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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素樸實證主義」，邁向「本土研究」之路！ 

 

簡晉龍* 

 

摘要 

 

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已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對國內學術界也有

著深遠影響。雖然多數社會科學學者贊同進行研究時不宜直接移植西方理論，而是要考

量人們所處的文化脈絡，但當真正想要著手進行本土研究時，尤其是入門者（如研究生），

仍常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感。應當留意的是，有些研究號稱本土研究，卻採取「素樸式實

證主義」（naïve positivism）的作法，沒有問題意識、沒有理論，研究產出也只是實徵資

料的堆砌，對學術進展沒什麼幫助。本人認為，若能擺脫素樸實證主義，才是邁向本土

研究的開始。陳舜文教授及其團隊採取的研究進路（approach），正好可做為本土研究進

路之典範。針對臺灣學生「學習興趣低落，學業表現優異」的奇異現象，他們先提出具

體清晰、以本土為出發點的問題意識；從儒家文化系統的角度，他們提出本土的學習動

機理論，來回應其問題意識；透過系列實徵研究，他們對該理論架構加以測試，提供理

論的支持證據。這樣的做法不但能回應其問題意識，也能啟發後續的學習動機研究，促

進學術研究的進展。然而，陳教授等人的進路涉及理論建構，對有意嘗試本土研究的人

員來說，非常不容易。幸運的是，比起本土心理學草創時期，當代本土心理學已累積不

少知識與成果，讓研究者更容易採用本土理論來回應或解決當地的社會議題。在這樣的

前提脈絡下，本人也簡要地拋出可能的作法，提供欲從事本土研究者參考。期盼透過此

回應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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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psychology）在台灣推展已逾四十年時光，不但累積了相當

豐碩的成果，也對國內學術界也有著深遠影響。除了心理學界之外，本土化的典範也吹

向教育學（黃騰，2009；蔡進雄，2016）、傳播學（劉忠博，2008；魏玓，2017），乃至

於整個社會科學（王智弘等人，2019；蕭全政，2000）。此外，由楊國樞院士創立的本土

心理學代表性刊物——「本土心理學研究」，連續三年（108、109、110）獲得國家圖書

館頒發的「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獎項；其中，109與 110兩年在「期刊即時傳播獎」

與「期刊長遠傳播獎」1，均名列心理學類的第一名。由此可見，本土心理學及其帶出的

本土研究進路（approach），對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已有一定影響力。 

雖說本土研究某種程度已為國內社會科學界接受，多數社會科學學者也贊同進行研

究時不可直接套用西方理論，而是要考量人們所處的文化脈絡，但當真正想要著手進行

研究時，尤其是入門者（如初次嘗試者或研究生）對如何做本土研究，仍有不得其門而

入之感。此次，本人很榮幸能先拜讀陳舜文教授的大作「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努力信

念：文化心理學的觀點」（簡稱「動機」），此文對學習動機的文獻進行完整回顧，並透過

本土理論建構及系列實徵研究，能跟西方的學習動機理論與研究成果對話。特別要指出

的是，「動機」一文的條理清晰、論述嚴謹，讀完全文後，本人也著實獲益良多，對陳教

授及其研究團隊「十年磨一劍」的毅力及豐碩成果，更是深感佩服。身為後學，此次受

邀撰寫回應文，不敢說有所評論，但願藉著此回應文對本土研究進路拋出一點拙見，並

提供想從事本土研究者（特別是研究生）一些可能的參考方向。 

 

壹、「有興趣，但無能為力」的困境 

 

有鑑於對楊國樞院士，乃至楊中芳、黃光國諸位教授帶出的本土研究傳統之認同，

本人在研究上主要採取本土進路，在教學上也著重本土心理學知識與研究進路之傳授，

包括曾在碩士班開設「本土心理學專題」、「本土心理學專題研究」等課程，也在大學部

課程嘗試融入本土觀點。在指導研究生時，本人也鼓勵學生嘗試進行本土研究。此外，

偶而也有機會審查到本土的相關論文，或是接受研究生的問題諮詢。然而，就在教學、

指導、審查或接受諮詢的過程中，本人也觀察到：談到本土心理學時，或許因為本土心

理學的專有名詞常常也是母語詞彙（如：緣分、孝道、中庸）而非翻譯名詞，又或許是

本土研究主題常常是周遭生活的現象（如：婆媳衝突、親子衝突、人際互動的虛實），同

學常常有著高度興趣，但對於如何著手本土研究，常常束手無策。 

另外一種情況是，研究者並非感到束手無策，而是認為從事本土研究，就是採取完

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收集當地人報告或陳述的資料，再從中整理歸納

 
1 「期刊即時傳播獎」是以五年內的影響係數為標準，而「長遠傳播獎」則是以歷年（近 30年）引用次

數 為 評 比 標 準 。 110 年 度 的 「 臺 灣 學 術 資 源 影 響 力 分 析 報 告 」， 請 見

https://nclfile.ncl.edu.tw/files/202104/cb7c0c39-ca4a-4d2e-aa4e-708ef58bfa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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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得到本土的理論或模式。這種情形常常見諸於量表編製的研究中。例如，研究者宣

稱編製本土化的某某量表，但卻沒有無適當的理論架構，甚至對某某概念的定義也是模

糊不清（參與者說什麼就是什麼），只是把參與者的說法稍做歸納得到多個意義不清的

向度，便開始編製量表，再透過因素分析來檢驗。但因素分析的問題就在「垃圾進，垃

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若丟進去的內容有問題，產出的結果也就有問題。又例

如，研究者僅是將多個看似「本土」的變項湊在一起，認為問卷撒出去之後，透過複雜

的統計，便能得到理論或有意義的結果，也認為就是本土研究了。但變項間的關係需要

靠理論來解釋，而不是顯著就好。諸如上述情況，就是黃光國（2005）所言的「素樸實

證主義」（naïve positivism），沒有問題意識、沒有理論，研究產出也只是實徵資料的堆

砌，對學術進展沒什麼助益。 

 

貳、本土研究進路的典範佳例 

 

本人認為，「動機」一文的思考與研究進路，可以說是本土研究「教科書等級」的典

範佳例2，非常值得推薦給從事本土研究的學者與學生參考。那麼，「動機」一文採取的

進路跟「素樸式本土研究」3，又有什麼不同呢？ 

在文章一開始，陳教授點出了臺灣學生在 TIMSS與 PISA等國際成就調查結果，呈

現出非常「奇特」的現象，亦即臺灣（及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地區）學生在學業成

就有優異表現，但學習動機（內在動機、學習興趣）卻相當低落。緊接著，陳教授進一

步指出，現有西方的學習動機理論，不論是需求取向的「自我決定理論」（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或認知取向的「內隱心態理論」（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皆無法妥善解釋上述發生在台灣學生（很可能也包括東亞地區）的特殊現象。陳教授特

別指出：「從後設理論的角度來看，西方的動機理論主要關注個人自主的動機與目標，並

且聚焦於個體對於能力的信念。這些理論往往未能考慮『非個人主義』的社會文化價值

觀，因此忽視了華人社會中，人們對於成就目標之社會期許的影響與意義。」（頁 14）

因此，若要理解臺灣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必要另建一套理論架構，才能解決上述的「異

例」。於是，陳教授及其團隊從儒家文化系統的角度，提出「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

（Chen et al., 2009）及其衍生的「學習動機雙因素模式」（陳舜文、魏嘉瑩，2013），並

 
2 近幾年，臺灣擅長鞍馬的體操好手李智凱經常在國際得獎，由於其近乎完美的鞍馬表現，而有「教科書

等級」表現之美喻，本文採借用在陳教授的「動機」一文上。與「動機」一文有關的，李智凱就是透過「努

力」成功的最佳例子。他的教練林育信曾在華視製作的紀錄短片中提到：「…但李智凱不是（天才型選手），

自認天份不及黃克強的他，儘管每個動作都要花上將近一個月才能做到極致，但他仍然不氣餒，從一次又

一次的失敗中找到對的方式，也用比別人多上許多的時間練習動作，換取更極致到位的表現。」李智凱自

己 也 曾 說 ：「 我 不 是 天 才 ， 我 只 是 比 別 人 堅 持 得 更 久 一 點 。 」 請 見 報 導 ：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0429/5646168。 
3 此種素樸式的本土研究，對學術進展沒什麼助益，或許不該稱為本土研究，以避免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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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列實徵研究，對該理論架構加以測試。這樣的做法不但能說明臺灣學生的特殊動

機來源，回應「看似動機低落，但卻表現優異的問題」，亦可啟發學習動機與行為的後續

研究。 

根據「動機」一文，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陳教授等人採取的進路與素樸式研究有相

當大的差別，至少有以下三點：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陳教授及其團隊的進路有明確的「問

題意識」，其所關心或想解決的問題，均有相當清楚的陳述，更是當前台灣社會的重要教

育問題。再者，陳教授等人採取的進路有明確且適當的理論基礎，有了適切的理論，才

能對提出的問題意識提供可能的答案或解決之道。最後，透過理論引導出實徵研究，實

徵研究也緊扣理論，可對理論的命題或假設進行檢驗，並提供否證理論之可能。在這種

情況下，學術研究才有進展的可能。然而，素樸式研究不但欠缺問題意識，也欠缺理論，

當然也就談不上透過理論引導實徵研究、由研究結果來回應問題意識與理論。故素樸式

研究做得再多，還是一直停留在原地。只要稍作仔細思考，可發現兩者有天壤之別。 

 

參、本土研究的可能進路 

 

如前所述，本人在研究與教學上，均著重本土研究進路，經常有機會要向學生（特

別是研究生）說明什麼是本土心理學研究，又什麼才是好的本土研究，什麼只是素樸式

的本土研究。但與其做觀念上的解釋，不如直接閱讀好的作品，先從模仿學習做起。而

陳教授「動機」一文便提供很好的範例，特別是如何對一個主題做系列性的探討。「動

機」一文對本人後續的研究構思與做法，也起到很好的示範作用。不過，陳教授的做法

對研究生或初嘗本土研究者來說，可能都不是很容易，畢竟要建構理論並非一蹴可幾，

也讓人望之卻步。那麼，有什麼其他作法嗎？ 

首先，本土心理學發展至今已迄四十年，已在各種主題上累積不少理論與研究成果。

欲從事本土進路研究，建議研究者應先研讀與熟悉本土理論，並嘗試將理論用在自己的

研究中。這跟讀完西方心理學理論，然後用在論文中做為解釋系統，做法上是雷同的。

在本土心理學的相關刊物（如：本刊、本土心理學研究）中，都很容易看到本土學者如

何運用特定本土理論作為解釋架構。這也是相對比較容易入門的本土研究進路。 

再來，研究者也可對既有本土理論或概念作更細緻的補充或分化，本人稱「創造性

繼承」（簡晉龍，2021）。例如，根據黃囇莉（1999，2006）的「人際和諧與衝突理論」，

人際和諧有「實性」和「虛性」兩大類，實性與虛性和諧間是可相互轉化的動態關係（從

實變虛，或由虛變實）。在此基礎上，許詩淇（2004）與賴思伃（2011）分別對婆媳和友

誼關係的實性與虛性和諧之轉換，補充了具體機制說明（詳見許、賴二人之研究）。針對

「後楊先生時代4」本土學者的任務，本人曾提出創造性「轉化」，指涉理論框架之突破

 
4 楊國樞院士為公認的華人本土心理學創建者，楊先生為學生對楊院士的尊稱。楊先生已於 2018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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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立理論（簡晉龍，2021）。然這已超出本文主旨，暫且不論。有興趣者可參考此篇文

獻。 

 

肆、結語 

 

身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者，也是傳授知識與指導論文的教育者，對於告訴學生如何

進行本土研究，本人一直相當關心。很感謝有此機緣閱讀到陳教授「動機」一文，而陳

教授採取的進路也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範例。行文至此，讀者或許可思考：針對陳教授

團隊關注的問題意識，倘若改採素樸式研究的做法，僅是資料累積與堆砌，有可能回答

心中的疑惑嗎？我認為幾乎是不可能。也因此，擺脫「素樸實證主義」正是邁向「本土

研究」的關鍵第一步。然而，陳教授團隊採取的進路涉及理論建構，確實有較高的難度，

並不容易入手。 

幸運的是，比起本土心理學草創時期，當代本土心理學已累積不少知識與成果（如

前人提出的概念、理論或觀點），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本土研究者更容易採用本土理論來

回應或解決當地的社會議題。在這樣的前提脈絡下，對於欲從事本土研究者，筆者也簡

要地拋出可能的作法。不過，從以前到現在，本土研究的進路一直都是多元並存的，各

種進路可能有不同的科學哲學觀、不同的慣用研究法，可謂百花齊放。因此，本文提供

的作法也僅是初步的參考建議。對於有興趣從事本土研究者，期盼透過此回應文，起到

拋磚引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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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genous psychology has accumulated abundantly fruitful results, exerting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Most social science scholars agree tha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directly import theories from the West, and instead people’s cultural context 

should be considered. However, when actually commencing indigenous research, one often 

feels unable to find one’s way in, especially for beginners (such as postgraduate students). 

Worth noting is that some studies claim to be indigenous research but adopt the approach of 

naïve positivism, with no problematic and no theories; their research output is only the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data with no substantive help to academic progres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reeing from naïve positivism is the start of moving towards indigenous research. 

The research approach employed by Professor Chen Shun-Wen and his colleagues ca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peculiar phenomenon of Taiwanese 

students’ “low learning interest and excell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y first proposed 

specific, clear, and local-based problemat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system, they proposed an indigenous learning motivation theory in response to their 

problematic; through a series of empirical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tested to 

provide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ir theory. Their approach not only is a response to their 

problematic, but also inspires follow-up studies on learning motivation, thereby promoting 

academic progress. However, the approach of Professor Chen et al. involv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quite difficult for people who attempt to engage in indigenous research. 

Fortunately, compared to the initial period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psychology has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knowledge and achievements. This enables 

researchers to more easily adopt indigenous theories to respond to or resolve local social issues. 

Under this premise and context, the author has briefly put forth feasible practices for reference 

by those intending to engage in indigenous research. This article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 mo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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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ur to induc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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