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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學習動機的本土化研究：從文化心理學出發 

 

羅家玲*、王智弘 

 

摘要 

 

本期專刊主題是由陳舜文撰寫主題論文，繼由黃光國與簡晉龍撰寫回應文，最終由陳舜

文撰寫再回應文，三位撰稿人都聚焦於心理學本土化的建構路徑，並批判毫無思索地引

用「素樸實證論」進行理論模式建構的過度化約與去脈絡化的失當之處。主題論文的文

化心理學觀點正可提供教師或家長反思本身的學習態度如何受文化影響；而回應人黃光

國以「邁向『知識論的關係主義』」為題，指出西方的研究取向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

而陳舜文的研究取向是「方法論的關係主義」，而這也正是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可能出路：

邁向「知識論的關係主義」；回應人簡晉龍則以「擺脫『素樸實證主義』，邁向『本土研

究』之路」為題，說明要擺脫「素樸實證主義」以邁向「本土研究」，必須要有：1.明確

的「問題意識」；2.適切的「理論基礎」以及 3.驗證的「實徵研究」等三條件，同時鼓勵

學者進行本土理論建構研究或對本土理論進行「創造性繼承」的後續研究。而陳舜文的

再回應文，則說明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研究有三層知識論的論述：1.文化系統層次；2.心理

學理論層次以及 3.心理行為現象層次。此亦可呼應本土研究的三個進程或階段：1.理念

探索：善用東方哲學中傳統智慧為題材，並以西方科學哲學的知識論為基礎，巧妙地選

擇合適的文化內容與研究方法進行本土研究；2.理論建構：進行既能代表普世心智，又

能代表東方文化心態的本土理論建構；3.研究驗證：進行能驗證本土理論的實徵研究，

以確認其學術與實務應用價值。陳舜文更建議本土研究宜採比較溫和的文化相對主義，

或「文化多元論」，以進行「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本土研究。三位學者都就建構本土

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提出了中肯的建言，而主題論文更無疑的提供了教科書級別的範例，

相當值得正在學習如何本土化的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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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刊主題是「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努力信念：文化心理學的觀點」，是由陳舜

文教授撰寫主題論文，繼由黃光國教授與簡晉龍教授二位先進撰寫回應文，最終由陳舜

文教授撰寫再回應文，三位撰稿人都聚焦於心理學本土化的建構路徑，並批判毫無思索

地引用「素樸實證論」進行理論模式建構的過度化約與去脈絡化的失當之處。主題論文

「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努力信念：文化心理學的觀點」（陳舜文，2022a），是陳舜文教

授及其研究團隊十餘年來研究成果之一，其就台灣學子在學習成就上高於其他東亞國家，

甚至國二學生的科學成績位居世界第一名，數學第三名（科學教育研究資料庫，2021），

但學習興趣卻是倒數第三，甚至低於其他東亞國家的現象，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也發現台灣學生對於科學或數學的興趣相當低（OECD, 

2016）。因此其研究團隊以台灣學生這種普遍「高成就，低動機」的奇特現象作為探究的

主題，從分析西方的學習動機理論無法合理解釋此特殊現象的疑竇開始，進而梳理出文

化脈絡造成的理論缺口，推論可能由於華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成就目標理論，使得學

生努力學習課業的行為動力源於社會性甚於個人性，學生可能因親子或師長傳遞的態度

影響其個人對學生角色的社會期待，甚於單純為了個人興趣或天賦等因素而投入學習。

換言之，學生所處的社會文化、父母師長無形中形塑了學生對學習的意義與態度，此結

論相當值得成為家長或師長反思或討論的議題，原來，大人教導給孩子的不僅僅是學科

知識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學習歷程的信念與態度，甚至文化。 

  當前正值教育部 108 課綱普遍推展的時刻，教學內涵中的知識、能力與態度都為素

養導向教學所強調，或許教師們首要先面對的，就是學生在學習知識與能力上的成就，

普遍高於學習興趣或自主學習動機偏弱等態度問題。若由主題論文（陳舜文，2022a）的

啟發，文化心理學觀點正可提供教師或家長反思本身的學習態度如何受文化影響，解構

所處的文化，或可找出影響學生學習態度的鎖鑰。不過，主題論文（陳舜文，2022a）還

能啟發思考之處甚多，例如：或許升學體制中長期重視學業成就的傳統，讓學業成就決

定生涯目標能否實現，這樣的現實是否形同將努力學習的意義窄化為「工具性」的學習

價值？間接導致許多學生一但升上大學後就失去學習的動力和目標？工具性的學習價

值觀也顯現在學生選擇生涯目標時，往往要禁得起被問所選科系所讀何用的現實問題。

因此，在人人幾乎都可以上大學的現在，學習究竟是為了生存的現實？或為了興趣或樂

趣？ 

  而回應人黃光國（2022）教授以「邁向『知識論的關係主義』」為題，指出西方的研

究取向可謂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而陳舜文的研究取

向可謂是「方法論的關係主義」（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而這也正是本土心理學

研究的可能出路：邁向「知識論的關係主義」（epistemological relationalism）；回應人簡

晉龍（2022）教授則以「擺脫『素樸實證主義』，邁向『本土研究』之路」為題，並以陳

舜文的研究成果為範例，說明要擺脫「素樸實證主義」以邁向「本土研究」，必須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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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確的「問題意識」；2.適切的「理論基礎」以及 3.驗證的「實徵研究」等三條件，同

時鼓勵學者進行本土理論建構研究或對本土理論進行「創造性繼承」（簡晉龍，2021）的

後續研究。而陳舜文（2022b）的再回應文「本土心理學的研究理路」中，則說明文化或

本土心理學研究有三層知識論的論述：1.文化系統層次；2.心理學理論層次以及 3.心理

行為現象層次。此亦可呼應本土研究的三個進程或階段（王智弘，2014，2017；王智弘

等，2017；黃光國，2009，2018；Hwang, 2012）：1.理念探索：善用東方哲學中傳統智慧

為題材，並以西方科學哲學的知識論為基礎，巧妙地選擇合適的文化內容與研究方法進

行本土研究；2.理論建構：進行既能代表普世心智，又能代表東方文化心態（黃光國，

2011；Shweder et al., 1998）的本土理論建構；3.研究驗證：進行能驗證本土理論的實徵

研究，以確認其學術與實務應用價值。陳舜文（2022b）更建議本土研究宜採比較溫和的

文化相對主義，或「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陳舜文、邱振訓，2011），以進行

「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本土研究（黃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三位學者

都就建構本土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提出了中肯的建言，而主題論文更無疑的提供了教科

書級別的範例（簡晉龍，2022），相當值得正在學習如何本土化的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學

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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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Indigenous Research on Learning Motivation: 

From Cultural Psychology 

 

Jia-Ling Luo*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is special issue is the thesis written by Chen, followed by Hwang and Jian 

writing the response, and Chen writing the re-response.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excessive 

reduction and decontextualiz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 construction by citing "naive 

positivism."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point of view of the theme paper can provide teachers or 

parents to reflect on how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are affected by culture. And the respondent 

Hwang, with the title of "towards "epistemological relationalism", "pointed out that the Western 

research orientation i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But, Chen's research orientation is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and this is also the possible way out for indigenous psychology 

research: to move towards "epistemological relationalism"; the responder Jian is with the title 

of "get rid of" naive positivism," towards the road to "indigenous studies"", explaining that to 

get rid of "naive positivism" and move towards "indigenous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1. 

A clear "problem awareness"; 2.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basis," and 3. Verifie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simultaneously, scholars are encouraged to research indigenous theory 

construction or follow-up 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inheritance" of indigenous theories. And 

Chen's re-response article shows three levels of epistemological discourse in cultural or 

indigenous psychology research: 1. Cultural system level; 2. Psychological theory level, and 3. 

Psychological, behavioral phenomenon level. This also corresponds to indigenous research's 

three processes or stages: 1. Conceptual exploration: Use traditional wisdom in Eastern 

philosophy as the theme. Based on the epistemolog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skillfully select appropriate cultural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carry out Indigenous 

research; 2.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carry out indigenou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representing 

the universal mind and the oriental cultural mentality; 3. Research verification: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can verify local theories to confirm their value i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hen also suggested that indigenous research should adopt a more moderate 

本  土  諮  商  心  理  學  學  刊 

2022 年，13 卷 2 期，vi-xi 頁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2 0 2 2 ,  v o l .  1 3 ,  n o .  2 ,  p p .  v i - x i 

 



xi 
 

cultural relativism, or "cultural pluralism," to conduct indigenous research with "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All three scholars put forward pertinent suggestions on the research path of 

constructing indigenous cultural theory. The thematic paper undoubtedly provides a textbook-

level example, which is worth learning by researchers or practitioners who are learning how to 

do indigenou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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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努力信念：文化心理學的觀點 

 

陳舜文* 

 

摘要 

 

長期以來，台灣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在跨國調查研究中名列前茅。然而，本地學生的學

習興趣卻相對低落。國內調查也發現，相當多大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甚至不清楚自己

的學業性向。這種「高成就、低動機」的現象引起許多文化心理學與教育學者的關注。

過去西方有關學習動機之心理學理論可分成需求取向與認知取向兩大類。然而，無論是

何種取向的學習動機理論，都無法完善地解釋本地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從文化心理

學的觀點來看，華人追求學業目標的心理和行為深受儒家文化所影響。因此，我們提出

了「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以理解本地學生的學習動機與信念。根據此理論架構，華

人的成就目標可分為兩類：「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前者是個體依據自發興趣所建

構的成就目標；後者是個體因為自己的社會角色，而被期許達成之特定成就目標。這兩

類目標在目標價值、動機形式、社會心理功能和自我歸因模式上，皆有所差異。而且我

們認為，人們在追求縱向目標時會形成兩類努力信念：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對於

學生而言，「努力義務觀」是指：相信努力用功是學生的義務，努力本身即是值得稱讚的

美德。「努力進步觀」則是指：相信努力可以增進自身的能力，亦即將努力視為可使人進

步的手段。我們根據理論概念進行了一系列實徵研究，結果顯示：對本地學生而言，追

求學業成就的確是重要的縱向目標，具有高度社會期許與美德價值，而且學生的角色認

同感與學業投入行為具有正向關聯。再者，無論是大學或中、小學生，努力義務觀都可

正向預測學業投入行為。此外，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研究顯示，努力信念可能在親子

之間傳承。而且中學教師的努力信念與其教學態度有關。換言之，努力信念可能透過家

庭和學校社會化歷程傳遞。本文最後將討論相關理論概念在教育輔導實務上的應用意涵。 

 

 

 

關鍵詞：內隱心態理論、自我決定理論、努力信念、華人成就目標、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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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本土心理學運動（indigenous psychology movement）大約是在 1970 年代末期

由楊國樞等教授號召發起（楊國樞，1982），至今已接近半個世紀。近年來，本土心理學

的研究範圍擴展到教育、諮商與臨床等應用心理學領域，深化了本土心理學的理論與實

用意義（王智弘，2017；李維倫、林耀盛，2019；Hwang, 2012）。 

大約在 2008 年左右，我與幾位心理學與教育學學者組成了研究團隊，並且也與許

多專家學者合作研究。我們團隊的研究主題是從本土心理學的角度，探討本地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努力信念。我們研究團隊長期密切合作，並且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與

專書。至 2020 年為止，已發表十餘篇論文。本文將整合闡述個人參與團隊十數年來的

研究成果與相關思考。 

本文將先提出過去一些調查研究的發現，說明其中所蘊含的文化特殊現象。正是這

些現象引發了我們研究團隊的好奇與研究興趣。接著，本文將說明西方動機心理學的主

要理論取向，以及既有的主要理論在解釋本地現象時遇到的疑難。為了理解台灣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信念，本文將接著闡述我們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提出之「華人成就目標理論

架構」（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achievement goals）（Chen et al., 2009）以及兩類

努力信念，並綜合說明相關的實徵研究結果。最後，本文將討論我們的理論概念在教育

輔導實務上的應用意涵。 

 

壹、東亞學生的學習成就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是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量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 IEA）所主辦的跨國調查研究。TIMSS 自 1995 年起，每四年

舉辦一次，內容是測量各國中、小學生的數學與科學學習狀況，包括：成績表現、學習

態度與學習環境等。台灣於 1999 年正式加入 TIMSS 研究。當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

國二學生的成績相當優異：三十四個國家中，科學成績位居世界第一名，數學居第三名

（科學教育研究資料庫，2021）。 

多年下來，台灣學生在 TIMSS 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根據 2019 年的 TIMSS 調查

結果顯示（Mullis et al., 2020），台灣八年級學生的數學與科學成績皆為全球排名第二名；

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為全球第四名，科學為第五名。2015 年的調查結果中，台灣學生

的名次也非常類似（張俊彥等人，2018）。事實上，東亞地區（包括台灣、新加坡、日本、

韓國、香港）學生的 TIMSS 成績表現，長期以來皆領先世界其他各國。舉例而言，2019

年 TIMSS 的數學與科學的成績，無論是國小或國中學生，全球前五名幾乎全是由上述

東亞地區所包辦。 

然而，在如此亮眼的成就之下，本地學生對於數理的學習動機卻相對低落。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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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TIMSS 除了測量學生的學習表現，還詢問了八年級學生對於數學和科學的興趣和主

觀重要性。結果顯示（Mullis et al., 2020），台灣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是世界倒數第六名，

韓國和日本名次還更落後；台灣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則是倒數第三名，倒數兩名分別是韓

國和日本。此外，台灣學生對於數學重要性的評價則是世界排名最後一名；對科學重要

性的評價為倒數第二，最後一名是日本。這樣的排名也與 2015 年 TIMSS 的學習動機調

查結果差異不大（張俊彥等人，2018）。 

無獨有偶地，除了 TIMSS 之外，另外一項長期大型跨國調查研究「國際學生能力

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也顯示類似結果。該

計畫每三年一次，針對十五歲學生的數學、科學及閱讀能力進行國際評比。2018 年 PISA

調查涵蓋了七十餘個國家和地區。結果顯示，台灣學生在科學成就上排名世界第五，數

學排名第十，閱讀排名第十六。而無論是數學、科學或閱讀領域，前五名幾乎都是由東

亞地區所囊括（OECD, 2019）。過去 PISA 也調查了學生對於數學與科學的學習興趣，結

果顯示台灣學生對於兩者的學習興趣都不高（OECD, 2016）。換言之，許多國際評比調

查結果都顯示，長期以來台灣學生在數理成績的表現極為優秀，但是對於數理的學習興

趣和主觀重要性都相對低落。 

進一步來看，學習興趣低落的現象不只發生在中學階段，大學生也有類似狀況。根

據教育部（2021）統計網站資料，2019 年大專院校日間部大學生退學人數四萬七千餘人，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所讀科系「志趣不合」（約佔全部退學人數 36%），其次是「工作需求」

（約佔 29%）。同年休學人數接近四萬人，最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志趣不合」（約佔 25%）。

如果調查對象包含仍在學學生，那麼認為就讀科系與自己志趣不合的比例可能會更高。

一項以台灣 21 所大專院校 1713 名畢業生為對象的調查研究即顯示：高達 47.2%的大學

生並不喜歡自己就讀的科系或領域，而且大學生對於學習第二專長的意願也不高，僅約

23.3%（陳源林，2007）。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之報導，近五年來頂大學生尋求校內諮商

的人數幾乎翻倍（游昊耘，2021）。而過去一項以台灣 57 所大學院校 5655 名大學生為

對象的「大學生主觀壓力源與憂鬱情緒之相關性調查」顯示：22.2%的大學生有明顯憂

鬱情緒。「經常」或「總是」成為大學生壓力源的事件依序為：「未來的生涯規劃」、「經

濟狀況」以及「課業、考試成績不佳」（葉雅馨，2008）。 

上述現象引起許多本土或文化心理學與教育學者的關注，主要問題在於：台灣學生

的學業表現如此優異，但對於學習的興趣卻不高，也似乎不太瞭解自己的學業性向，究

竟他們的學習動機為何？台灣學生如此努力於追求學業成就，究竟「能力」和「努力」

對於他們在學習時的意義為何？若從西方主流學習動機理論來看，台灣以及許多東亞地

區學生的「高成就、低動機」現象並不容易理解（參見 King & Bernardo, 2016）。下一節

將說明西方學習動機理論的主要論述取向，以及解釋本地現象時遇到的疑難。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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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西方學習動機理論的論點與疑難 

 

西方的心理學研究者提出許多學習動機理論或概念，以理解其文化中人們的學習模

式。概括而言，這些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大取向：需求取向（need-oriented approach）與

認知取向（cognitive-oriented approach）（Chen et al., 2009）。需求取向的理論多將學習動

機視為成就動機的一種，主要是探討學習成就需求的本質與內涵，以及個人成就需求與

追求成就行為之間的關聯。在當代動機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中，此類理論的重要代表是「自

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Deci & Ryan, 1985, 1992, 2000; Ryan & Deci, 

2019）。另一方面，認知取向的理論將學習動機視為個體的認知歷程與信念，包括學業成

敗歸因、能力或智力信念等。此類理論著重於探討個人認知或信念對於追求成就行為之

關聯或影響，重要的代表理論是「內隱心態理論」（theory of implicit mindset）（Dweck, 

2006; Dweck et al., 1995; Dweck & Leggett, 1988）。本節將先說明這些主流西方學習動機

理論的觀點，進而分析指出：無論是需求取向或認知取向的理論，都無法完善地解釋東

亞或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行為。 

 

一、「自我決定理論」之觀點 

 

從理論發展史觀之，需求取向的學習動機理論延續了早期有關成就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的研究議題（McClelland et al., 1953; Atkinson, 1964）。此類理

論認為人類的行為是由內在需求（needs）或驅力（drives）所推動。換言之，行為動機

是源自個體的生理或心理需求。學習或追求學業目標之動機可視為是一種成就動機，因

此也是為了滿足內在的心理需求。 

早期一些實驗顯示：若對學生原本感興趣的作業給予外在酬賞，反而可能減損受試

者對作業的興趣與後續表現（Greene et al., 1976; Lepper et al., 1973）。這樣的效果可稱為

「過度辯證效應」（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由於這些研究結果不同於行為主義心理學操

作制約理論的預測，因此引起許多關注與討論。Deci 與 Ryan（1985, 1992, 2000; Ryan & 

Deci, 2019）根據這些研究發現，提出了「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類天生具有「內在動

機」（intrinsic motivation）的動機形式，也就是只為滿足興趣而行動的內在心理動機。基

於內在動機而從事的行動與目標是由個體自主決定，其過程本身就是行動的目的。相對

地，個體為了外在賞罰、限制、社會期許或要求等因素而從事之行為，則是基於外在動

機（extrinsic motivation）。「自我決定理論」進而主張，根據「過度辯證效應」的研究，

受試者的內在動機會因為外在酬賞或制約而遭到減損。也就是說，若對具有內在興趣的

行動給予外在動機，反而可能會使行動者失去自發的自我決定感，減損了原本的內在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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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內在動機的來源與成分，「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類天生具有三項基本心理需

求：自主（autonomy）、能力感（competence）和人際聯繫（relatedness）。「自主需求」

是指可以自由自主地作決定的需求；「能力感需求」是指掌控內在與外在世界之自我效

能的需求；「人際聯繫需求」的需求則是指與他人交往、聯絡、給予關懷或被關懷等人際

互動之需求。根據「自我決定理論」，自主需求是內在動機最首要的心理需求。唯有透過

自我決定，使個體滿足自主需求，才可能使其展現內在動機。而且個體從事具有內在動

機的行動，才可能滿足自主需求，若是因外在動機而行動，則不可能完全滿足自主需求。

相較之下，能力感需求與內在動機的關聯較為間接，而且無論是基於內在動機或外在動

機而行動，都可能具有自我效能或滿足自我能力感。 

再者，若與自主需求和能力感需求相比，人際聯繫需求與內在動機的關聯最弱。在

早期版本的「自我決定理論」中，「人際聯繫」並不被視為是基本需求，而是鼓勵或抑制

內在動機，以及影響外在動機內化的社會脈絡（Deci & Ryan, 1985）。後期的「自我決定

理論」理論才將「人際聯繫」視為基本心理需求之一，但只是影響內在動機的遠因，而

且個體有時為了滿足人際聯繫需求（例如做別人要求的事），甚至可能妨礙行動的自主

性，進而減損行動的內在動機（Deci & Ryan, 2000）。換言之，「自我決定理論」認為，

滿足人際聯繫需求對於內在動機而言並非十分必要。 

「自我決定理論」進而主張：使個體處於自主自決的環境，鼓勵個體展現內在動機，

才可能提升其成就表現、創造力、適應力與幸福感（well-being）等正向心理功能。相對

地，任何可能減損內在動機的外在賞罰、限制、社會期許等因素，都可能對這些心理功

能造成負面影響（Deci & Ryan, 2000, 2019）。 

綜合而言，「自我決定理論」認為：滿足自主需求是使個體對行動產生興趣的首要條

件，能力感需求次之，人際聯繫需求更次之。愈能滿足自主需求，個體才愈可能對行動

產生內在興趣。換言之，行動的自主決定程度愈高，則行為動機愈傾向內在動機的形式；

自主程度愈低，則愈傾向外在動機形式。而且只有提升內在動機才可能引發正向的心理

與行為反應。因此，針對學習或學業成就目標，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家長與教師必須

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性，才可能使學生產生內在興趣，進而投入學習且提升學習成果。

反過來說，如果學生無法滿足在學習時的自主需求，便不太可能積極投入學習，進而使

得學習成果低落。 

 

二、「自我決定理論」之疑難 

 

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要詢問的是：「自我決定理論」能夠適切地描述或解釋本地學

生的學習動機嗎？首先，從上一節提及的跨國調查結果來看，與絕大部份國家比起來，

台灣學生對於數理學科的學習興趣顯然偏低，相對而言缺少內在動機。若依照「自我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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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論」的論點，本地學生的學習成果應該相當低落才對。但是台灣學生的成績長期以

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這要如何從「自我決定理論」的觀點進行解釋？更清楚地問，只

有滿足自主或能力感需求才可能引發學生投入學習嗎？人際聯繫需求是否也可能是學

習動機與行為投入的重要成分？ 

余安邦與楊國樞（1991）曾從本土心理學的角度批判指出：西方成就需求或動機理

論多認為，無論在任何文化社會中，個人的成就動機或需求都具有相同的形貌。然而，

這些理論強調個人對成就的看法、個人對成就目標所持的價值，以及個人心目中對成就

標準的設定等因素，其實是蘊含了以個人為中心或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價值觀，

是將西方社會中的成就需求或動機之本質、內涵或特徵，視為具有文化普遍性。Miller

（1997）亦指出：「自我決定理論」等成就動機理論隱約地將受到社會環境影響的行為表

現，視為自我決定程度較低的動機形式，並且將所謂「自由自主」的動機形式，視為比

受外在社會要求影響的動機形式更具適應功能。Miller 認為，在後設理論上，這樣的觀

點已經蘊含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價值觀。雖然一些研究者仍認為「自我決定理論」的論點

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普同性（Deci & Ryan, 2000; Nalipay et al., 2020）。但是針對「自我

決定理論」將自主需求置於內在動機之首要條件的主張，一些跨文化實徵研究卻得到不

一樣的結果。 

首先，Iyengar 與 Lepper（1999）針對白人與亞裔（主要為日本與中國）兒童的實驗

研究發現：白人兒童的成就動機與「自主性」息息相關，他們只有在自主選擇的情境下，

才具有高度學習動機。白人兒童在自主選擇情境中的成就表現、對作業喜愛程度、選擇

挑戰的難度與次數，都高於非自主選擇情境。相對地，亞裔學童在重要他人選擇情境（例

如由母親或好友指定作業或目標），比自主選擇情境展現出更高或至少同等的學習動機，

包括願意積極努力、挑戰困難以及堅持嘗試的毅力。類似地，d’Ailly（2004）的跨文化

研究亦發現：相較於加拿大學童，臺灣學童在低興趣且低自我效能的情況下，並未減損

學習任務的投入程度與表現成果。這些研究顯示，對美加學生而言，學習的自主性愈高，

則學習動機愈強，表現也愈好。但對東亞學生而言，對於重要他人所設定的目標，表現

不亞於自主決定的目標。 

Sheldon 等人（2004）根據「自我認同理論」的概念架構，測量了美國、中國、韓國

和台灣大學生之日常生活目標的「自我協和」（self-concordance）程度。「自我協和」程

度高，表示個體追求目標主要是基於個人對目標的興趣與主觀重要性，而非為了滿足外

在他人的期許。結果顯示，雖然對於所有樣本而言，「自我協和」程度與主觀幸福感都有

正向關聯，但是台灣參與者在生活目標上的「自我協和」程度顯著低於其他國家參與者。

為了更明確地檢驗「自我決定理論」在不同文化下的適用性，d’Ailly（2003）針對臺灣

國小學童，使用該理論的測量工具與研究架構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學童對於學習

的自主感不能直接預測學習投入程度，甚至與學業成就具有負相關。反而是外在期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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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社會價值、服膺規範等）能正向預測學習投入程度。臺灣學童的學習自主感僅透過

知覺控制（即相信努力對成功有幫助，並且自己也有辦法努力）作為中介，才能正向預

測學業成就。換言之，社會期許可以使本地學童投入學習，但自主性卻不一定有效果。

當學生不認同努力的價值時，學習的自主性愈高，反而愈降低學習動力。 

上述研究都挑戰了「自我決定理論」的觀點，顯示在本地社會中，自主需求可能並

不是促進學生學習投入的首要條件，更不是唯一要件。雖然後期的「自我決定理論」加

入了「人際聯繫」的社會面向動機因素，但是卻未深入探討社會期許的意涵與心理影響。

更清楚地說，人際關係與社會角色對於人類動機而言可能不只是「遠因」，而是影響心理

與行為的重要因素，探討成就動機與追求目標行為時，必須將社會因素納入考量（Buunk 

& Nauta, 2000; Vallerand, 2000）。基於這樣的思考，我們認為，臺灣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

包含重要他人所賦予的社會期許，以及自主的內在興趣。以下將先說明認知取向的西方

學習動機理論，並探討該類理論在非西方社會遇到的疑難，下一節再詳細闡述我們的理

論觀點。 

 

三、「內隱心態理論」之觀點 

 

除了需求取向的觀點之外，一些研究者試圖從認知思考的觀點探討人們的行為動機。

從歷史觀之，認知取向的學習動機理論也是源自早期的心理學研究。早期一些針對學習

行為的研究顯示，個體在學習過程中若遭遇挫折，會出現明顯不同的反應模式。有些人

在學習過程中遇到挫敗，會出現「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行為型態。他們

十分在意失敗的結果，因而感覺沮喪，退卻不前、不願意再嘗試具有挑戰性的作業

（Dweck, 1986; Dweck & Bempechet, 1983）。相對地，有些人則會出現「精熟取向」

（mastery oriented）的行為型態。他們不但不會被失敗擊垮，反而能夠保持高昂的學習

興致，並樂於接受挑戰。從認知取向的動機理論來看，這兩類學生的差異主要是來自內

在認知歷程。更清楚地說，「習得無助」的學生傾向於將失敗歸咎於無法控制、不易變動

的內在因素（例如：自身能力太差），因而對未來表現失去信心。相對地，「精熟取向」

的學生傾向於將失敗歸因於自己可以控制的內在因素（例如：努力不夠），因此願意繼續

努力，以追求未來的成功（Dweck & Elliott, 1983; Weiner, 1985）。 

Dweck 與 Leggett（1988; Dweck, 2006）根據「習得無助」與「精熟取向」兩類學習

型態的差異，提出了「內隱心態理論」（或稱為「智力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概括而言，「內隱心態理論」是從個體所抱持的認知意義系統，來解釋學

習動機與行為的差異。此理論認為：個體會對自身的智力或能力持有特定的內隱信念或

心態（implicit mindset），使其在面對學習活動時產生不同的動機與行為反應。內隱心態

主要可分為兩類：智力實體觀（entity theory of intelligence）與智力增進觀（incre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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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intelligence）。相信「智力實體觀」者認為：智力是固定不變的特質，不論一個

人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他原有的智力或能力。相反地，相信「智力增進觀」者則認為：

智力是可變的，經由個人的學習可以使其智力或能力獲得增長，他們比較肯定努力的價

值，也較願意努力。 

內隱心態的個別差異使學生在參與學習活動時，產生不同的注意焦點，並且賦予學

習活動不同的意義，進而在學習活動時抱持不同的成就目標取向（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簡言之，相信「智力實體觀」者認為自己的能力是固定不可變的，因此將

學習活動視為個人能力的檢驗。他們的目標取向是展示出自己的智力或能力，並且希望

獲得正面的外在評價，避免遭到負面評價，這種目標取向可稱為「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s）。相對地，相信「智力增進觀」者認為自己的能力可以靠學習而改變，因此會利

用學習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增進自己的理解與能力，這種目標取向可稱為「學習目標」

（learning goals）（Dweck & Leggett, 1988; Dweck et al., 1995）。 

Dweck 和 Leggett（1988）提出的「內隱心態理論」即是在說明內隱信念（智力實體

觀與智力增進觀）、目標取向（表現目標與學習目標）以及學習行為型態（習得無助與精

熟學習）三者之間的關係。整體而言，持有「智力實體觀」與「表現目標」的學生，會

因為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心程度，產生不同的行為型態。因為他們視能力為固定的本質，

無法加以改變，若是對自己能力的信心程度高，便會積極表現，形成「精熟取向」的行

為型態。不過，他們若是對於自身能力的信心程度低落，一旦面臨困難的作業，便會將

失敗歸於自己能力不足且無法改變，因而缺乏動機，不願意再繼續嘗試，顯現出「習得

無助」的行為型態（Ames, 1992; Rattan et al., 2012）。另一方面，相信「智力增進論」者

會抱持「學習目標」，無論對自身能力的信心程度高低，都會為了自我精進而努力學習，

呈現「精熟取向」的行為型態（Dweck, 2006; Mueller & Dweck, 1998; Yeager & Dweck, 

2012）。 

綜合而言，「內隱心態理論」認為，學生對能力的內隱信念以及對自身能力之信心，

影響了他們的目標取向與學習投入行為。不過，「表現目標」不一定會造成「習得無助」，

還要視學生對自身能力之信心而定。為了更清楚地在概念上做出區辨，後續研究將「表

現目標」又區分為「表現趨近目標」（performance-approach goals）與「表現逃避目標」

（performance-avoidance goals）。抱持「表現趨近目標」者會為了展現自己的能力，並獲

得他人讚賞，傾向積極表現；抱持「表現逃避目標」者則為了避免顯示自己能力不足，

或遭到他人批評，傾向放棄努力與逃避（Dweck, 2006）。 

 

四、「內隱心態理論」之疑難 

 

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我們同樣要詢問：「內隱心態理論」的論點能夠適切地描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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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本地學生的學習動機嗎？首先，此理論的焦點其實是在探討學生遇到學業挫折或失

敗時，何以出現不同型態的心理與行為反應。根據「內隱心態理論」，抱持「智力增進觀」

的個體認為能力可以靠努力提升，因此失敗時傾向歸因於自己努力不足，並且較願意繼

續努力；相對地，抱持「智力實體觀」的個體並不相信能力可以改進，失敗時則傾向認

為是自己能力不夠，所以較不願意再次嘗試。 

然而過去在香港、韓國、日本和台灣等地所做的許多文化比較研究皆顯示：美國的

學生、老師及家長對於成敗事件傾向能力歸因，意即將成功歸諸於天份，並認為天份是

固定不變的特質。對天份高者而言，其天份已經足以使其成功，所以不需要努力用功。

至於天份差者，其固有資質已差，再怎麼努力也學不會，所以也不需要努力用功。相反

地，亞洲國家的學生、老師及家長的成敗歸因傾向採取努力歸因，亦即認為個人的能力

具有可塑性，可以透過努力而增加能力，而且努力本身就是有價值的事情（Heine, et. al., 

2001; Kim et al., 1999; Salili et al., 2001; Stevenson & Stigler, 1992; Stevenson et al., 1993）。 

針對本地的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努力的價值或信念具有長期穩

定性。陳怡靖（2004）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的大規模資料作量化分析，結果

顯示：長期調查資料顯示，台灣民眾傾向於將事業成就作努力歸因，並且相信努力必然

會導致成功。而且中小學老師比其他職業者更傾向作「內控歸因」，也就是認為個體所表

現的行為與行為後果可以由自己所控制。如果從「內隱心態理論」的觀點來看，人們如

此重視努力，應該是抱持高度的能力或智力增進觀，而在學習時應傾向學習目標與精熟

取向的行為模式，但是何以在教學現場卻常觀察到學習意願低落，甚至傾向「表現逃避

目標」的學生？ 

Grant 與 Dweck（2001）根據「內隱心態理論」之架構與工具，進行跨文化比較研

究，結果發現：雖然該理論可以解釋西方學生的心理與行為模式，但是卻無法良好地說

明東亞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東亞學生不論是抱持「智力實體觀」或「智力增進觀」，

失敗時皆傾向作努力歸因，未來也願意繼續嘗試。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東亞學生在遇到

學業挫折時，還願意繼續努力？Grant 與 Dweck 並沒有在理論上提出解釋，只是指出很

可能必須從文化特性加以理解。換言之，僅根據「內隱心態理論」的論點，難以良好的

地說明本地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現象。 

我們認為，對於「努力」（而非「能力」）的信念或看法，才是影響本地學生學習投

入的關鍵。對本地學生而言，無論對智力或能力的看法如何，失敗之後都需要繼續努力，

這是因為追求學業成就對於西方和東亞學生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和東亞學生相較，

西方學生大多可以依照其個人意願追求學業成就。相對地，學業目標在華人文化中是具

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目標。學生努力學習除了為精進自己能力之外，也具有實踐角色義務

（role obligations）的美德價值。換言之，努力學習與追求學業成就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

成就目標，很難只根據西方心理學理論加以理解，必須以含攝文化的理論架構，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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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較清晰的描述與解釋。 

 

參、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信念 

 

綜合前一節所言，無論是需求取向或認知取向的西方動機理論，都無法完善解釋本

地學生的學習心理與行為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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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文化心理學者指出，華人的學習觀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價值系統所影響（黃光國，

2009; Li, 2012）。台灣社會中人們的學習動機以及追求學業目標的心理與行為，亦涉及

儒家文化價值觀。我們認為，若要理解台灣學生的學習動機或信念，必須先分析華人文

化中常見之成就目標的性質與類型。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個體除了追求個人自主自決的

成就目標之外，還必須重視個人擔負的社會角色義務，努力盡到角色義務被視為是應具

備的德行或美德。從規範倫理學的角度看，儒家的道德觀傾向德行論（virtue ethics），並

且相當重視個體應盡的角色義務（符碧真等人，2021；Ames, 2011; Angle & Slote, 2013）。

而且文化價值觀通常是透過社會化歷程，經由重要他人的期許傳遞予個人（Li, 2012; Sy 

& Schulenberg, 2005)。基於此類文化心理學的立場，我們提出了「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

構」（Chen et al., 2009），並以此架構作為理論基礎，針對學習動機之主題進行了數項實

徵研究。 

 

一、 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 

 

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成就目標包含兩大類：

「個人目標」（personal goals）和「縱向目標」（vertical goals）。這兩類成就目標的差異

源自目標建構來源，而且兩者在目標價值、動機形式、社會心理功能與歸因模式上，皆

有所不同（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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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華人社會中的兩類成就目標 

 個人目標 縱向目標 

建構來源 自發興趣 他人期許 

目標價值 自我認定 社會認定 

動機形式 內在動機 角色義務 

社會心理功能 維持正向自我概念 角色義務認同 

成就歸因模式 自我抬升 努力模式 

註：本表改自 Chen 等人（2009）。 

 

  「個人目標」是個體依據自發興趣所建構的成就目標。個體可自行選擇與界定此類

目標的內容與標準，但人際關係內的重要他人（例如父母、師長等）對於個體是否追求

此目標未有所期待，通常也未受到普遍社會價值所重視。此類目標多是個體具內在動機

且認為自己能力擅長之領域。相對地，「縱向目標」是個體因為自己的社會角色（例如學

生角色），而被期許達成之特定成就目標。這些社會期許通常是來自人際關係網絡中的

重要他人。此類目標的內容和標準存在於社會普遍觀念之中，因此通常具有較高的社會

價值，但個人不一定會對這些目標抱有內在興趣。在華人社會中，這些成就目標常被視

為是個人應盡的角色義務，必須盡可能地努力為之。 

  更清楚地說，「個人目標」的建構來源是個體的自發興趣。此類目標成就之價值標準

是由個人自行認定，彰顯的是個體自身所欲狀態的內在表徵。相對地，「縱向目標」的建

構來源是來自社會或重要他人的期許。此類目標的價值標準是由社會認定，彰顯的是理

想狀態的社會表徵。再者，追求「個人目標」時的主要依靠的動機形式是個體的內在興

趣，而追求「縱向目標」的主要動機形式是個體對於自己擔負之角色義務的認同感。 

此外，兩類目標之社會心理功能與成就歸因模式亦不相同。在日常生活中，個體可

藉由追求「個人目標」維持正向自我概念（positive self-concept），此時的主要成敗歸因

模式是「自我抬升」（self-enhancement），亦即將成功歸於內在因素，失敗歸於外在因素。

相對地，追求「縱向目標」的主要社會心理功能是內化與認同社會角色義務，在歸因時

傾向「努力模式」（effort model），亦即將失敗歸因於努力不足，以促使自己再加努力。 

  為了檢驗「個人目標」和「縱向目標」在成就歸因模式上的差異，Chen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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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學生進行了兩項實驗。實驗一採用情境模擬法，參與者先閱讀一項情境故事。故事

主角是名高中生，報名參加了一場歌唱比賽。一半參與者讀到的故事是「個人目標情境」：

故事主角很有興趣參加比賽，但是其父母並不在意這件事，也不帶期許。另一半參與者

讀到的故事是「縱向目標情境」：主角並不想參加比賽，但是父母非常在意，而且抱持高

度期許。無論是哪種目標情境，故事最後又分成兩種結果：比賽遭到淘汰（失敗事件）

或獲勝（成功事件）。換言之，總共有四種情境故事版本，參與者被隨機分派到其中一種

情境版本。所有故事版本中，除了被操弄的文句之外，其他敘述文字都相同。閱讀完之

後，請參與者設想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主角，會認為自己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參與者要分別針對四項歸因（能力、努力、運氣、難度），回答可能的程度。 

結果顯示，在「個人目標失敗情境」中，參與者最傾向將失敗歸因於運氣和難度；

而在「個人目標成功情境」中，最傾向將成功歸因於能力和努力。換言之，在追求「個

人目標」時，參與者確實傾向採取「自我抬升」的歸因模式，亦即將失敗作外歸因，而

成功做內歸因。然而，在「縱向目標失敗情境」中，參與者顯著將失敗歸因於自己努力

不夠，亦即傾向「努力模式」的歸因形式。 

上述實驗中，目標類型是以故事敘述做操弄，為了進一步檢驗同樣的歸因模式是否

也展現於實際生活目標，實驗二選擇以音樂與學業成就事件做為情境。這是因為在本地

社會中，學業成就是具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縱向目標」，而音樂成就通常被視為是基於興

趣的「個人目標」。實驗二的操弄檢核結果確實顯示，大學生參與者認為學業成就比音樂

成就具有較高之社會期許。正式實驗中，實驗二參與者亦先閱讀一項故事情境。情境版

本分成四種，一半故事中的主角參加了音樂比賽（個人目標情境），另一半故事的主角則

是考研究所（縱向目標情境）。無論何種目標情境，最後結果亦分成成功與失敗。接著，

參與者要設想自己若是主角，會如何歸因成功或失敗，測量方式與實驗一相同。結果顯

示，實驗二參與者的歸因模式與實驗一完全相同：在追求「個人目標」時，參與者傾向

「自我抬升」的歸因模式，而在「縱向目標失敗情境」中，則傾向「努力模式」的歸因，

亦即顯著將失敗歸因於自己努力不夠。基於相同理論與假設，Fwu 等人（2016）對 489

國中生進行實驗。結果顯示，努力追求學業目標的學生被認為最有美德，且最會被教師

與家長讚許；相對地，不努力追求學業目標的學生則被認為最不具美德，且最會被教師

與家長所責備。相對地，追求個人目標時，個人是否努力則與自身美德或師長讚許皆無

關。綜合而言，這些研究結果皆支持「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之觀點。 

 

二、 學習動機的雙因素模式 

 

  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涉及的動機形式並不

相同。「個人目標」是基於內在興趣，「縱向目標」的動機則是基於個體對於社會角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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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認同感。要強調的是，這兩種動機形式雖然內涵不同，但並不必然互斥。換言之，

對於本地學生而言，學習動機有可能同時源自內在興趣以及角色義務認同感。為了檢驗

這一點，陳舜文與魏嘉瑩（2013）採用問卷法，測量176名來自兩所大學之學生的學業認

同、角色認同、學習滿意度、學習投入以及學期總成績。其中，「學業認同」是指：對自

己的學業興趣與學業能力之瞭解與認同程度，量表題目包括「我確定自己的學業興趣與

方向」、「我了解自己擅長的學業能力」等；「角色認同」是指：對於自己作為學生之角

色義務的認同程度，量表題目包括「身為一個學生，我認為我應該努力用功」、「缺交

作業會使我感到自責」等。此外，「學習滿意度」是指對於大學學習經驗的整體滿意程

度。「學習投入」則是指平時與課堂中，各項課業學習行為的投入程度。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顯示：「學業認同」是透過「學習滿意度」的完全中介，正向

關聯於「學業投入」；「角色認同」則直接正向預測「學業投入」。此外，「學業投入」可

正向預測學期成績。而且，「學業認同」與「角色認同」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此結果顯

示，大學生的學習動機確實可能同時源自「學業認同」與「角色認同」兩項因素，而且

「角色認同」與學業行為投入之關聯，比「學業認同」更強也更直接。 

  後續研究採用類似方法，探討大學生的外語學習動機（Huang et al., 2015）。參與者

為 1132 名來自五所大學修習英、日、法、德和韓語的學生。預測變項包括：對目標外語

的自我觀、學習經驗、文化興趣，以及學生角色義務認同。效標變項分為兩類：課堂學

習行為（例如：準時上課）以及課外學習行為（例如：主動尋找練習外語的機會）。結果

發現，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角色認同」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學習各種外語的「課堂學

習行為」；而只有「文化興趣」能顯著預測學生的「課外學習行為」。此結果顯示，角色

義務感與內在興趣對於課內與課外學習行為的影響並不相同。學生的角色義務感愈強，

愈可能認真投入課堂內的學習活動；而對學習對象抱持愈高內在興趣，則愈可能投入課

外學習行為。後續研究針對高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也得到類似結果，而且無論課外與

課內學習投入，都與學業成績有正向關聯（楊立婕，2015）。綜合而言，上述研究結果皆

支持「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的論點。 

 

三、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 

 

  如本文前一節所言，西方的認知取向學習動機理論，主要將焦點放在學生對於「能

力」所抱持的信念，認為能力或智力信念會影響學生的目標取向與行為型態（Dweck, 2006; 

Dweck & Leggett, 1989）。然而，這樣的論點難以完善地理解本地學生的學習行為與信念

之間的關聯。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Chen et al., 2009），我們認為，對於「努

力」的信念才是影響本地學生學習心理與行為的關鍵認知。因為在華人社會中，「縱向目

標」常被視為是個體必須盡力而為的社會責任，涉及社會期許以及角色義務。因此，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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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縱向目標」過程中遇到挫敗，個體若能再次奮力，不因氣餒而放棄，一方面可能使

自己有所進步，另一方面也是盡責的美德表現。換言之，追求「縱向目標」時，「努力」

不但被認為是可使個體進步的手段，也是應盡的義務。 

  如此一來，人們在追求「縱向目標」時便可能形成兩種努力信念：努力義務觀

（obligation belief about effort）與努力進步觀 （improvement belief about effort）。針對學

生而言，「努力義務觀」是指：相信努力用功是學生的義務。這是將「努力」視為目的，

努力本身即是值得稱讚的美德；「努力進步觀」則是指：相信努力可以增進自身的能力。

這是將「努力」視為可使人進步的手段。 

  「努力義務觀」是華人在學習時極為重視的價值信念。跨文化研究顯示，東亞學生

抱持的學習責任與義務感，與其努力行為及學業成就有明顯關聯，而且也與重要他人之

期許有明顯相關，但是西方學生的學習卻與義務感或重要他人無明顯關聯（Peterson et 

al., 2013）。Fwu 等人（2014）使用問卷法，針對數學領域，探討台灣的家長、教師與學

生對於努力學習、美德形象與成績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努力學習之行為可以正向預

測學生在人們眼中的美德形象，與學生成績也有正向關聯。Fwu 等人（2017）針對 700

名國中生，以情境模擬法檢驗學生追求不同目標失敗後的情緒與自我評價。結果顯示，

愈努力於學業者，愈認為自己盡到角色義務，並且愈認為自己具有認真、勤勉、投入、

腳踏實地與良好的學習態度等美德。 

  另一方面，「努力進步觀」也是華人在學習時常強調的信念。許多中文成語都強調

「努力可以不斷使人進步」的觀念，例如：鐵杵磨成針、熟能生巧、滴水穿石等。過去

研究發現，華人學生對於學習普遍抱持「勤能補拙」的想法，相信努力可以彌補先天能

力的不足（Cheng & Wong, 1996）。雖然從表面來看，「努力進步觀」近似 Dweck 與 Leggett

（1988）提出的「智力增進觀」，兩者皆牽涉「努力可以改變能力」的信念。然而，「內

隱心態理論」探討的是個體對「能力」或「智力」的信念，並非直接針對「努力」之信

念，而且該理論並未探討「努力義務觀」。我們認為，從文化或本土心理學角度來看，努

力信念才是本地學生在追求學業目標時的關鍵認知信念，與學生的學習動機有著密切關

聯。 

  為了檢驗學生抱持的「努力義務觀」和「努力進步觀」與學習動機之關聯。Chen 等

人（2019）使用自編的努力信念量表，以 475 名來自五所學校的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努

力義務觀、努力進步觀、智力內隱信念，以及學業挫敗反應之間的關聯。「學業挫敗反

應」是詢問參與者實際遇到學業挫折事件（例如考試或報告成績不理想）之後的情緒、

認知與行為反應，包括：對父母或自我的愧疚感、努力歸因，以及後續努力行為。結構

方程模式結果顯示：參與者的「努力義務觀」可正向預測學業失敗後的後續努力行為，

以及對父母與自我的愧疚感；「努力進步觀」則可正向預測學業失敗後的努力歸因與自

我愧疚感。然而，「內隱心態理論」強調的「智力內隱信念」只與努力歸因有所關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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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愧疚感或後續努力行為都無關。Fwu 等人（2018）以類似方法測量 281 名高中生的兩

類努力信念、智力內隱信念，以及學業失敗事件之後的歸因、負向情緒和後續努力行為。

整體結果與大學生樣本類似：「努力義務觀」可以正向預測學業失敗後對父母的愧疚感

以及後續努力行為；「努力進步觀」則可預測學業失敗的歸因模式。然而，「智力內隱信

念」無法預測學業失敗後的歸因、情緒和行為。 

 

四、努力信念的社會化歷程 

 

  文化價值觀是透過社會化歷程而得以傳承，華人所重視之學習觀與努力信念，亦可

能透過家庭和學校教育而傳遞給下一代。Li 等人（2014）曾以質性訪談法，探討東西文

化中母親如何導引孩子的學習信念。研究分析了兩百多組美國以及台灣母親與子女的對

話。對話內容是有關孩童經歷過的學習成功或挫敗事件。結果顯示：美國母親的對話內

容傾向聚焦於孩子的心智發展，鼓勵孩子運用智能達成正向學習成果，並且看重孩子的

學習興趣。相較之下，台灣母親的對話內容則極為強調努力學習的美德價值，並且期望

孩子為了未來的成就而勤奮學習。有趣的是，文化特色最明顯的情況在於：當美國母親

與兒童談到學業挫敗事件時，對話最後常常會稱讚兒童的正面特質，提升兒童的自尊；

相對地，當台灣母親與兒童談到學業成功事件時，最後大都不忘強調要繼續努力，不要

因為成功就鬆懈。 

  王冠樺與陳舜文（2020）則以量化方法，針對國小高年級兒童，採用量表探討親子

之間兩類努力信念的關聯，以及兒童之努力信念與學習投入行為之關係。該研究使用親

子配對法，分別測量 266 位家長及其子女之努力信念。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抱持的努力

信念會被兒童所知覺，而且兒童對父母努力信念之知覺，可以正向預測兒童自身的努力

信念。再者，兒童自身的「努力義務觀」可正向預測學習投入行為，包括：準備考試、

準時交作業、積極發問與專心聽講。不過，兒童自身的「努力進步觀」並無法預測學習

投入行為。此研究結果具有幾項重要意義：首先，「努力義務觀」和「努力進步觀」的價

值信念很可能透過家庭社會化歷程，由父母傳遞給子女，而且在國小高年級即顯現此傳

承效果。再者，兒童的努力信念與學習投入的關聯，符合中學生與大學生的研究結果

（Chen et al., 2019; Fwu et al., 2018），亦即「努力義務觀」與學習投入具有正向關聯，但

是「努力進步觀」與學習投入無顯著關聯。 

  除了家庭之外，學校教育也會傳遞重要的文化價值觀。Chen（2016）等人採用情境

模擬法，探討高中教師所抱持的兩類努力信念與其教學態度的關連。結果顯示：教師愈

同意「努力義務觀」，則對學習困難的學生（意即努力用功但成績普通的學生）給予愈高

之情感偏愛、行為讚賞與未來期望，而對自恃聰明的學生（意即未努力用功但成績優秀

的學生）給予愈低之情感偏愛與行為讚賞。相對地，教師愈同意「努力進步觀」，則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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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困難學生的情感偏愛愈低，而且愈會讚賞自恃聰明的學生。換言之，教師的「努力義

務觀」愈高，愈欣賞學習困難學生，而愈不喜愛自恃聰明學生；「努力進步觀」的效果反

之。有趣的是，雖然兩類努力觀對於教師教學態度的預測方向相反，但是參與者的「努

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之間卻有正向關聯。這似乎可以說明，一些教師遇到「努

力用功卻成績不理想」或「未努力用功但成績優秀」的學生，往往出現類似「恨鐵不成

鋼」或喜惡交織的矛盾態度，因為他們可能同時抱持高度的「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

步觀」，而這兩種信念可能同時引起相反的教學態度。 

  綜合而言，根據「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的觀點，在華人文化中，學業目標是屬

於具有高度社會期許的「縱向目標」，努力學習不僅被視為可以使能力進步，還被視為是

學生應盡的角色義務，具有美德價值。因此，在追求學習目標時，人們常抱持兩類努力

信念：「努力義務觀」與「努力進步觀」。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這兩類努力信念與本地

學生（包括大學生、高中生和小學高年級生）的學業成敗歸因、情緒反應和努力投入行

為有所關聯。而且，家長和教師所抱持的努力信念，也可能透過家庭和教育的社會化歷

程傳遞給學子。 

 

肆、討論 

 

  本文綜合闡述了作者與研究團隊十餘年來之思考及研究成果。我們從文化心理學的

觀點，提出了「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並根據此理論架構探討本地學生之學習動機、

努力信念、學習情緒與投入行為等議題。我們認為，心理學的理論基礎與實務應用是相

輔相成的。雖然我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構與檢驗適合解釋本地現象的學習動機理論，

但相關研究成果也可作為學生輔導或教育實務之參考。 

  首先，由於學習動機具有多種形式且源自不同因素，在輔導學生之學業目標時，除

了幫助其瞭解自身興趣與能力傾向之外，也可以瞭解學生對於角色義務以及努力之看法。

我們的研究顯示，增強學生對於課業的興趣與自我效能，固然可能使其投入學習，不過

這可能需要透過學習滿意度之中介，也就是經歷過正面的學習經驗（包括學習環境、學

習成果等），才能有正向效果。另一方面，角色義務認同感或「努力義務觀」也可能促使

學生投入學習，而且不需要透過學習滿意度，效果比學業認同更強且直接（陳舜文、魏

嘉瑩 2013）。 

  其次，角色義務感通常是源自重要他人之社會期許，然而若外在期許過強且失敗經

驗過多，有時可能會形成副作用。我們的研究顯示，對於長期經驗學業挫敗的學生而言，

高度的外在期許可能使其陷入情緒與道德的兩難（Fwu et al., 2017）。這是因為失敗通常

會導致難過情緒，尤其是努力之後遇到挫敗更是如此。此時個體如果放棄追求目標、不

再努力，情緒上可能好過一點。然而，個體若在具有高度外在期許之縱向目標上放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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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可能會失去美德形象。如此一來，受到高度期許但長期挫敗的學生，便可能以為

自己只能在持續負面情緒或失去美德形象之間作選擇，因此自覺陷入兩難，甚至可能出

現不適應的行為。如何協助此類學生脫離這種兩難思考的困境，可能是學業輔導的重點

之一。 

  再者，家長或教師可能在家庭或學校生活互動中，直接對子女或學生強調努力的重

要性，也可能透過間接方式展現出特定態度（王冠樺、陳舜文，2020; Chen et al.,, 2016; 

Li, 2012）。換言之，家長或教師的努力信念很可能會透過日常互動或教學態度，影響子

女或學生的相關信念以及學習行為。因此，家長或教師亦可多瞭解自己抱持的努力信念，

以及對於子女或學生可能造成的影響。 

  為了拓展文化心理學的知識，我們相當同意本土心理學研究者應該要建立含攝文化

的心理學理論，以了解文化系統與個體心理或行為之關聯（黃光國，2018）。我們的理論

架構即蘊含了華人文化在學習動機與信念上的特殊性，並以實徵研究檢驗特定動機形式

和信念對於學習態度或行為的關聯。要說明的是，這不表示東、西方人們的心理動機或

行為是截然相對的。為了說明文化與心智的關係，Shweder 等人（1998）基於文化多元

主義的立場提出了著名的觀點：「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普同但非一致」（One mind, many 

mentality: Universalism without uniformity）。此處所謂「心智」是指：人類認知歷程實際

或可能之概念內容的整體；「心態」則是指：被認知及被激發之心智的子集合（Shweder, 

2000）。更清楚地說，就文化層次而言，東、西方文化系統並非如二元對立之兩端。人類

的基本動機形式很可能是文化普同的，但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可彰顯或抑制某些特定

的動機形式。就個人層次而言，我們提出的「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是依據目標建

構來源而區分的理論構念，並不是指所有具體日常生活目標都可被絕對二分。換言之，

這兩類目標並非絕對互斥。而在許多文化中，最理想的生活目標形式很可能是將個人需

求與社會角色義務融合平衡，成為一體之兩面。 

  此外，雖然文化心理學家常關注文化系統對於個體心理或行為的影響，但從文化傳

遞與變遷的角度看，文化與個體的影響關係是雙向的。更清楚地說，隨著個體成長，文

化價值觀確實會逐漸形塑人們的信念或行為。然而另一方面，人仍可能透過反思、討論

與互動，主動地改變社會情境或文化系統（Archers, 1995）。過去研究顯示，東亞儒家文

化傳統與西方個人主義思想對於「學習」的看法並不相同（Li, 2012）。我們的一系列研

究則顯示，本地學習者具有多元的學習動機與信念，這些動機與信念對於學業投入與表

現有著不同的影響機制。當代教育者可能需要綜合考量華人傳統與西方文化之價值觀，

設法重新框架與論述傳統思想，使其符合現代生活需求，但仍保留勤勉、認真的美德價

值。換言之，如何在提升學習內在興趣與能力的同時，亦能培育努力的德行，應為家長、

教師、學生乃至社會大眾之間，透過互動與對話尋找共識的學習與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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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Effort Beliefs of Taiwanes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Shun-Wen Che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ngitudinal results of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e.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an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East Asian learners in 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s (e.g., Taiwan,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China) have frequently demonstrate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t 

outshines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for decade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such assessments also 

showed that East Asian students tend to have low learning motivation or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learning. In the same vein, previous studies in Taiwan also showed that many 

undergraduates had low interest in their majors. The “high achievement but low motivation” 

phenomenon has aroused great interest in cultural psychologists and educators.  

Contemporary Western theori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entails two approaches: Need-

orientated (e.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cognitive-oriented (e.g. implicit mindset theory) 

approach. However, neither approach could comprehensively explai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s 

and beliefs of Taiwan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of pursu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aiwanese a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al system. Therefore, we propos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achievement 

goals” (Chen et al., 2009) to conceptualize the motivation for academic pursuits in societie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heritage. We argued that, in Taiwan and many other East Asian 

societies, two types of achievement goals can be differentiated: Vertical goals and personal 

goals. A vertical goal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 expectations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such as parents) and strong sense of role obligation. Those who work hard 

on vertical goals tend to be viewed as virtuous people, while those who do not may be seen as 

flawed in character.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al goal is constructed on sources other than 

expectations from others. Such goals may include personal hobbies with autonomous interests. 

Parents may not hold high expectations on personal goals for their children. According to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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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rimary values, motivation types, psycho-social functions and 

patterns of attribution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goal.  

We conducted a series of empirical studies (Chen et al., 2009; Fwu et al., 2014, 2016, 2017; 

Huang et al., 2015) and the results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Firstl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pursu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an important vertical goal with highly 

social expectations. Students who meet such expectations are deemed good student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be viewed as possessing high moral virtues. Secondly, in pursuit of academic or 

vertical goals, students tended to attribute their failure to lack of effort. However, in pursuit of 

non-vertical goals, students tended to attribute success to internal factors and failure to external 

factors. Besides,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role oblig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s.  

Moreover, according to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 we argued that people may develop 

two kinds of beliefs about effort on academic learning: Obligation-oriented and improvement-

oriented beliefs. To hold the obligation-oriented belief about effort (OBE) is to believe that 

making effort in learning is a student’s role obligation. To hold the improvement-oriented belief 

about effort (IBE) is to believe that effort can conquer one’s limitations and improve one’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our empir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students’ OBE and IBE 

are correlated with their affective (i.e., feelings of indebtedness to oneself/parents), cognitive 

(i.e., effort attribution), and behavioral attitudes (i.e., striving behaviors) after academic failure 

(Chen et al., 2019; Fwu et al., 2018).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beliefs about effort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ir parents’ effort beliefs, and children’s OB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s in school. Besides, high school teachers’ 

OBE and IBE are correlated with their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ttitudes toward 

students (Chen et al., 2016). In other words, the values and beliefs about effort may b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via the socialization of family and school.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ncepts for education and counselling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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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知識論的關係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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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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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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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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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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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ing from Naïve Positivism and Moving Towards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Chin-Lung Ch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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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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心理學的研究理路 

 

陳舜文* 

 

摘要 

 

本文為靶子論文之總回應文，作者指出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研究必須在知識論上區分三類

不同層次的論述：文化系統層次、心理學理論層次，以及心理行為現象層次。在文化系

統層次上，研究者可分析或詮釋特定社會中的文化價值觀。在理論層次上，須提出心理

學的理論模式或概念。而這些理論或概念一方面可含攝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可

用於實徵研究，以預測或解釋社會或個體的心理與行為現象。此外，本土心理學理論還

須在知識論上考量文化特殊性和普同性。靶子論文中提出的「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

以及「努力觀」構念，可做為本土心理學知識論取向的理論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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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黃光國與簡晉龍兩位教授對於靶子論文給予的精要評論。二位教授對於我

們團隊的研究成果多所過獎，實不敢當。黃教授在評論中，從知識論的層次說明了「方

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方法論的關係主義」之差異，並且鼓勵本地研究者以後者為基礎，

建構適切的理論。此外，黃教授還建議我們把所建構的理論模式，放置在「文化系統」

的脈絡中，以便能從不同角度，開展未來的研究。這些分析與建議，個人皆相當贊同。

簡教授則在評論文中指出：本土心理學已發展了數十載，若要再深入發展，必須要擺脫

「素樸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對於此一觀點，個人也非常同意。而且我相黃光國教授應

該也深有同感，因為他曾嚴詞批評台灣的心理學界仍留存「素樸實證主義」或「極端經

驗主義」的科學觀，認為若不瞭解西方科學哲學發展脈絡，還過度強調歸納法，便會使

得理論建構能力薄弱（黃光國，2021）。 

由於黃、簡二位教授在評論中都從知識論與科學哲學的角度，論及本土心理學的研

究進路，個人在此也針對此一議題，延續二位教授的評論內容，補充一些想法。黃教授

曾經表示，許多本土心理學新進研究者的困難在於，不明白如何建構「含攝文化」的心

理學理論（黃光國，2017）。簡教授亦於評論文中表示，他發現修習本土心理學相關課程

的同學，常常對本土心理學研究感到高度興趣，卻對於如何著手進行研究，常常感到束

手無策，尤其不知道如何建構適切的理論。根據個人的經驗與觀察，文化或本土心理學

新進研究者遇到的困難主要包含兩點：論述層次的區辨問題，以及文化之間的對比問題。

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文化心理學的論述層次 

 

首先，文化心理學者針對特定社會文化進行研究時，需要區分三種不同層次的論述：

（1）文化系統層次的分析與詮釋、（2）心理學層次的理論模式或概念，以及（3）經驗

層次的心理與行為現象。研究者可針對特定文化思想系統進行分析與詮釋，並整合心理

與行為經驗現象，以提出相關的心理學理論或概念，然後根據理論與概念進行實徵研究。 

一般而言，心理學家較熟悉的是心理學理論層次與心理行為層次的論述，文化心理

學家則還特別強調文化系統層次的詮釋與分析。簡言之，所謂「文化系統」可說是特定

社群在長期溝通和互動下，集體建構而成的理念和思想系統（Archer, 1995）。華人文化

涉及有系統的論述、信念、價值等理念和思想。雖然華人社會中的成員並不一定都能夠

清楚地說出文化理念的意涵，或信念之間的關聯，但在長遠的歷史與社會互動中，這些

理念與思想的重要內涵已依附於日常語言、風俗習慣、社會規範、行動劇本以及社會制

度，並透過家庭教養、學校教育、法律體系及其他社會歷程的運作，傳遞給個人。換言

之，這些社會心理歷程使得文化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得以落實。 

以本次靶子論文為例，我們提出的「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學習動機雙因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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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努力義務觀」或「努力進步觀」，都是屬於心理學理論層次的論述。這些理論

與概念一方面蘊含或彰顯了華人傳統文化或儒家思想的重要價值觀，例如重視角色義務

與學業目標，以及努力完善自我等面向。另一方面，這些理論模式和概念也可以用來解

釋或預測，華人社會中人們追求特定目標時的心理與行為經驗現象，可據以進行實徵研

究。 

 須留意的是，文化系統、心理學理論概念，以及心理行為經驗現象，三個論述層次

雖然彼此關聯，卻不能簡單地視為等同或相互混淆。更清楚地說，如果把帶有特殊文化

意義的日常用語或詞彙，直接當作心理學的理論概念，有可能混淆上述層次 1 與層次 2

的論述。也就是把文化系統層次與心理學層次混同，造成理解上的歧異。更麻煩的是，

如果研究者同時又依循「素樸實證主義」的作法，在概念界定模糊不明的情況下，就直

接調查或收集一般人的想法或陳述，試圖做整理歸納，以為這樣可以形成理論，最後很

可能是將不同層次的論述全都混在一起，產生令人難以理解的結果（相關討論可參見符

碧真等人，2021）。 

無論如何，研究者所建構或參考的理論與概念（層次 2），是銜接文化價值系統（層

次 1）與心理行為經驗（層次 3）的樞紐。換言之，思考與從事本土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關

鍵在於，如何在理論概念中含攝文化系統，並且聯繫到具體的心理與行為現象。 

 

貳、文化相對主義的兩難 

 

從事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研究時，還可能遇到另一項疑難是文化之間的對比問題，也

就是關於「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議題。簡言之，「文化相對主義」的主

張是：不同文化所重視的信念或價值系統並不具普同性，或甚至認為只能從特定文化系

統內部的價值觀與標準出發，才能理解其中人們的心理現象或行為之意義（Boas, 1887）。

在倫理學中，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仍存在許多爭議（MacKinnon & Fiala, 2017），而在文

化心理學中則可能形成知識論的兩難問題。 

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研究常常被認為是採取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然而如果過於極端

地抱持此一立場，有可能造成問題。因為若採取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則每個文化的研

究者大可關起門來，只發展自己的「文化心理學」。如此一來，如果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種

文化，就可能產生成千上萬種「文化心理學」。換言之，極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

將使得不同文化的研究成果與研究者之間交流困難，甚至認為不可能或不需要溝通。但

是如果反過來，在知識論上全然反對文化相對主義，也可能對本土心理學產生疑問。極

端反對文化相對主義者，可能從根本懷疑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心理學為什麼

要強調文化特殊性呢？科學難道不是要研究人類普同性嗎？或者換個角度質問：在當代

多元社會中，為什麼還要以傳統或特定的文化思想做為「本位」進行研究呢（相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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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請參見黃光國，2021）？ 

為了解決文化相對主義帶來的兩難問題，我們可以再次參引靶子論文中提及的觀點：

「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普同但非一致」（Shweder et al., 1998）。此觀點指出了文化與個

體心理之間的可能關係。更清楚地說，我們可以將人類的心智能力比喻成是一個工具箱，

裡面充滿各式工具，包括知覺、情緒、歸因和思考方式等。這些心智工具可幫助人在社

會世界行動。全人類具有的心智工具也許大部分是相同或類似的，但隨著個人成長，他

所處的文化會影響其最常用哪些工具，形成分殊的「心態」。 

如此可知，文化心理學家可以採取比較溫和的文化相對主義，或可稱為「文化多元

論」（cultural pluralism）（陳舜文、邱振訓，2011）。也就是認為，不同文化之間不但具有

特殊性，也有普同性。重點在於，如何能在理論概念的層次上，兼顧文化特殊性與普同

性。以本次靶子論文為例，根據我們提出的「華人成就目標理論架構」，無論任何文化社

會的人們可能都可以區分出「個人目標」與「縱向目標」，也應大致能理解其意義。然而，

西方或個人主義文化可能較重視或鼓勵人們追求自主選擇的生活目標。相對地，華人或

東亞文化較強調與特定角色義務有關的「縱向目標」。如此一來，不同文化中的人們便在

社會心理與行為上，形成相當程度的文化差異與特殊性。 

 

參、結語與期待 

 

綜合上述，從事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研究時，首要之務是思考與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

學理論，而在建構理論架構時，一方面要區分不同的論述層次，另一方面還要盡可能顧

及文化之間的普同性與特殊性。這些要求對於新進研究者而言，往往不是件容易的事。

簡教授於評論文中表示，新進研究者不妨先參考應用他人已經建構好的本土心理學理論

或概念架構，或者針對既有理論架構進行增補。我相當同意這些建議。「他山之石，可以

為錯」，關鍵在於參考他人的論述或想法的同時，也能彰顯出研究者自身的主體性，並且

進一步開展相關研究的價值。 

最後很感謝本刊提供此次難得的機會，讓我能與兩位教授討教。科學哲學家 Laudan

（1978）認為，學術研究是學術社群集體合作的事業，抱持特定學術立場的科學社群必

須透過長期互動與思辯，才可能形成「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而為了解決理論

異例或實用問題，「研究傳統」的內涵可以不斷修正演化。台灣的本土心理學發展至今將

近半個世紀，我相信只要相關學術社群的參與者保持開放的心胸與研究活力，持續交流

思辯以解決理論與實務問題，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傳統」必能持續推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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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

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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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以下稱本學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學刊之編輯

委員會為處理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刊常年徵稿，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少二篇，

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兩個月內進行審查作業。  

三、本學刊審查作業採匿名制，學刊論文稿件經主編和編輯助理執行匿名作業後，再送

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該稿件之審查委

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處理方式如下表所示：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稿件審查處理方式一覽表 

處理方式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二位

審查委

員結果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五、本學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理要點，以俾利審查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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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

發展中心、世界本土諮商心理學推動聯盟與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共同出版暨發行，採學

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學刊以發表心理衛生、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

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理、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

心理學及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學術專論與實務專論為主，包括：量化、質性或質

量整合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綜論性文章（review essay）以及個案研究等（不

同文章類型稿件適用不同之審查標準）。本學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發行主要目的在於

增進心理諮商與助人相關專業之學術交流、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希望透過本學刊的平臺，

能結合更多的華人與華文使用者，善用華人語言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做出更多更好的學

術探討與研究，為增進與亞洲地區專業人員及國際的交流我們也提供英文的標題與摘要，

同時也接受英文的稿件，我們期待能跨越國際推動含攝文化（Culture Inclusive）與本土

化的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參閱「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之說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來稿請參考「美國

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 規定體例，每篇以三萬字以內為原則。請勿一稿兩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列

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料，僅能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中呈現） 

 

（一）作者基本資料表（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4.html 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料表，載明論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英文名

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位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刊為提供學術

交流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料以利進一步學術對話之開展）。 

另外，請下載作者自我檢核表乙份，以核對規定的格式是否正確，若否則填寫其理

由。填畢再以電子檔的方式與作者基本資料表一併寄回。 

 

（二）中文摘要頁 

以 500～800字為原則，含論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http://tcq.heart.net.tw/standar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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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文 

正文段落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之結構。 

 

（四）英文摘要頁 

  含論文題目、摘要本文及關鍵詞（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為助於與國際學者交流，

摘要本文請不少於 500 字，並以 800字以內為原則 （自第九卷第一期適用）。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jicp.heart.net.tw/03.html 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兩份。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引用書目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閱本學

刊投稿論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規定體例（文稿格式不符者，

本學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來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行，每行 35字，12級

字，段落距離 0列，1.5行行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論文經本學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做下述利用：  

（一）以紙本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二）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四、審稿 

 

本學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編輯委

員推薦二位相關領域之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審查意見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件作者。凡經

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凡曾在相關研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

改寫的學位論文或研究經費的來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料表之作者註一欄中加以說明。 

  本學刊採常年徵稿、先到先審制。請將稿件以電子郵件寄至 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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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投稿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可擇一寄發，但以電子檔為佳：

（1）電子檔：列印紙本簽名後掃描成電子檔，或將個人簽名以圖檔插入著作權同意書電

子檔，再將成果直接寄至刊物信箱；或 （2）紙本：寄至 50007彰化市進德路 1號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至（04）

7276542；電話：（04）723-2105 #2220, 2208；E-mail：jicpheart@gmail.com 

http://jicphear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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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投稿論文格式 

 

  本學刊以發表輔導、諮商心理、臨床心理、復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

護理、心理衛生、職能治療、語言治療、特殊教育、員工協助方案等與心理學及助人專

業相關學科之本土化專論為主。接受全球之正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 

  版面的左右邊界 3.17 公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行文請由左至右。稿長以 3 萬字

以內為原則，並以電腦繕打直式橫寫，以 Word 98 以上版本格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

任何排版技術。 

  正文請統一採 12 級字，段落距離 0 列，單行間距，中文部份（含標點符號）請以

新細明體與全形輸入，英文部分（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請以 Times New Roman與

半型輸入為原則。若文章中有出現表與圖，文字請在 8~12 級字間彈性調整。稿件格式

請依下列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層級一：壹、（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二：一、（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層級三：（一）（不加粗、上空一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

成為完整的一段） 

層級四：1.（不加粗、不空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成為

完整的一段） 

層級五：（1）（不加粗、不空行、句後要加上句點、內文接著層級標題同一行撰寫，成

為完整的一段） 

 

如下列範例所示： 

 

壹、（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粗體、上下空一行、內文開一個新段落撰寫） 

  

（一）（不加粗、上空一行）。 

1.（不加粗、不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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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加粗、不空行）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Flush Left, Boldface,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左，加粗，每個單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indented as a new paragraph. 

  

     Indented, boldface,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半形，標題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上下空一行） 

      Text begins on the same line and continues as a regular paragraph. 

  

     Indented, boldface,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空四格半形，標題加粗，第一個字字首大寫，不空行） 

      Text begins on the same line and continues as a regular paragraph. 

 

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一頁以 38行、一行 35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 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理，體例如前述。 

2. 表的標號與名稱的格式，包含以下原則： 

 （1）表的標號與名稱皆為 12級字，內容則為 8~12級字為彈性調整範圍。 

 （2）標號和名稱置於表格之上，靠左對齊，分兩行，第一行為標號，第二行為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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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標號的寫法：中文為「表一」、「表 1」或「表 1-1」，中文不必加粗體；英文

為「Table 1」、「Table1.1」，英文則應以粗體呈現。 

 （4）表名在撰寫上需盡量以簡短、清楚且有效的說明表達出表格的重點，不應過長。

中文表名需以粗體呈現，英文表名則為斜體。 

 （5）資料來源請於表格下方列示，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3. 圖的標號與名稱的格式，包含以下原則： 

 （1）標號和名稱置於圖片上方，分兩行說明，第一行為標號，第二行為圖名，皆靠左

對齊。 

 （2）標號的寫法：中文為「圖一」、「圖 1」或「圖 1-1」，不加粗體；英文為「Figure1」、

「Figure 1.1」，英文標號則應以粗體呈現。 

 （3）圖名在撰寫上應盡量簡短並能表達出圖形的重點，中文圖名需以粗體呈現，英文

圖名則以斜體呈現。 

 （4）中文圖名之行距設定則以可清楚看出標號和圖名之區隔為原則;英文的圖名在行

距上應設定為「2倍行高」。 

 （5）資料來源請於圖下方列示，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4. 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拉伯數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列於頁尾

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號字處理 

 

（三）參考文獻與其它體例 

1. 參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列，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姓氏英文

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 2個全形字元、英文亦同。 

2. 文稿格式、符號、標題、數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參考文獻等撰稿體例請參考「三、

撰稿體例說明」，未在體例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第七版（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之規定體例或本學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例說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列，英文作者只列出姓）、出版時

間（一律以西元年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符號，範例如

下： 

1. 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54 
 

2. 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 三位以上作者 

（1）中文，第一次出現即以第一作者等表示，如：（賀孝銘等，2007）。 

（2）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et al., 2002）。 

4. 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 

5. 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趙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篇名、

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此外，若引用之

文獻具 DOI 或 URI 者，應以 https://doi.org/xxxxx 格式加註 DOI 或以 https://xxxxx 格式

加註 URI（若該文獻同時具 DOI或 URI，則呈現 DOI即可）。 

範例如下： 

1. 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起點（頁

317-321）。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2008）。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小蘋、黃

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五南。（原著出版年：2006） 

2.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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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務發展之調查

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中華輔導學

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

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 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巧翊、趙淑珠（2020 年 10月 24日）。親密關係中性困擾者之求助經驗探究─女性當

事人之敘說［論文發表］。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20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臺灣。 

王智弘（2020 年 10 月 24日）。雖然不太會做研究，但沒關係：我如何走出一條學術研

究的路［專題演講］。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20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

灣。 

（2）英文 

Meister, K. L. (2018, April 26-29). Gender identity as a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Taking 

identity beyond the continuum [Roundtable sess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8 Conference & Expo, Atlanta, GA. 

Jin, Y. Y. (2018, April 26-29). Counseling in China [Poster presentat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8 Conference & Expo, Atlanta, GA 

4. 學位論文 

（1）中文 

李鴻昇（2020）。母親罹患思覺失調症之子女家庭角色轉換歷程之敘事研究［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施郁恆（2019）。大學生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網路成癮與心理健康問題之相關研究（系統

編號：107NCUE5464018）［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 

（2）英文  

Massa, A. (2006). Psych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hysical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E7%8E%8B%E6%99%BA%E5%BC%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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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ssion perpetr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Purdue University. 

Kado Hogan, R. M. (2011).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of psychologists: Emotions, ethical 

decision frame, and social contex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Publication No. 3473582).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 & I. 

5. 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國科會研究計

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 有團體作者的網頁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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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作者基本資料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關鍵詞 

（不超過 5個） 

中文： 

 

英文： 

 

文章資訊 字數：    字   圖片：  幅   表格：  個 

姓名（註一） 

中文： 

英文： 

任職單位與 

職稱（註一） 

中文： 

 

英文：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O）：                     （H）： 

手機： 

通訊作者（O）：                     （H）： 

手機： 

聯絡地址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此 E-mail 將列於稿件首頁註腳處，作為學術交流之用） 

作者註（註二）  

 

註一：超過兩位以上者請依序編號排列填寫於本欄。通訊作者請於姓名右上角打星號（＊）以為標示。

ex: （1）王智弘 （2）張景然
＊

 （3）謝毅興 

註二：有關本篇文章相關的訊息說明，例如：研究的經費來源（如：本論文獲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

○○○○）、改寫自哪篇學位論文（如：本論文係○○大學○○研究所之碩（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

○○○教授指導下完成）、於研討會發表（如：本論文曾發表於○○○研討會）等訊息，將以括弧列於

本文之後、參考文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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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論文名稱：                                       （以下稱「本論文」） 

 

一、若本論文經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接

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

資訊網 做下述利用： 

1. 以紙本或是數位元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資料

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3. 再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料庫業者將本論文納入資料庫中提供服務 

4. 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定，以有償或無償之方式再授權予其他資料庫業者，有償資料庫之權利金收入則

歸【彰化師範大學】所有。 

 

三、作者保證本論文之研究與撰寫過程中合乎相關專業倫理之要求，並為其所自行創

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作者仍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立同意書人（作者）簽名： 

 

（共同著作之作品，須每位作者各簽署同意書一式兩份，授權才可生效。） 

 

身份證字號（ID card number）： 

電話號碼（Telephone）： 

電子信箱（E-mail）： 

通訊地址（Address）：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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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Editor in Chief. 

▪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members from world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Editor Assistan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Reviewer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 
v 
i 
e 
w 
e 
r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review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

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Include a third 

reviewer 

Reject or re-

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Editor in Chief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viewers’ 

comments. 

1.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2.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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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Center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orld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lliance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mental health,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hance the indigenous and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7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1,500 to 2,000 

characters）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should be limited to 30,000 

Chinese words or 15,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jicp.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Word 98 or above）. 

  

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http://jicp.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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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 886-4-723-2105 Ext.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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