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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成就動機的研究有相當長久的歷史。在這篇回

應文中，我將簡短回顧早期研究的得失，然後對陳舜文教授寫的這篇《台灣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努力信念》作出回應，然後再從文化系統的角度，指出未來研究可能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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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取徑 

 

台灣早期有關成就動機的研究，跟其他領域的研究一樣，大多是套用西方心理學的

研究典範所從事的經驗研究（見黃光國，2009；第九章之回顧）。最早採用本土化取徑從

事此一領域之研究者，為余安邦在楊國樞指導下所完成的博士論文（余安邦與楊國樞，

1987）。他們分別就「成就目標」（achievement goal）、「成就行為」（achievement behavior）、

「結果評價」（outcome evaluation）、「最後的後果」（final consequence）及「整體特徵」

（overall characteristic）等五方面，對相關文獻做了深入的回顧，並將成就動機分為「社

會取向成就動機」與「個我取向成就動機」兩種類型。他們認為：所謂「個我取向成就

動機」，強調的是自我設定的成就目標與良好標準。它是指個人想要超越某種內在決定

的目標或優秀標準的一種動態心理傾向，該目標或優秀標準的選擇主要是決定於個人自

己；個人行為的特性以及行為結果的評價，也是由個人自己所決定。 

相反的，「社會取向成就動機」則見諸於非西方文化之傳統集體主義社會中的人民

（例如：日本人或中國人）。它是指一種個人想要超越某種外在決定的目標或優秀標準

的動態心理傾向。該目標或優秀標準的選擇，主要是決定於他人或者個人所屬的團體與

社會（例如：父母、師長、家庭、團體或其他重要他人）；個人行為的特性，以及行為結

果的評價與後果，也是由他人、個人所屬團體或社會所決定。 

根據這樣的概念架構，他們一方面有系統地撰寫題目，一方面參考以往國內外學者

所編訂的各種成就動機問卷，擬出 250個題目，刪除掉不適當的題目之後，將所餘題目

編成兩套預試題本，然後以台灣的中學生作為對象，反覆進行大樣本施測，並將所得結

果進行嚴謹的項目分析和因素分析，最後編成測量兩種成就動機的正式量表，各包含 30

個項目，然後對成就動機與成就行為的關係，以及影響成就動機的家庭教化因素，進行

有系統的探討（余安邦，1991，1993）。 

 

貳、素樸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 

 

    用他們編製的量表做了十幾年的實徵研究之後，余安邦（2005：672）對以往心理學

者所做的成就動機研究曾經提出相當中肯的批評： 

他們似乎對「文化」概念的理解停留在相當粗淺的層次，甚至將文化化約

（reduce）為若干社會文化變項（socio-cultural variable），例如：性別、教育

程度、階級、年齡等等，因而忽略了文化之豐富而深沉的意涵。由於將文化

變項化，以及將成就之意義與內涵類別化（或量化）的結果，這方面的研究

遂落入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陷阱，從而失去了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與實踐效度（practical validity）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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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通常在進行成就之意義的文化比較之後，再就其差異性做事後

的解釋（post boc explanation）。這種做法其實是典型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的翻

版，從而未能從「土著觀點」（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以被研究者之

近經驗概念（experience-near concept）切入（Geertz, 1984）。換言之，這種類

型的研究是沿襲自歐美學術界實證論（positivism）的知識傳統，而非從文化

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的角度所做的研究探討，故缺乏成就觀念與成就

意義之深層的文化歷史的豐富意涵。 

 在對自己以往的研究取徑作出批判之後，余安邦即放棄這種素樸實證主義的研究取

徑，加入余德慧的研究團隊，並採取詮釋現象學的研究取徑。這種轉向已經脫離了心理

學的主流，它到底蘊涵了那些問題，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範圍，在此無法細論。 

 

參、「特質論」的研究取徑 

 

 這裡我要指出的是：余氏將成就動機分為「社會取向」和「個我取向」兩大類，編

製量表大量施測，並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分析資料。其實這是一種「特質論」（trait theory）

的研究取徑，是屬於「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跟陳舜文這篇論文有其根本的不同。 

我們可以用何友暉對「方法論關係主義」（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和「方法論

的個人主義」的區分（Ho, 1991, 1998），來說明這個兩種研究取徑的不同。他認為所謂

「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是指：如果不瞭解有關個人的事實，吾人便不可能對社會現象做

出完備的解釋。因此，「個人」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位。在心理學中，最廣為人知的

例子是 Allport（1968）對社會心理學所下的定義：「社會心理學旨在瞭解並說明個人的

思想、感受和行為如何受到他人真實的、想像的或隱涵的出現之影響。」 

相對之下，方法論的關係主義認為：社會現象的事實和原則不可以化約到關於個人

的知識之上。他們是由許多個人所形成的關係、群體和機構之中滋生出來，並獨立於個

人特徵之外（Ho, 1998）。關於個人的任何事實都必須放在社會脈絡中，來加以瞭解。西

方的許多社會思想家，像 Durkheim、Weber與Marx都主張這種立場，譬如：Durkheim

（1895/1938）便堅決主張：「每當一種社會現象是直接用心理現象來加以解釋，我們便

可以斷言：這種解釋必然是虛假的。」 

 

肆、方法論的關係主義 

 

根據「方法論的關係主義」，何友暉認為：在做「關係分析時，理論家試圖解釋個體

的行為，必須先考慮文化如何界定關係」，因此，其「策略性的分析單位並不是單獨的個

體或情境，而是『各種關係中的人』（person-in-relations，其焦點為不同關係中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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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關係中的人們』（persons-in-relation，其焦點為在某一關係脈絡中互動的人們）」

（Ho, 1998; Ho & Chiu, 1998）。 

依何友暉的析論，在「方法論的關係主義」中，「各種關係中的『人』」和「關係中

的『人』們」是兩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首先，我們要談的是其中「人」（person）的概念。

人類學家 Grace G. Harris（1989）指出：在西方社會科學中，個體、自我和人這三個概

念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個體」（individual）是一種生物學層次（biologistic）的概念，是

把人（human being）當作是人類中的一個個體，和宇宙中許多有生命的個體並沒有兩樣。

「人」（person）是一種社會學層次（sociologistic）的概念，這是把人看做是「社會中的

行動者」（agent-in-society），他在社會秩序中會採取一定的立場，並策劃一系列的行動，

以達成某種特定的目標。「自我」（self）則是一種心理學層次的（psychologistic）概念，

這是把人看做是一種經驗匯聚的中樞（locus of experience），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經驗

到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要把「人」看做是「社會中的代理人」，必須注意：在「社會關係的系統」（system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中，依循某種道德秩序（moral order）而生活的人，如何採取行

動，並對他人的行動做出反應。由社會內部的角度來看，社會道德秩序（sociomoral order）

的行動者，其所有的動作和宣稱都是公共建構歷程的結果。參與社會互動的人會依照文

化特有的「理路」、規則、價值標準，以及他們對事實（factuality）的認識，來從事這種

建構工作。他們會不斷的稱呼、分析，並詮釋彼此的行動，同時對行動的原因產生出公

共論述之流（a stream of public discourse）。 

個人在反思自身所察覺到的「我」，是一種心理學層次的體驗。生活世界中的「社會

行動者」對於作為一個人應當遵循何種道德秩序所做的各種宣稱，則是一種社會學層次

的論述。社會心理學家用各種不同的預設，建構出各種不同的理論或模型的「微世界」，

來描述該一文化中理想的「人」應當如何安排各種不同社會關係，這樣的理論或模型將

描述何友暉所謂的「不同關係中的人」（person-in-relations）；當這位理想的「人」在其生

活世界中依照某種道德秩序而與他人互動時，他所知覺到的社會世界將形成何友暉所謂

的「關係中的人們」（persons-in-relation）。 

 

伍、「高成就，低動機」的理論分析 

 

 以「方法論的關係主義」作為基礎，我們便可以進一步來說明陳教授這篇「靶子論

文」的特色。從 2008年開始，陳教授和其研究團隊，便以華人學生「高成就，低動機」

的現象作為切入點，開始從事一系列的研究，發表了十幾篇論文。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個人主義文化裡所研究的「成就動機」，移植到華人關係主義的社會裡，卻分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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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是一回事，必須分開來討論。這是余安邦「特質論」研究取徑無法解決的難

題，也是陳氏研究團隊研究取徑的精義所在。 

基於此一前提，陳氏研究團隊提出「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並區分「華人社會中

兩類成就目標」為「個人目標」和「縱向目標」（如表 1）。在我看來，這是陳氏研究團

隊在理論建構方面最重要的突破。仔細考量該表中「縱向目標」一欄中所考量的各個變

項，包括「他人期許」、「社會認定」、「角色義務」、「角色義務認同」、「努力模式」等等，

都蘊涵了儒家文化中如何做一個「好學生」或「好子女」的期待，也就是何友暉「方法

論關係主義」中如何「做人」的要求。倘若我們採用詮釋學的質化研究方法，我們應當

不難收集到實徵研究資料，來說明跟學生成就事件有關係的「人」或「人們」對於其「成

就」及「動機」的「公共論述之流」。 

 

陸、結論 

 

我經常聽到許多心理學教授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論啊！」在論文口試的場

合，有些教授還會疾言厲色地質問學生：「你的理論是什麼？」對於這方面的問題，其實

大多數研究者（包括教授在內）都是在套用西方心理學的研究典範，有些人雖然有了文

化自覺，但是在西方心理學長久的訓練之下，仍然不知不覺地陷入「方法學個人主義」

的陷阱。陳氏研究團隊的這篇論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何謂「方法學的關係主

義」，以及如何以之作為基礎，邁向「知識論的關係主義」。 

整體而言，我認為這篇論文有理論、有實徵研究，也有跟國外理論對話，能夠彰顯

華人文化的特色，很適合於投稿到國際學術期刊，因此，我強烈建議作者往這個方向努

力。如果作者能夠把他們所建構的理論模式放置在「儒家文化系統」的脈絡中來加以考

量，往可以從不同角度，建構出更多的理論模型，讓未來的研究獲得更進一步的開展。

這方面的問題因為「茲事體大」，難以在這篇「打靶文章」中深入細論，只好等待未來因

緣成熟，再與大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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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Epistemological Rel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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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has a relatively long history in the indigenization 

movement of psychology in Taiwan. In this short article, I briefly review the gain and loss of 

earli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than I make comments on Dr. S. W. Chen’s article “The leaning 

motivations and effort beliefs of Taiwanese student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indicate some 

potential area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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