政、經、歷史脈絡的
關係。2)被研究者與研究者的關係。3)研究者的角度與資料解釋之間的關係。4)研究
報告讀者的角色為何。5)研究書寫風格中所用的資料表達、說辭和權威性。姚美華與
胡幼慧(2008)指出，判斷一質性研究良窳已轉用「值得信賴」及「省思研究倫理」層
面，而非於「效度」上著眼。研究反思包含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細膩的關係、訪談過

程中雙方的互動過程、研究者或受訪者的個人特質，甚至是研究者的個人情感等等，



10　戶外遊憩研究27(2)

讀者可從此層面進一步解讀研究的價值性，而研究者也由此展示其對於研究與倫理的

負責任態度。簡扼言之，本研究除了反覆閱讀以加強對逐字稿理解程度之外，對於語

焉不詳之處也與受訪者再三確認，此外，文末並以「研究反思」進一步對研究進行檢

討。至於文本撰寫，質性研究並未有專制的陳述樣式，多樣化為其特色，考量中英文

語法的表達差異，本研究多參閱中文研究的撰寫方式，文章中主要涵納兩個要素，分

別是清晰易懂的標題與脈絡，以及逐字稿引文，嗣後，輔以相關文獻、理論及研究者

自身經驗交互佐證，此舉不僅加強資料說服力，更令文本不至於過分單調。

肆、研究結果

鑑於篇幅，本文僅對焦於島嶼依戀的衍生歷程，省略些許類屬，如島嶼隱憂、

海洋迷戀、海洋敬畏等等；逐字稿引文方面，為求易懂，進行詞句裁切，原則是以

保留原意為主，修裁為輔，除此之外，為使句子完整呈現脈絡，亦於句中以括弧補

缺說明。研究結果如圖2，整體而言，從逐字稿歸納出七個類別，分別為「受訪者
背景」、「入島契機」、「島嶼經驗」、「由景敘情」、「由人敘情」、「和諧氛

圍」、「島嶼依戀」。歸納出十一個屬別，分別為入島契機中的「研究需要」、「遊

憩觀光」、「志工旅遊」，島嶼經驗中的「追求自我」、「融入島民」，由景敘情中

的「依戀之景」、「疏離之景」，由人敘情中的「依戀之人」、「疏離之人」，和諧

氛圍中的「物質精神」、「望而心安」。第三層級為八個次屬別，包含追求自我中的

「研究工作」、「休閒活動」，融入島民中的「熱情島民」、「另類志工」、「寄宿

當地」，依戀之人中的「依戀於島嶼居民」、「依附其他受訪者」、「被其他人所依

附」（此處圖中未表）。由此觀之，本研究是由模糊概念起始，反覆閱讀逐字稿並逐

層摸索，其後歸納出系統化的結果架構，圖2顯現洄游型旅人與望安島產生連結的脈
絡歷程，並完整地勾勒出本研究所內蘊的主要涵義─島嶼依戀。

一、受訪者背景

本研究共訪問14位受訪者，2位女性，12位男性，平均年齡為37.5歲，平均經驗年
數為9.79年，平均訪談時數為2.3小時，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表1。

二、入島契機

受訪者最初造訪望安島的緣由有三，包括研究需要、遊憩觀光（大眾旅遊與深度

旅遊）、志工旅遊，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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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結果脈絡圖
Fig. 2 Contexts of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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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訪者背景資料
Table 1 Backgrounds of interviewees

代號
Code

性別
Gender

年齡
Age

原居地
Original place 
of residence

經驗年數
Years of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at 

Wang-an Island

受訪時間
Interview time

受訪時數
Interview hour

A 男♂ 31 臺北
Taipei 3 2010/07/23  

14:19~15:43 1.4 H

B 男♂ 33 臺南
Tainan 6 2011/01/17  

19:03~22:20 3.3 H

C 男♂ 34 臺北
Taipei 6 2010/08/18  

20:36~22:40 2.0 H

D 女♀ 41 臺北
Taipei 3 2010/08/19  

21:03~23:30 2.5 H

E 男♂ 34 臺北
Taipei 9

2010/12/06  
21:57~01:19
2010/12/09  

22:23~22:48

3.8 H

F 男♂ 33 臺北
Taipei 2 2010/07/19  

21:51~23:45 1.7 H

G 男♂ 38 澎湖
Penghu 15 2010/08/03  

15:41~17:53 2.2 H

H 男♂ 36 基隆
Keelung 10 2010/08/01  

14:36~16:37 2.0 H

I 男♂ 42 嘉義
Chiayi 9 2010/07/24  

22:30~00:21 1.9 H

J 男♂ 37 桃園
Taoyuan 15 2010/08/16  

09:11~11:49 2.6 H

K 男♂ 42 高雄
Kaohsiung 16 2010/08/14  

22:50~01:02 2.2 H

L 男♂ 58 臺北
Taipei >20 2010/08/20  

21:46~23:35 1.8 H

M 女♀ 30 高雄
Kaohsiung 8 2010/11/28  

15:02~16:37 1.6 H

N 男♂ 36 臺北
Taipei 15 2010/08/21  

20:03~23:25 3.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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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受訪者經驗望安島的契機
Table 2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nterviewees experienced Wang-an Island

代號
Code

初次經驗望安
First experience

二次經驗望安
Second experience

備註
Note

A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初次經驗係朋友介紹
Introduced by friends at first 

experience

B 大眾旅遊
Mass tourism

工作需要
For job

如今漸趨疏離
Alienation now

C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工作需要
For job

初次經驗係海龜研究
Sea turtle research at first 

experience

D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工作需要
For job

初次經驗係朋友介紹
Introduced by friends at first 

experience

E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如今漸趨疏離
Alienation now

F 志工旅遊
Volunteer tourism

志工旅遊
Volunteer tourism

生態旅遊公司無給薪志工
Volunteer of ecotourism  company

G 大眾旅遊
Mass tourism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二次經驗後皆海龜研究
Sea turtle research after second 

experience

H 大眾旅遊
Mass tourism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二次經驗後皆海龜研究
Sea turtle research after second 

experience

I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工作需要
For job

初次經驗係海龜研究
Sea turtle research at first 

experience

J 大眾旅遊
Mass tourism

工作需要
For job

二次經驗後轉變漫遊
Roam after second experience

K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初次經驗係花宅研究
Flower house research at first 

experience

L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漫遊：釣魚與生活
Roam: fishing and living

M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研究需要
For research

初次經驗係海龜研究
Sea turtle research at first 

experience

N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深度旅遊
In-depth tourism

初次經驗係朋友介紹
Introduced by friends at firs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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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需要

望安島素以綠蠵龜及花宅古厝聞名，職是之故，許多研究者進駐於此，如因碩士

論文而收集資料，或是參與研究志工，期間往往可達數個月，對其而言，望安島既是

研究場域，亦是生活場域，即因如此，他們更能捕捉望安島特質。

「就跟著老師的研究計畫先來探勘。他就跟我說：『你有沒有意願做水垵的建

築？』聚落建築，我一個人寫一個村子，還有一些演化、變遷的過程，從聚落的配置

到建築的形式，構造的發展史。(K)」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接救國團的活動，老師就說：『那妳要不要去望安當志

工？』我就說：『欸，好啊！』(M)」

(二) 遊憩觀光

可分為深度旅遊與大眾旅遊，望安島常見跳島旅遊，停留時間約莫兩個小時，有

四位受訪者B、G、H、J最初即是以此形式經驗望安島，由此可見，大眾旅遊不失為
快速掠奪景點的好方法，惟上述四人雖曾踏履島嶼，然而記憶幾乎在旅程結束後消失

殆盡，僅餘宏偉建築的模糊印痕，如B只記得綠蠵龜觀光保育中心，而J僅記得花宅古
厝的傳統建築，至於H並未繞島，而是直接在碼頭等待前往七美嶼的船班。

「我記得那時候的行程北海一天，然後本島，然後南海，對望安最大的印象就

是，龜鱉館（台語，指望安綠蠵龜觀光保育中心）。(B)」

「我記得在兩年的學生生涯當中，我來望安可能有超過兩次到三次。有印象的話

應該是花宅吧！因為那時候也是跳島行程啦！(J)」

「到望安的時候我們根本不想出去玩，因為每一個島都要租摩托車啊！欸，這樣

下來一趟南海不知道要多少錢捏！那時候就是覺得望安看起來沒什麼，因為沒什麼景

點，就不太想去晃，所以就直接在碼頭那邊等船。(H)」

深度旅遊者大多經由朋友介紹而留宿島上，通常駐留天數長，較能為旅程注入些

許人文情懷，而旅人也得以在緩慢悠長的時光裡浸淫島嶼氛圍，以受訪者A、D、N為
例，停留天數四到五天，遂得以領略望安島獨特氣息，重遊機率亦大幅提高。至於L
則較為特殊，雖無人介紹，惟其目的專為釣魚而來，範疇仍屬深度旅遊。

「來四天，來看朋友，我對這邊（望安島）的印象就是天空很美、顏色很好、很

飽和、空氣很清新，可是那時候認識的人比較少，但是我覺得地方（望安島）很好。

(D)」

「我是因為那個朋友跟這個醫生的關係，大三想說來玩，反正第一次來澎湖，第

一次來望安，就被網垵口的海水嚇到，我記得那時候是九月，一號到五號那幾天，遊

客很少，太陽很烈，就是很舒服。(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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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幾年前就來釣魚，到現在大概有二十年以上。(L)」

(三) 志工旅遊

如受訪者F，屬特殊案例，為生態旅遊公司無給薪志工，完全是因朋友而至，動
機不同之處在於其目的並非工作亦非研究。志工旅遊(volunteer tourism)為新興的替代
旅遊(alternative tourism)形式，許華芳、李宗鴻與陳其昌(2009)認為志工旅遊的動機包
含利他、意識形態、利己、實質回饋、資格取得、社會關係、個人成長及多重等動

機，而F則屬意識形態之參與。

受訪者以遊憩或是研究的形式進入島嶼，當時間縱軸拉長，目的隨之多樣，如

B、D、G、H、J，原為旅遊，爾後則轉變為研究或工作需要，其中，大眾旅遊者在經
過望安島洗禮後便褪去昔日刻板印象，如B、G、H，由此可見，駐留時間的長短乃是
左右旅人對望安島印象的關鍵因素，意即，活動涉入(activity involvement)的程度是為
地方依戀的前驅因子(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3)，至於D與J來此工作的另
一目的，則是為了能夠在此自在生活。

「之後再去就開始做研究了。實驗做兩年，然後額外幫忙半個月，因為要帶學弟

妹啊！(G)」

「隔年就是來工作。待到九月初。因為我的工作從四月一號開始算，所以我三月

三十一號來。(D)」

「後來就是從事工作之後，接觸這個島（望安島）的機會更多了，因為我會帶遊

客上島嘛！甚至曾經在這個島上住過幾次，所以就會覺得這個島跟其它島不太一樣。

(J)」

三、島嶼經驗

Baum (1997)認為，吸引遊客來到島嶼的因素，包含地理上的遙遠性及邊陲性，
而大量的水與其所影響的文化環境及語言亦是其中之一，至於感受上的則包括冒險

性、可掌握性、緩慢的生活步調等等，Baum (1997)統稱以上歸因為島嶼經驗(island 
experience)。Low與Altman (1992)指出，地方依戀是情感、知識、信仰、行為等與地
方交互作用下的產物。Riley (1992)則進一步提出，地方依戀的形塑立基於生物、文
化、以及個體的自我經驗，當經驗累積成記憶，便逐漸衍生出對地方的情感，而非僅

是單純的刺激反應現象。綜上所述，吾人可歸納出受訪者在望安島的經驗是為關鍵因

子，島嶼經驗將決定其對地方產生依戀或疏離的傾向。

依據受訪者的描述內容，島嶼經驗可依經驗對象歸屬為內外層面，於外，受訪

者經由研究、工作、以及各類型的休閒活動與島嶼產生連結；於內，受訪者接觸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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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從島民身上學習島嶼生活的獨特智慧，進而認識島嶼文化的傳統習俗。簡扼言

之，島嶼經驗是經由「追求自我」與「融入島民」內外鎔鑄，雙向形塑而建構，以下

敘述則是由外而內，由「追求自我」起始，復探究「融入島民」。

(一) 追求自我

1. 研究工作

學術研究或日常工作多是艱辛困苦，與單純享樂的休閒活動大相逕庭，從受訪者

的抱怨連連便可略窺一二，依筆者經驗，「日夜顛倒」是研究最大難處，尤以海龜研

究為最。

「你要比的話，誰能夠跟我比，你要是做的比我多，就聽你的，你要是做的沒比

我多，你給我惦惦（台語，閉嘴之意）。(G)」

受訪者H亦曾描述其實驗步驟及生活作息的不適應。

「就是年紀大了，比較不適合作息不正常，可是我覺得還是有方法啦！就算你日

夜顛倒，你也要完整地調好作息，晚上就是工作，白天就是休息。(H)」

而受訪者K除了曾針對水垵村進行聚落研究之外，後續也為花宅古厝貢獻良多。

「從社區總體營造、花宅經營管理計畫，到花宅設為重要聚落及文化景觀之探

討，這三個階段將近就有五六年的時間。(K)」

無論研究抑或工作，只要是團體合作，人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人際關

係」通常是最常面臨的問題，當關係如流水般順暢，事情大多事半功倍，若溝通停滯

阻塞，往往陷入事倍功半窘境。

「我第一年當志工的時候，面對一些公共事務議題，有一個理想性然後去爭論，

我不知道在爭論什麼啦！所以我跟他一直有革命的情誼，就是因為一個生態保育議題

然後吵起來，可吵完架大家又去工作，然後大家嘻嘻哈哈的，就覺得欸，不錯啊！

(E)」

工作方面，以D為例，彼時為其第二次任職，惟訪談過程時常透露不滿，甚至鉅
細靡遺地描述一次生氣經驗。

「我後來覺得，這樣也不對啊！我永遠都沒有下班，就覺得不舒服，我又不想去

跟老闆爭這個事情，可是你自己沒有生活品質的時候，你又會不舒服，然後一段時間

累積我就覺得相當不爽，當天不知道講什麼事情，我就很生氣，氣到我一個人跑去港

口釣魚。(D)」

既然D第一年有過不愉快經驗，為何還會願意回到望安島重複此工作呢？有別於
B，除了工作，D另有目的，此目的可能是以下所欲探討的休閒活動，亦可能是其他
人事物使其對望安島有不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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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休閒活動

身處海島環境，受訪者所進行的休閒活動多與海洋有所關連，包括釣魚、游泳、

浮潛、環島、攝影等等，其中，游泳及浮潛幾乎是所有受訪者喜愛的活動，除卻年紀

稍大的L與畏水的B，筆者都曾目睹或參與其他受訪者的親水活動。

望安島附近海域多有毒魚、電魚、炸魚事件，此以L近二十餘年的感受最深，而
隨著年齡漸增，L由重機轉變為輕機釣法，純粹享受釣魚之樂：「月初的時候，我連
續每天早上五點去天台山釣，最多一天好像釣四條，釣到八點多就回來睡，這樣比較

輕鬆，不然夏天受不了。(L)」

除海域外，沿岸沙灘為浮潛者常去之處，事實上，大部分沙灘公告為保護區後，

不僅保育綠蠵龜，某種程度亦限制了衝擊性的水上活動進駐，間接避免沙灘及珊瑚礁

岸過度利用，近幾年來，許多受訪者皆發現潮間帶及鄰近海岸的生物相愈趨豐富，美

好環境加乘之下，大家對於浮潛更是樂此不疲，A為此特地學習游泳，H更是大膽，
於無人沙灘除衫裸泳。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網垵口，整群的魚繞著你跑，丁香魚整群，嘩！左邊也是

魚，右邊也是魚，你被魚包圍了。(F)」

「走一走就覺得，來做一點大膽的事情！可是其實這樣一點也不大膽，因為根本

沒人看的到，就想說，我一生中一定要來一個裸泳，脫了就下去了啊！(H)」

每近微涼傍晚，便能瞥見島民攜伴同行，或騎腳踏車、或步行於環島公路，D不
僅藉由步行環島來健身運動，過程中亦因熱烈寒暄而結識許多居民，尤有甚者，B更
沿著外圍海岸繞島一周。

「我第一次走是跟他們走，我們三個一起走，然後我就覺得，欸，還滿不錯的

啊！這樣走路，就會在路上遇到人啊！大家都會聊天啊！或是打招呼或是幹嘛的，就

因而有一些認識的人，然後那一年我就覺得，這裡（望安島）很好。(D)」

前揭島嶼經驗的「追求自我」主要包含研究工作、休閒活動，研究與工作較屬

嚴肅，受訪者為追求學位薪資，辛酸過程常是抱怨連連，不快事件使得島嶼經驗大打

折扣，原初所認知的美麗島嶼遂因而漸生疏離，彼時，若無更具壓倒性的因素產生誘

因，受訪者極可能背離島嶼；而若能熬過苦難，或是妥善地解決人際關係，往昔經驗

便成為難以抹滅的獨具記憶，進而構築依戀傾向。至於「休閒活動」，受訪者皆有其

體驗望安島的方式，熱愛親海者，依偎海岸而泅游，鍾愛冒險者，穿梭島上而悠遊，

休閒活動不僅是經驗形式，更是個人情緒出口，也唯有專注於此，個人才得以享受島

嶼的悠緩生活。

綜上觀之，吾人可發現「追求自我」與島上景物息息相關，包含陸域的壯闊景

致、海底的深邃世界、島嶼的文化氣息等等，受訪者所追求的不僅是實質利益，更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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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著因「景」而抒發之用，易言之，島嶼經驗是受訪者與大自然產生共鳴，由「景」

生「情」，並達情景交融之境，而所謂「情」，通常是由人與人交織而成，因此，如

何融入島民的日常生活，便是情感能否萌發之故。

(二) 融入島民

1. 熱情島民

不可否認，「島民情結」仍根植於部分島民，此以研究古厝多年的K感受最深：
「還是有很多花宅的人很排外。」然而，這豈是島民本質？平心而論，面臨多年旅遊

衝擊，島民除了承受，心態亦漸趨改變，而當島民伸出友誼之手，有幸感受者如獲至

寶。

「其實島上的老人家有時候還滿排外的，排外的原因就是你跟她不熟，她不會跟

你聊，可是那個阿嬤會跟你聊天，有時候你去觀察老一輩人在島上的生活模式，跟著

時序走，她們會去做哪些事情，你可以從觀察一個人就知道一些事物吧！(J)」

島民的熱情與外來者的性格循循相關，以D及N為例，兩人性格積極主動，落落
大方，如此個性不禁令人想主動親近，而從旁人角度觀之，他們與島民的互動關係更

甚於一般好友。

「那個阿婆說你一定要來讓我請客，我就說不要，她說：『啊！請你吃一頓就是

一起吃一頓飯』，然後她就跟我約時間。(N)」

「第一年她很熱情，因為我們喝那種青荑，就是海苔湯，我們說好好喝喔！她

說：『好，那拿個兩塊讓我們帶回去。』那一次要回臺灣的前一晚，她準備了一個紙

箱，報紙都鋪好，尼龍繩都弄好，她早上只要把它打包打結就好了。(N)」

「我沒有辦法學的很精（釣魚），但是這裡是漁村，每一個人都會，我就去問先

生啊！所以就變得比較熟，然後就覺得半夜要睡覺了還幫妳綁魚線哪！因為他也都是

視我如同自己的晚輩，所以我就覺得很感恩。(D)」

2. 另類志工

如同D所說：「無以為報。」接受島民恩惠，覺得過意不去，又或許是看到人手
不足的窘境，禮尚往來，便捲起袖子主動幫忙。如此景象或許在其他地方偶能見之，

然本研究，多數受訪者皆有此舉動，例如，M曾主動教導海龜巡護員小孩功課，J也憑
藉所長帶領兒少館活動，某種程度，這或許能夠稱為「人情」，然而，擔任另類志工

之際，往往得以貼近島民生活，彼此距離亦會愈趨緊密。

「97年就常常跑去雜貨店，幫忙包檳榔啊！幫忙弄東西啊！打掃啊！反正有事做
就還滿有趣的。(N)」

「人真的很好，無以為報，好，每天早上去幫忙賣早餐，就是因為這樣才開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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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志工。(D)」

3. 寄宿當地

欲長期駐留，「宿」將是最大問題，若為海景民宿，動輒上千元，更遑論待上數

周的花費，偏偏探尋望安之美並非數日即成，不禁令人扼腕昂貴費用，此時，寄宿於

簡單清潔的民房便成為首選，一來價格便宜，單日不過數百元花費，長期租賃甚至得

以爭取更便宜價格，二來，寄宿方式往往最貼近島嶼生活，雖然生活空間相對窄小，

旅人卻也因此與主人家拉近距離，而由主客關係轉換成「有朋自遠方來」的親密感正

是許多人所渴求。

寄宿旅遊(homestay tourism)常見於東南亞國家，其特色在於寄宿乃是一般家庭所
兼營，房間通常小巧簡約，以峇厘島為例(Long & Wall, 1995)，寄宿設施為當地居民所
有，通常有兩張單人床及一間浴廁，價格廉宜且包含早餐。除了價格考量，選擇寄宿

的旅人更想親身體驗峇厘島文化的奧秘之處，因此，寄宿家庭不僅提供傳統生活與建

築實物，更滿足了旅人欲與居民互動的想望，除此之外，部分源由也起因於旅人對大

眾旅遊的負面觀感，遂捨卻人潮洶湧之地，轉尋原初純樸的旅遊地點。

藉由寄宿島民家屋，旅人因而熟稔當地生活方式，並得以尊重其文化多樣性，由

此觀之，寄宿當地的旅遊方式遂在拓展文化異質性層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N的諸
多精彩故事，正源自寄宿阿嬤家的經驗。

「她帶我們去看她自己住的一個地方（古厝住所），兩人的彈簧床，沒有冷氣，

是以前的祖厝，她說這邊也可以讓人家租，一個晚上兩百塊。隔年就住在阿婆這邊，

她一個人住，把我跟我朋友當作孫兒，她說她隨便做，我們隨便吃，她會煮望安酸

瓜、豆仔乾，煮排骨煮肉啊！廟會每戶都會分到一點豬肉，她就會滷一些東西，就是

很古早味。我們看一些解說牌寫甚麼日據時代，就會問她，當然會有一點出入，可是

就覺得這是她自己的生活經驗。(N)」

以上「融入島民」的三種方式是為「情」，與前述「追求自我」的「景」並列發

展，不擅長人際關係者，通常對「景」有較深感觸，而與島民「情」深者，則側重於

人與人的和諧關係，當然，也有情景並蓄者，而往後所衍生的依戀或疏離，亦是依循

此二脈絡來發展。

四、由景敘情

當累積足夠的島嶼經驗，情感便油然而生，此些情感包含依戀、疏離、愉悅、

悲憤、寧謐、喧囂等等，總窺情感，劃分為二，一是依戀，一是疏離，情依對象，亦

分為二，一為景物，一為人物，嗣後，融鑄情感與對象，此份情愫，稱之「島嶼依

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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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戀之景

「地方依戀」，依詞觀之，可拆解審視，一為地方，一為依戀。地方係指人們情

感上或是文化上產生依附的環境場景，而何種場景可稱之為「地方」？Low與Altman 
(1992)認為，地方在不同面向有不同程度的變異，例如尺度上或範圍上的地方、實質
性或象徵性的地方、已經驗或未經驗的地方，至於尺度，地方可以是大尺度，如國家

甚或地球村，中尺度如城市、社區，小尺度如家屋、房間。

沙灘是由鄰海珊瑚、貝殼、有孔蟲等碎屑堆積而成，望安島上，劃入保護區的六

處沙灘約二十四公頃，若加諸其他沙灘，粗估超過三十公頃，如此獨特場域乃是諸多

受訪者驚豔的景致，更是衍生依戀的首居因子，B更坦言：「望安贏蘭嶼就一個地方
（優勢），沙灘，其他都輸。」

「澎湖最漂亮的地方就是這裡（指網垵口沙灘）啊！這個海岸，以一個臺北人來

講，看個藍海，放輕鬆很舒服，海邊可以泡個水游個泳，沙灘很漂亮。(L)」

「這邊（望安島）的沙灘，遊客較少，也比較容易到達，因為人少吧，所以破壞

就少，保留的原貌會比較多。(J)」

「這邊（望安島）就是比較單調啦！對啊！可是我不在乎，我要的就只是沙灘、

陽光、沙灘、水啊！(H)」

「長瀨沙灘，那是第二次來的時候，我發覺長瀨真的很漂亮。(A)」

M則認為，對於沙灘的感情是走出來的，原因在於其暑假進行海龜研究時，每夜
皆得踏上沙灘巡護海龜，因此，才會烙印深刻感情，更有甚者，巡護工作往往是兩人

一組，與身旁夥伴所凝聚的點滴回憶亦是情感所在。

「我覺得望安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很多沙灘，這是它迷人的地方啦！可能

是因為望安的沙灘是我們每一個暑假都去走，我覺得是你走出來那種感覺，那種感情

啦！(M)」

沙灘為海陸相依的介質，除此之外，海底景致亦常為受訪者談及，他們大多喜歡

漂浮海上之感，更渴望與其他生物和諧共處。

「小龜在下海之後我有跟過牠，那時候看起來，喔！好像老鷹在大鵬展翅的感

覺，我覺得那還滿感動的。(H)」

「經過一年沉澱，剩下來的印象就是浮潛那些畫面。對我來講，衝擊滿大的，因

為從前想看到那些畫面都是去電影裡面看到、電視上面看到。可是它永遠不能像你親

身感受到那種感覺，就是你真的在水裡，真的看到那些東西。(F)」

(二) 疏離之景

對於望安島地景，褒多於貶，儘管某些受訪者認為島上景色過於單調，然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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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多數仍覺望安島美得像幅畫，不過，亦有令人訾議之處，此以大量的海漂垃圾

及髒亂的掩埋場為最。垃圾處置場位於島嶼東方，早期垃圾多掩埋於鴛鴦窟旁的處置

場，近來則可見廢棄物堆置於鯉魚山附近，由於鯉魚山及其對岸岬角常為釣客駐足之

地，遂為人詬病。

「鴛鴦窟又臭又髒，垃圾場都沒有規劃，海岸邊髒兮兮的，都沒有保護，颱風一

來垮掉沖刷掉。(L)」

連鎖反應下，每當颱風過境，島嶼東面便積累大量海漂垃圾，部分垃圾乃是原本

堆置的廢棄物被大浪捲走，隨後反覆地漂流至岸邊。至於他地所漂流而至的垃圾，多

堆積於島嶼北面沙灘，此乃因冬季北風強勁，浪潮夾帶大量海漂垃圾，故西洞尾至東

籠之間的平緩腹地便易吸納。

五、由人敘情

(一) 依戀之人

Low與Altman (1992)指出，「地方」所衍生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在
依戀過程與地方同等重要，尤有過之，「社會關係」甚至將成為依戀的主要因素。

Riley (1992)也陳述，依戀或許不單單是地景景觀所促成，亦可能是地方對於觀者的意
義，或於此地的經驗有所關聯。總而言之，前述通常意指與他人的關係，與此相符，

「人」乃是眾多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決定因子。

依戀之人的部分，可依逐字稿文本概略分成下述三種：

1. 依戀於島嶼居民：此類型受訪者通常對望安島的感情最為深切，主要原因在於
島嶼居民是連結旅人與望安島的重要媒介，如D、I、M、N。

「我心裡面的情感是跟當地人建立的，但是我要不要回來工作，是決定於我跟這

個公司跟這些同事跟這個負責人之間的關係，那以我跟負責人之間的關係，其實我不

會想回來。因為我還是很想念望安，加上今年有朋友在，有些事情我可以找人講，所

以我就決定回來。(D)」

「我每次回去都是看那三個巡護員。主要應該就是阿水伯吧！其實我回去看水

伯，我們聊天也沒有聊很久，可是看到他健健康康然後平平安安的，就覺得很放心。

(M)」

「我覺得那個阿嬤是讓我會一直來的重要原因。(N)」

2. 依附其他受訪者：意指這些人會來到望安島，主要是經由朋友牽引，截至目
前，雖然他們並未展現出絕對的依戀情結，然而，經由「追求自我」及「融入島民」

觀之，皆可發現其亦鏤刻深刻印象，如A、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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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朋友啊！就我來說人是很重要的因素。我會再來其實也是去年有來過，那

這環境也還熟悉，可以接受，並沒有排斥的感覺。(F)」

「可能就是有好朋友在這個地方（望安島），然後他也不會算是你刻意一定要去

關注的人吧！(J)」

3. 被其他人所依附：此類型受訪者掌握較多資源，往往從外來者轉變為在地者，
過程可能是將戶籍遷至望安島，或是在此居住良久，如C在當地經營旅遊業，F即因此
而義務幫忙，此層級上，C即是被依附者。至於L雖無特定依戀某些島民，然其與民宿
老闆宛若家人，亦曾萌生尋地蓋房之意，其退休後閒雲野鶴，常熱情款待來訪釣友。

「很多朋友都會來找我啊！一年最少有二十組以上釣魚的都來找我啊！有的好朋

友就說：『你不能走。』我本來想回臺北的，『你不能走，我明天後天要過去。』走

不掉。(L)」

雖有類型之分，惟許多受訪者乃兼具雙重類型，例如I既依戀於島嶼居民，亦被
其他外來者所依附，因此，依戀情感可謂多重糾纏。其他無明顯分類者，如H，其實
對島民也存有某種情愫：「我覺得水伯可能比較親吧！就有點像爸爸，有點像阿公，

把他當爸爸在尊敬，然後也都會比較關心他，他也比較會來找我們。(H)」至於G及
K，亦非全無感情，正如G所言：「其實做到後面都已經混在一起啦！就是一份感情
而已啊！」

除前述三類，筆者偶然發現另位依戀島民者，迥異上述，其研究結束便未曾踏

上望安島，然文字卻瀰漫濃厚情思，其著作（陳添喜，2009）後記為『紀念為望安綠
蠵龜保育貢獻的一位老兵』，引述一段，俾以證實：「後來有機會再到澎湖，特別繞

到林投軍人公墓，只能對著緊閉的大門懷念發生在老艾身上傳奇的故事。有關老艾與

綠蠵龜的故事，應該很快就會被人們淡忘，猶如他曾在望安取景的電影裡客串臨時演

員，如果不是認識的朋友親人，又有誰會在意他曾經扮演過的角色。」

(二) 疏離之人

以B、E最具代表，鑑於對兩位受訪者具相當認識，且於資料蒐集期間，即2010年
暑假，他們都未曾踏上望安島，因此，筆者先行擱置，待結束島嶼部分，再回臺灣對

他們進行訪談。兩人狀況頗為相似，皆吐露於望安島或於他處所遭受的不平對待，相

較之下，E較為激動，髒話連連，B則是臚列例證以表忿怒。坦然而言，憤懣不平並非
針對島民，而是對外來者的所做所為無法苟同，遂憤而離去；觀察文本，亦可發現他

們與島民建立的友善關係，惟思及欲疏離者也在島上，便捨棄至此。

「一個是某某啦！一個是實驗室的人，我比較喜歡就是說假如我想遇到你，就是

真的想遇到你，假如不想遇到你，就是真的不想遇到你。(E)」

「我會覺得是因為這些人讓我沒有好好跟這個地方（望安島）融入，我一開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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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心態就是這樣，我不是來擁抱這個地方（望安島），我是來扮演好我的角色，

那個東西就很有目的性。(B)」

筆者在訪問具依戀傾向者時，並未將「地方依戀」或「島嶼依戀」概念盡訴受訪

者，而是待對方傾瀉感情，始托盤而出；B、E於受訪前，筆者已暗自歸屬兩人具「地
方疏離」傾向，甚而有之，更大膽詢問，B坦言：「有，而且還滿符合的。」至於E則
尚不明確自我心緒。

另一方面，B、E對望安島雖無依戀傾向，然皆對蘭嶼有所依戀，而若以廣義的島
嶼場域闡釋，兩人確實也具依戀傾向，故即使暫列疏離，亦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再登上

望安島，畢竟其所擁有的望安經驗可是極為豐富。總而言之，依戀與疏離乃是一線之

隔，可以肯定的則是這些人對於島嶼皆擁有某種程度的依戀情懷。

六、和諧氛圍

Canda (1988)闡述靈性(spirituality)乃是人們探尋個人意義，及其與他人、與環
境、與造物主之間的完善關係。靈性一詞多為社會工作領域所引用，然而，此番引

用與原有意涵漸行脫離，往往逸失與地方或實質環境的連結(Zapf, 2005)。至於Peat 
(1994)則曾提及，精神或能量往往蘊生於地方，正因如此，原住民的地方科學始有其
普遍性與重要性。除此之外，楊秋霖(2010)亦認為除了視、聽、觸、嗅、味五覺，尚
有「意識覺」，亦即自然賦予人類的意境感受，其充滿靈性韻味，尚待開發，而此正

同屬和諧概念。除前述即情即景，吾人尚得以「物質精神」與「望而心安」來闡釋何

謂靈性望安。

(一) 物質精神

島嶼生活簡單樸實，俾因運補不易，資源常有短缺，生活於此，人們崇節尚儉，

少有奢靡，物質層面的削減，相對提煉精神層面，日本作家大竹昭子的感觸或能呼應

之：「一直以來我認為島嶼是一個讓人類得以思考生活原點的地方，這個想法在我來

到卡島之後，第一次真切明白了它的意涵。（引自崎山克彥，2010）」與此相彷，融
入島嶼後，旅人便剝離物質享受與精神層面，並試圖於天秤上傾向精神層面。

「他們（指當地島民）欲望並沒有多到那種程度，他們不會去要求那麼多，我

覺得現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欲望太大。可以每天看到廣闊的大海、廣闊的天空，可以

把我的心胸放寬，不用每天壓抑在那邊計算一天兩天，我什麼時候要做到什麼東西。

(F)」

「在都市會有一些享受，可是比較級下，還是會喜歡這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不

會去排斥那種都會型的生活啦！只是覺得可以的話當然是多一點點這樣子生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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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在某一種平淡的狀態，當然也是有辛苦的地方啦！但是終究比起來，比

不管是一級城市還是二級城市，總覺得這裡（望安島）不必太去跟人家擠破頭追求什

麼，反而可以放下那部分，維繫一個好像很平常生活的那種氣氛。功利主義的追求在

這邊不能說沒有，但是比較慢，所以我這幾天跟朋友講，我還滿羨慕那個船長的生

活。有一部船帶你去釣魚，載客人，然後足夠自己生活，某個層面來講，夠了啦！如

果人的慾望不必拉這麼高的話，某個程度夠了。(K)」

(二) 望而心安

潘朝陽(2005)認為，欲透視一個區域的獨特性，切入角度以Blache所倡導的「生
活方式(genre de vie)」為佳，所謂生活方式，即是人文與自然融合的和諧整體。據上
所述，望安島的獨特性為何？旅人所道，或能窺探一二，N直率而言：「望安不熱
鬧，然後人看起來也滿冷漠的。可是當你去問之後，哇！就是很多寶。」不熱鬧為

何？不熱鬧即「靜」，此點連疏離者亦能明確感受。

「應該是安靜的靜。這個環境，你可以放輕鬆，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個沒有人打

擾的地方（指於望安島極易尋得無人的處所），對啊！就是靜吧！(C)」

「望安的印象，心裡面想起來就是那種很藍的海，很亮的陽光，很平靜，很單

調，很平靜的生活。(E)」

「最主要這邊（望安島）空氣好，然後很靜。(L)」

除八罩嶼，望安另一舊稱為「網垵」，由來說法乃昔日漁人於凹灣曬網而得名，

除此之外，相傳鄭成功自金門航行至大嶼時，遙望八罩而希冀平安抵達，故名「望

安」（洪敏麟，1995），後者雖被視為附會之說，然受訪者或擷取、或模擬、或感受
此番「望安」心態，將滿腹心緒託付望安島，使自我達到放空狀態。

「就覺得這個島有一種吸引我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用言語可以形容，只是覺得

它很平和，就像這個島的名詞一樣，叫望安，然後就覺得欸，這個島怎麼那麼特別，

我覺得這個地方（望安島）應該會讓我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方向跟空間（指於心理上

多樣化思考的可能性）。(I)」

「我覺得就像朋友說的啦！望而心安吧！就是回到這裡（望安島）心真的就會安

耶！不知道為什麼。(M)」

「我想大部分人喜歡望安的原因就是它什麼都沒有吧！什麼都沒有，不是說真的

都沒有，只是說它可以讓你放空。(C)」

綜合上述，望安島特質為「不熱鬧」、「靜」、「平和」、「望而心安」、

「空」等等，扼要言之，旅人即是在此場域與自然混為一體，達成和諧狀態，和諧

包含與自然、與島嶼、與島民、與海洋的多重鏈結，據此關係，即達吳靖國(2009)
所謂「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達Everett Ruess所欲「荒野之美」（莊安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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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達Blache所倡「生活方式」(Berdoulay, 1978)，達Naess (1997)所求「深層生態
(deep ecology)」，達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亦達本研究所謂「靈性」。本研究所
獲致的望安特質，與望安已故陶藝家曾愛真的名片詩詞相互呼應：「陶‧我，源自與

魚游，同螃蟹競跑，伴海草舞曳，隨燕鷗飛翔；蔚藍天、碧鄰海、金沙灘、白珊瑚，

古厝、牧野天台，望安──永遠的夢。生活──陶作，簡單單純、真實實在，靜─和

諧。（引自紀麗美，2005）」除上述外，《望安》（鍾玲，1992）一文中，亦曾提及
類似概念，「望著空中大羣的白色綿羊，我想，墳沒找到，但總算找到一點東西，也

許是和諧罷！或者是新的自我，他，潛藏的野性；我，復甦的溫柔？」

七、島嶼依戀

歸鄉行為係指，某些動物經長距離遷徙而回到出生地的本能模式，於是乎，洄游

遂成為旅人的自我比擬，甚且，總結情景，歸納出前述情感為「島嶼依戀」。

「想說前一輩子可能是綠蠵龜之類的，工作再怎麼忙，只要一年有一段時間就會

過來這邊（望安島）玩。(N)」

「我就算沒有來工作，也要每一年都回來，回來喔！我不是來玩喔！我覺得是回

來的那種感覺。(D)」

除此之外，許多受訪者皆提到類似「家鄉」的比喻，雖是稍嫌模糊，然或許怕過

於表露自我情感，故多只是淺嘗即止，而即因此貼近家鄉之感，始稱得上依戀，也才

能盡棉薄之力；即使未以家鄉比喻者，亦能夠從其傾吐話語感受到情感的流瀉。

「在望安我會比較自在。這裡比較像我的家了。(C)」

「我覺得這裡（望安島）就像我的娘家。我沒嫁啦！但這彷彿我的故鄉。(D)」

「原本就是另外一個家鄉啊！去到望安也像回家一樣啊！我待在望安的時間比我

待在家裡的時間還久！(G)」

「我覺得回到這個地方（望安島）就好像回到家，然後就是到處晃晃。(J)」

「可能是在這裡（望安島）待的時間很長吧！就會有一種心情很平靜的感覺，回

到這裡就像回到第二個家。(M)」

「可能是因為我在臺北長大，心裡一直希望有一個鄉下，其實我爸媽住南投，

可是那個就不是在鄉下，老家的人都搬出來了，對那個土地沒有那麼深的感覺，那我

覺得望安不一樣，像我一次來，他就說：『你擱回來啦！』他不是說：『你擱來啊

喔！』(N)」

「這幾年下來，我多少有一些感情吧！我覺得是對這地方（望安島）的一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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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地方感包含了人事物啊！(K)」

並列旅遊地點與依戀情結似顯不可思議，畢竟旅遊鮮少涉及情感投入，多屬單純

放鬆，然而，當洄游型旅人持續地往返望安島，不斷地累積島嶼經驗，並將其指涉為

家鄉時，島嶼依戀於焉形成，況且，提及家鄉者佔近半數，顯見家鄉比擬絕非偶然。

「島嶼依戀」是動態的過程，旅人並非恆久地依戀於望安島，當許多人、事、物產生

質變，「島嶼依戀」可能失衡而傾向「島嶼疏離」，反向觀之，「島嶼疏離」亦可能

因某些美好因素而回復「島嶼依戀」，易言之，兩者反覆消長正是其存在模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受訪者年齡皆高於三十歲以上，除了受訪者G的原居地位於澎湖本島，其他受訪
者皆原居於臺灣本島。受訪者進入望安島的初次契機，包含大眾旅遊、深度旅遊、研

究需要、工作需要等等，嗣後，大眾旅遊的遊憩形式便被捨棄，二次經驗轉變為深度

旅遊、研究需要、工作需要，其中，受訪者F較為特別，屬志工旅遊，既無支薪，亦
無特殊目的，非工作時間頗有無期無為心態。「島嶼經驗」可依活動性質與對象分屬

二類，其一，「追求自我」，此項包含研究工作、休閒活動，前者較為嚴謹，受訪者

追求的可能是學術成就抑或工作利益，遂因而衍生濃烈的負面情緒，情感游移於吞

忍、溝通、潰堤之間，由此可知，人際關係在此層級位居要津，然而，此處非指與島

民的關係，而是外來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休閒活動較屬輕鬆，喜愛親海者多進行游

泳、浮潛等水上活動，不諳水性者則有環島、單車之旅。其二為「融入島民」，細項

涵括熱情島民、另類志工、寄宿當地，「熱情島民」闡述原初看似冷漠的島民，在其

伸出友誼之手後，得以窺探與眾不同之處；爾後受訪者感恩圖報，在可及範圍內幫

忙，是為另類志工，例如，早餐店志工、雜貨店志工；寄宿當地為一特殊的旅遊方

式，既可深入了解島民的生活型態，更得以建立深厚的情感鏈結。

鎔鑄上述經驗，便衍生情感，地方乃是由人與景交織共構，情感則附著於兩者之

上，正向情感屬依戀，負向情感為疏離，故本文由景物先述，後論人物，兼述依戀與

疏離。在景物方面，沙灘是眾人最為鍾愛的景致，亦為望安島獨特地景，海底美景則

是次之；厭惡之景包含沙灘的髒亂垃圾，以及未臻完善的垃圾處置場。人物方面，乃

是影響受訪者能否成為「洄游型旅人」的關鍵因素，與人的關係深刻良善，則機會大

幅提升，如D、M、N，反之，與人的關係欠佳未妥，則遠離望安而去，如B、E。歸
納前述，本研究將此番混雜情感稱為「島嶼依戀」，島嶼意涵雙關，既用以指稱「望

安島」，亦代表「島嶼場域」。本研究期間為2010年至2011年，時至2013年，經由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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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察與私人通訊，B、E皆未再至望安島，A、D、J、L、N持續洄游，屬較為忠誠
的洄游型旅人，C、I因執業之故，每年夏天皆會返島，F漸有疏離傾向，G、H因研
究告一段落而少有返島，K、M則因工作之故，偶爾途經望安島，若依行為而論，多
數受訪者可謂具有島嶼依戀傾向，若依心理而論，將望安島指涉為家鄉者情感更顯真

摯。透視「洄游型旅人」的島嶼經驗，本研究擷取出望安島的靈性特質，分由物質、

精神、美感闡釋而出，內隱於人物與島嶼所共鳴的和諧狀態，外顯於看似放空的虛無

狀態，望而心安，源由此生。

二、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限制有二，包含研究對象與研究場域。研究前行僅限定洄游型旅人，

即文中的依戀者與疏離者，本研究在望安島只覓得依戀者，疏離者若非原已熟識，殊

難尋得，職是之故，樣本僅二，以質性角度觀之，疏離資料未臻飽和，甚為可惜，此

外，依據後續於望安島的參與觀察，發現島嶼居民對於家鄉的依戀情感往往更甚於旅

人，而囿於研究期程，本研究未能將島民納入其中，否則島嶼依戀理論將可更加完

備。研究場域亦為限制之一，本研究乃是以個人經驗作為出發，然亦因如此，場域侷

限於望安島，復因質性特性，故所獲結果並不適宜推演至其他島嶼，僅可供參考，換

言之，本理論架構僅行歸納而無演繹，此為研究典範的窒礙之處。如文中所提，疏離

望安島的兩個案例卻對蘭嶼有所依戀，可想而知，其他島嶼應有類似旅人，若能收錄

他島案例，則理論將更具說服力。

三、研究反思

畢恆達(2008)認為現代社會學乃是「訪談的科學」，受訪者並非完整呈現腦海中
的記憶，而是用一種他（她）認為研究者可以理解的、雙方得以溝通的方式去重構其

經驗與情感，因此，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並非將已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

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然而，訪談過程中的細節卻常被忽略，此些細

節包括研究者的個人特質、受訪者對於研究者以及訪談本身的感受、研究者自身對於

受訪者的感受、雙方互動的品質與款待、研究者將受訪者視為資料來源的企圖心，以

及研究者與受訪者是否因而發展進一步的社會關係，以下說明本研究中研究者與受訪

者之間的細膩關係。

(一) 語言的權力關係

以受訪者I為例，筆者與受訪者之間其實存有深厚且良好的關係，受訪者可謂筆
者長輩，然而，隨著此等關係根深蒂固，筆者彷如四肢拘束，無法盡情開展，於是，

筆者試圖掙脫枷鎖，將彼此關係趨往朋友性質，轉換過程正值訪談期間，筆者常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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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受訪者給壓倒的感覺，既想使力扳回一城，卻又不願以過於尖銳的言詞傷人，頗有

左右為難之苦，而由於這是研究中的第一個受訪者，訪談後的挫敗使筆者極度灰心。

歷經其餘訪談，筆者除了能夠以不同的觀點立視之外，對於自身角色的掌握亦逐漸得

以拿捏分寸，回首觀之，筆者認為權力關係除了要考慮性別、社經地位之外，以下兩

點也該當列入考量，第一為研究者的性格，以本研究為例，筆者在言詞上是以不傷人

為原則，惟如此一來，遭受較強勢者的言語擠兌勢不可免，因此，在訪談了解他人之

時，研究者應當先行了解自我，並預期受訪者可能產生的相對反應，此將使得訪談更

加順遂；第二，雖然大部分文獻認為必須建立良好關係，但所謂的良好關係究竟為

何？此點並未加以詳述。與眾不同的是，嚴祥鸞(2008)在描述參與觀察法時指出，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應切忌發生親密的關係。筆者認為在深度訪談中亦可參考之，此乃因

建立良好關係必須以雙方皆能掌握為前提，若研究者發覺往後將無法掌控過於深入的

關係，則應退一步思考，適度地為雙方空白出距離，畢竟並非關係愈加深入愈能夠獲

得最佳的訪談內容。

(二) 訪談前的心態調適

筆者認為當訪談進行數次之後，研究者在節奏控制以及談述話題即已進入較成

熟的階段，隨著熟稔度增加，言詞鋒利度亦會隨之提高，因此，適時地轉移心態與目

標，將能夠使得訪談的目的性與企圖心緩和下來（萬文隆，2004），而受訪者也不致
因受到強烈壓迫而感到不舒服或有被利用的感受，換句話說，重要的是在訪談之前降

低自我的期待感，如同范麗娟(2004)所描述訪談老人的經驗，愈想獲得「理想中」的
資料，失落感亦愈加嚴重，唯有調適心態並改變訪談方式才能夠與受訪者共構訪談意

義。

(三) 研究者的刻板印象

Kaufman (1994)認為先入為主的意識型態將會導致問題方向的扭曲、陳述的風
格，且反應也會被侷限住。筆者確曾於訪談過程中遭遇此問題，並深受困擾，譬如，

以往經驗若與某人有過言語上的齟齬，或是已認定雙方溝通不良，則訪談時就會抱持

著藐視或逃避的心態，此確為一大弊端。解決方式可參考Bogdan與Biklen (1998)的建
議─「將對方當成專家」，意即抱持著謙恭的態度，此舉有三個好處，第一，以謙遜

態度作為開場白，令受訪者得以融入其中，第二，讓受訪者知悉研究者是抱持學習態

度而來，第三，讓受訪者感受到其意見將會受到尊重。

(四) 受訪者的強烈意識

如Bogdan與Biklen (1998)所提及，受訪者的自我意識會往兩個極端方向延伸，一
是過度謙遜，如A與G曾以「跟其他受訪者相比，我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口吻來描述
自己，有時則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擔任受訪者，此時筆者會給予信心與支持，後續訪談

多能順遂進行。另一則是過度自我，受訪者會質疑問題是否妥切，甚而有之，會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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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研究的整體脈絡，筆者即曾遭遇類似情況，因而導致訪談品質不佳，兩造更且尷

尬不己。本研究中亦有受訪者論及某人或某事時，態度由初始批評轉變成情緒化言

語，甚至是髒話謾罵，此亦為筆者頗覺不安之處，一來，若參與其中，勢必導致情況

失控，二來，若與受訪者爭鋒相對，更可能使對方感受欠佳而拒絕訪談，唯一方式為

保持中立，不著痕跡地轉移話題，然而，此涉及談話技巧，絕非一蹴可及，故研究者

仍舊得秉持謙恭態度，儘量不踩踏受訪者心中地雷。

四、研究建議

(一) 關於「洄游型旅人」與「島嶼依戀」

往昔多以替代觀光、文化觀光、生態旅遊等面向切入島嶼研究，本研究則是以

「人」為本，以「情」為依，剖析旅人與島嶼的深刻關係。對島而言，位處邊陲且資

源匱乏，訪者屬性益顯重要，島嶼所需乃是珍視資源、友善島民、融合島嶼之旅人，

據此觀點，洄游型旅人遂脫穎而出，其不僅能夠持續回饋島嶼，更得以透過其觀點而

深掘島嶼特質，隨之應用，有鑑於此，每個島嶼都應孵化自己的洄游型旅人。經營管

理上，實無可能於現行政策下大力扭轉旅遊形式，筆者認為隨著時間遞嬗，跳島旅遊

仍將持續，因島嶼經濟已然無法將之割捨，然而每個島嶼的洄游型旅人亦會逐漸孵

化，漸趨成熟，兩種旅遊形式自會相互拮抗且彼此共生。惟吾人仍須細忖，現行的島

嶼旅遊政策乃是以遊客數量而非遊客質量作為指標，然而相關規劃其實奠定於島嶼，

感受最為深刻且影響最為劇烈即是島嶼居民，因此經營管理不該單以遊客數量作為衡

量，亦應將島嶼居民以及遊客質量如洄游型旅人囊括其中，若方向偏頗，則施政宛如

大眾旅遊，實屬掠奪，過程更且添油加醋，致使島嶼原初特質漸趨埋沒。

一如前揭，研究發現洄游型旅人對於望安島的依戀現象，島嶼依戀隨著島嶼經驗

不斷演替，既可能與日加深依戀，亦可能反動而產生疏離，換句話說，島嶼依戀是為

演化轉變的過程，而非永恆不變的定理。Jones (2010)曾以「Island Fever」作為書名，
或能以「島嶼狂熱」稱之，相較本文，島嶼狂熱較適用於指稱許多島嶼，因其缺乏長

時間對單一島嶼的經驗，而島嶼依戀往往揉合多年經驗，經驗專屬於此島，故情感亦

傾瀉於此島，除此之外，就詞而言，「島嶼狂熱」屬熱情動態，而「島嶼依戀」適切

地表達出本研究所隱含的和諧、寧靜、靈性之感。

潘朝陽(2005)詮釋觀念論地理學(idealism geography)，認為應以彰顯、攝握人文地
理之個別性、特殊性以及一次發生性為主要目標，而非尋求普遍性法則。與此同論，

本研究意味人文主義的獨特性，扼要言之，即是針對望安島獨具的人文、景觀、歷

史、自然、資源等諸多面向闡釋而出，故研究結果僅適用於此島所衍生現象，其他類

似島嶼或可「參考」之，然若將結果全然復刻，則名不符實，此乃因雖同屬島嶼，惟

個別島嶼可能因多樣元素而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間，而以本場域觀點強行植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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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域實屬不妥，個別島嶼皆有其獨特性，故經營管理亦應遵循獨特而因地制宜。

(二) 結合其他研究，或可成為一研究模式

「地方依戀」雖已逐漸發展成一學門，然而，由國內博碩士論文觀之，依附量

表仍是研究大宗，換言之，依舊是以實證研究獨擅勝場，相形之下，質性研究仍屬少

數。本研究比較逐字稿文本與其他地方依戀質性研究，發現頗有共同脈絡可循，以下

後括弧表其文章標題，亦可稱之為類別或節點，以呂怡儒(2001)為例，雷同之處包含
入島契機（持續造訪的起點）、二次經驗（持續的造訪）、依戀之景（自然價值的獲

得與展現、不同的依附對象）、追求自我（自我價值的追尋）、休閒活動（獲得身體

與心理的力量）、島嶼經驗（時間與記憶感的浮現）、大眾旅遊與深度旅遊（造訪者

的內、外部性）等等；以曾秉希(2003)為例，雖僅少部分涉及質性研究，然共同之處
包含受訪者背景（居民的背景資料）、島嶼依戀（「心理依附」產生一種歸屬、認

同、像家的感覺）、由景敘情（「活動型依附」是源自在生活上所得以參與的活動或

景觀上讓居民獲得滿足、感覺舒適和滿意而產生的依附感）等等。

以朱宛莉(2010)為例，雖然研究對象不同，但仍有相似之處，共同的節點類別包
含受訪者背景（受訪者之背景資料）、由景敘情（主要呈現之景觀風貌、居民對文化

景觀之美感程度）、物質精神（居民對文化景觀之喜好程度）、追求自我（經濟活

動、休閒活動）、島嶼依戀（地方依賴、歸屬感）、和諧氛圍（地方自明性）、望而

心安（地方之獨特性）、融入島民（與外地者的情感連結）等等。由此觀之，上述地

方依戀的質性研究隱約有所共鳴，意即所歸結的節點頗為一致，而此些節點應可做為

相關研究的著力點或概要架構，配合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的特異性，成為主要的質性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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