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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華人文化、貢獻普世諮商：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學術社群 

的成立與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專欄的設立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Contribution to Universal Counseling： 

The Founding of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of Indigenous Counsel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umn of Chinese Indigenous Counseling 
 

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ethicgm@gmail.com） 

 

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學術社群的成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與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為鼓勵學界積極投入華人心理

諮商本土化理論與實務的研究工作，因此倡議成立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學術社群，並成

立社群網站( http://ic.heart.net.tw/）以記錄社群活動與分享相關的學術與實務資訊，希望

能結合對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以及對含攝華人文化心理學研究有興趣的學者與實務專

家，共同致力於相關理論與實務工作的探索活動。基於同樣的目的，台灣心理諮商季刊

自本期開始推出「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專欄，希望每一期至少刊登一篇有關華人心理

諮商本土化或含攝華人文化心理學研究之文章，希望透過此一專欄的設立以催化華人心

理諮商本土化學術社群的研究能量，歡迎各界踴躍賜稿。 

學術研究向來有兩個重大的發展方向，一個是國際化，一個是本土化，有時是相輔

相成，有時是互相矛盾（蕭全政，2000），國際化的發展是學界長期以來的努力方向，

特別是在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毫無疑問是國內許多學者長

期投入的努力目標，相對而言，本土化的發展則顯得相對困難，即使心理學的本土化運

動已由來已久。 

 

     心理學的本土化運動 

此一運動最早起自1970年代末期，陸續有許多心理學家開始倡議心理學的本土化取

向，這些心理學家主要來自非西方的國家，比如墨西哥、韓國、日本、菲律賓、印度以

及台灣，此一運動初期未受關注，直至1990年代，開始受到主流心理學界的重視，以及

批評(Hwang, 2005)，在台灣倡議本土心理學最著名的學者首推楊國樞與黃光國。心理學

本土化可說是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一環，而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的重要事件，應

首推楊國樞與文崇一所籌畫，於1980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召開的「社會及行為科

學研究的中國化科際研討會」，會後更出版論文集「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一

書，引發學界的討論與重視（楊國樞，1993；楊國樞、文崇一，1982；蕭全政，2000）。

這可說是華人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本土化運動的一個里程碑。 

社會及行為科學中國化的議題在經歷多年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研究理念上的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2014, vol. 6 no. 1, pp. vi-ix 

 



 vii 

轉變而逐漸定調於「本土化」的用語和研究取向（楊國樞，1993；蕭全政，2000），楊

國樞主張「本土性契合是本土心理學的判準」（p. 24），強調心理學研究者的思想觀念

應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行為之間有密切的「配合、貼合、接合或契合」（p. 24）。楊國樞

並進一步強調建立本土心理學的消極目的包括（p. 28）：「1.不再將歐美本土心理學（特

別是美國本土心理學）或其他外國本土心理學，視為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或全人類的心

理學(這是『覺醒』)；2.避免盲目而不加批評地套用或接受西方心理學的概念、理論、方

法及知識（這是『斷奶』）；3.戒絕缺乏反省力、分析力及創造力的研究習慣與態度（這

是『戒惰』）」。此等提醒對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領域而言，亦有同樣的警醒作用，

不宜全然接受與盲目套用西方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而缺乏應有的反省、

分析與創造，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必須「覺醒、斷奶與戒惰」，投入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本土化的研究工作，才能有「轉大人」式的提升與發展，而提供給華人當事人最

契合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服務。 

      

     立足華人文化、貢獻普世諮商 

楊國樞（1993）又提到建立本土心理學的積極目的包括（pp. 28-29）：「1.恢復與增

進華人心理學者在理論建構與方法設計等方面的自信心、批判力及創造力（這是『自

強』）；2.切實而徹底地描述、分析、理解及預測各地華人的心理與行為，進而建立有關

中國人之心理與行為的知識體系（這是『沉潛』）；3.完整而有系統地比較台灣、大陸、

香港及其他華人社會之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的異同（這是『比對』）；4.深入而有效地探

討與理解華人社會的各種社會問題（包括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及教育的問題），

進而提出切合社會文化因素與心理生理因素的預防及解決之道（這是『務實』）；5.為建

立真正的全人類心理學（或世界心理學）提供有關中國人之心理與行為的豐富而深入的

理論、知識及資料（這是『致遠』）」楊國樞此等對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期勉，事實上也

適用於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本土化的發展方向，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研究應致力於契

合華人文化與華人心理的理論建構與方法設計，有系統與深入的探討華人的心理特質、

問題與療癒之道；並善用含攝文化的心理學（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與本土心理學

（indigenous psychology）的研究理路，依循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普世主

義，考量分殊」（one mind, many mentalities; universalism without uniformity）的原則，以

建構既能代表普世的人類心智，又能表現特定文化人群的特殊心態（黃光國，2011；

Shweder, et al., 1998）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亦即，華人心理諮商與心理治

療學者要能「立足華人文化、貢獻普世諮商」。 

要持續推動本土化心理學的發展，黃光國（2009）認為必須做三個層次的突破：「哲

學的反思、理論的建構和實徵研究」（p. 13），而此等本土化研究中所需的哲學反思與

理論建構工作則需要借重科學哲學的知識（黃光國，2009，2013；蕭全政，2000），在

實徵研究上，楊國樞（1993）主張要發展多元化的本土性方法論，而黃光國（2013）則

進一步強調多元化方法論背後的多重哲學研究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而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本土化亦須借重多重科學哲學研究典範的知識以進行哲學反思與

理論建構，並以此設計多元化的方法論以進行各種實徵研究，以建立華人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本土化深厚與堅實的學術基礎。 

     



 viii 

 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專欄的設立 

研究必須有發表的園地，才能發芽、生根、茁壯，1993年「本土心理學研究」創刊，

在發刊辭上寫著：「《本土心理學研究》這一學刊是應運而生的。在中國近代史裡，正

如其他學科一樣，華人社會的心理學一直是仰人鼻息，唯外國心理學馬首是瞻。…使我

們懵懂無知地蹉跎了半個多世紀的大好時光，失去及時建立自己的本土心理學的寶貴契

機。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以來，台灣、香港及大陸的心理學同仁，已先後不約而同地有

了華人社會之心理學研究必須本土化的自覺…我們亟需一個以發展華人本土心理學為職

志的學刊，發表各地心理學者所撰寫的有關論文，《本土心理學研究》便是順應這一需

要而創辦的。」（pp. 1-2）發刊辭中揭櫫了本土心理學由深刻的反省與心痛中，往新目標

再出發的理念與熱情，這樣的反省與熱情也是心理諮商本土化運動所需要的。 

《本土心理學研究》發刊辭（1993）中並提到其最主要的任務是：「(1)探索中國人

之心理與行為的本土化研究的適當方向及課題；(2)建構中國人之心理與行為的本土化研

究的有用概念及理論；(3)設計中國人之心理與行為的本土化研究的有效策略及方法；(4)

提供發表學術論文的園地，以利世界各地學者交換及討論華人心理與行為之本土化研究

的心得及意見；(5)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展示其在中華心理學發展史中的意義，並

彰顯其在世界心理學發展史中的角色。」（p. 2）此等期許對華人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

本土化，也具有同樣的啟示作用，華人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本土化須就探索研究方向

與課題、建構研究概念與理論、設計研究策略與方法、提供研究發表的園地等各方面去

努力，以期能建立華人的本土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學，以在華人與世界的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發展史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台灣心理諮商季刊為呼應這樣的期許，特別設立「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專欄，希

望能夠提供一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本土化研究的發表園地，為催化能契合華人心理與

文化，提升華人心理諮商服務品質的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研究，推動華人心理諮商本土

化運動，盡一份棉薄之力。 

 

     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研究的啟動 

    本期文章的內容相當多元，除了有「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成功學習與學習生活問題

調適因應經驗之探究」、「從『漩渦鳴人』隱喻解析自性化歷程：榮格理論的觀點與應

用」以及「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理論淵源與實務作法」等三篇各有特色的文章之外，

「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專欄首次刊出的文章是「頂天立地的生涯發展模型：華人生涯

網之理論基礎」是一篇探討將易經與網路科技相結合以應用於生涯諮商上的論文，「無

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探討易經的文章為此一專欄的

起始，雖然是個巧合，但也希望由此討個好采頭，就如易經繫辭傳云：「易无思也，无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希望，此一專欄的設立能引發與感通更多有志

之士投入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的運動，期盼華人心理諮商本土化研究的時代就此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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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成功學習與學習生活問題調適因應經

驗之探究 

謝淑敏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成功學習與學習生活問題調適因應經

驗，作為促進女性在科技領域學習之教育與輔導工作參考。研究者以立意取樣方

式，招募五種科技領域科系，學業成績在班上女性前 3 名之高年級學生為樣本，

每系 2名，共計 10名。透過質性研究法半結構訪談方式蒐集資料，回答下列問

題：一、個人進大學前的特質與背景對大學學習的影響。二、在大學校園的學術

與人際投入經驗。三、在大學校園的學習與生活適應問題及調適因應策略。四、

科技領域成功學習結果與相關影響因素。並以質性研究 Hill et al.（2005）共識分

析法進行分析。發現如下： 

一、受訪者的升學生涯抉擇以個人決定為主，並獲家人支持。 

二、受訪者的學術投入高，包括努力認真學習、向外尋求資源兩大類共 12

種策略、其社交活動投入不深，但與同儕互動良好。 

三、學生具備多元的學習與生活壓力調適策略，有助其在科技領域成功學習。 

四、成功學習以個人內在因素影響為主，外在環境因素為輔，並受身邊楷模

人物影響。 

最後根據上述結果加以討論，提出建議以供教育、輔導人員參考。 

 

 

 

 

 

 

 

 

 

 

關鍵詞：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成功學習、學習與生活適應、角色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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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vol. 6 no. 1, pp. 1-34. 

 



 - 2 - 

壹、緒論 

 

一、 研究緣起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挑戰，無論工業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提昇女性在科技領

域的績效與生產力，是驅動各國未來經濟成長與競爭力的重要來源。科技領域的

性別差異是世界各國共同的問題，如台灣 2010 年國中科學奧林匹克比賽中，七

人代表團奪 4金 2銀世界第一，但七人中只有一位女性，且是台灣代表團七年來

第四位女性選手（林怡靜，2010）。科學領域性別差異現象到高等教育階段並未

改善。根據教育部 2012 年統計數據，100學年度大學新生就讀類科比例中，科

技佔約 43.26％，但女生人數比例不到其中三分之一（教育部，2012）。 

然鼓勵女性投入科技領域有其重要性，若從鉅觀角度來看，Weber（2011）

指出，美國經濟成長主要仰賴科學（Science）、科技（Techo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與數學（Math），簡稱 STEM研究領域專業科技公民的成長。尤

其台灣地小人稠，資源有限，鼓勵女性投入科技領域，更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

要契機。另外，Milgram（2011）也強調在科技領域有更多具專業知識的婦女，

透過不同的思考角度，可確保婦女在醫學或科技社會中得到更公平的對待與更好

的服務。若從個人角度思考，提供女性全人發展，確保女性平等工作參與權，不

但是世界先進國家努力的目標；能協助在科技領域相對少數的女性團體完成在科

技領域的學習，達成生涯目標，對其個人生涯發展亦具重大意義。 

女性要走入科技領域，並順利追求科技領域的生涯並不容易。在有名的管漏

理論中，提到女性進入科學領域，自兒童期學校生活，經過大學階段，再進入專

業生涯，這條管子幾乎每一個接縫處都有漏洞（吳淑敏，2004）。包括內在因素

限制，如數理自我效能低、失去興趣、知覺能力不足、毅力及彈性不足，外在因

素限制，如性別偏見、學習環境適應困難、缺乏角色楷模、家庭照顧與角色衝突，

均為阻礙女性投入科技領域充分發揮潛能的因素。在解釋女性成就及能力的差異

時，生涯阻礙曾是重要觀念之一（田秀蘭，1999）。 

在高等教育階段，青少女除需面臨未來生涯抉擇的徬徨，並需適應科技領域

以男性為主流且高度競爭的學習文化、及性別區隔問題的影響。包括科學社群對

女性的性別歧視、低效率的科學教育模式、及不利女性的科學學習環境等問題，

使得雖然有越來越多女性願意進入科學工程領域，但除少數領域外，較多女性在

大學畢業前爭相轉系，男性能順利畢業者遠大過於女性（Etzkowitz, Kemelgor, & 

Uzzi, 2010），加劇科技領域的性別區隔現象。 

    目前台灣有關女性如何面對學習與生活適應的挑戰，以在科技領域獲得成功

學習的研究仍未多見，與成功學習概念相近的文獻，如劉若蘭（2005）曾針對技

術學院之原住民與漢族學生成功學習的影響模式加以驗證，以族群認同、認知發

展、心理社會發展、學業成就作為指標，並發現學生成功學習的重要影響因素有

家庭社經水準、一年級成績、自我概念、家庭支持、參與互動、人際整合、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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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曾靜瀅（2012）探究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成功學習的知覺，將成功學習界定

為「目標設定」、「學習動機」、「學習策略」、「時間管理」、「學習滿意度」等五要

素，並發現成功學習要素間具有顯著相關，可做為本研究探究成功學習概念之參

考。國內仍少有人探究科技領域女學生對成功學習的知覺，及有助其成功學習的

重要影響因素為何，因科技領域的學術壓力與挑戰很大，故研究者將焦點放在學

業表現，並以在大學階段能堅持科技領域的學習、且學業成就表現良好做為成功

學習的標準，探討科技領域成績表現優異的高年級女性大學生，其入學前背景因

素、在大學校園中的學習投入與挑戰、及有助其達到成功學習的影響因素，做為

建構科技領域女大學生成功學習的發展脈絡，以對高等教育機構、學校輔導工作

與生涯諮商等實務工作提出建言。 

 

二、 研究目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究在大學科技領域能成功學習的科技學院高年級女性大學生，其入學前特

質、及科技領域升學生涯抉擇的相關影響層面為何。 

2. 瞭解在大學科技領域能成功學習的科技學院高年級女性大學生，在大學的學

術投入與人際互動經驗為何。 

3. 瞭解在科技領域成功學習的科技學院女性大學生，在大學的學習與生活適應

問題暨調適因應策略為何。 

4. 探究在科技領域成功學習的科技學院女性大學生，在大學的成功學習結果及

其影響因素為何。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一所國立綜合大學科技學院做為研究對象，其結論不適合

用來全面推論至其他地區及類型大學科技領域之學生。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某所科技大學科技學院學生為樣本，包含科學、科技、工

程等三個領域之大學女學生，但並未涵蓋數學領域，其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數學

領域學生之成功學習經驗。 

 

（三）研究設計的限制 

    本研究針對科技領域高年級能堅持科學課程，成績優異的女學生進行訪談，

研究參與者為能適應科技領域學習文化，具有學術及社會復原力的女大學生，並

未因性別區隔問題阻礙個人生涯目標的追求。研究結果無法類推至尚未適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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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性別區隔現象及學習文化的低年級大學新鮮人或中途離開者，也不代表科技

領域性別區隔的威脅不存在。 

 

貳、文獻探討 

 

一、女性追求科技生涯的挑戰 

 

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看法，決定選讀科技領域的女大學生面臨的挑戰很

多，造成其流失的原因可歸納如下： 

 

（一）興趣假說 

Lent、Brown 和 Hackett（1994）指出女性在數理領域因自我效能低，失去

對數理的興趣而離開理工科系（Kerr & Robinson Kurpius, 2004）。美國公民權力

委員會於 2010年的會議報告中也指出，學生對科學不感興趣以致無法完成大學

學業（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2010）。Lubben、Davidowitz、

Buffler、Allie和 Scott（2010）發現學生放棄科學課程的原因為，課程不符合其

生涯渴望，學生不喜歡所學內容及所做的事。 

 

（二）能力假說 

科學學業成就低，缺乏數理領域自我效能，知覺個人能力不足，是女性面臨

的另一挑戰（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2010；Kerr & Robinson 

Kurpius, 2004；Lent et al., 1994）。Lubben等人（2010）也指出課程困難、巨大的

課業壓力、持續低分、需靠自己獨立學習，在主流課程中未準備好進行獨立研究

等，將造成女性流失。 

 

（三）差別待遇假說 

女性在科技領域學習的差別待遇包括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差別待遇，及科學

學習環境的權力不平等。如黃曬莉（1999）指出，「科技領域中女性比較少，女

性果然不適合科技」，即為一種刻板印象。美國公民權力委員會（2010）指出，

女性學生因校園內差別待遇及支持不夠而流失（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2010）。其他像科學學習環境中的陽剛文化及權力不平等因素不利女

性，如 Kanter（1993）性別增強假說，認為女性在科技領域屬於少數團體，資源

少挑戰多，社會對該領域女性有「少數族群」標籤效果，將提高其離開的可能。 

 

（四）不適配假說 

學生因學習程度與環境有落差，環境適配度不佳而離開（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 2010）。Lubben 等人（2010）發現有些人認為科學課

程要求不夠，課程不適合他們，對課程產生負面知覺而離開。Kerr 和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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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pius（2004）指出，女性在數理的生涯發展常因失去自信、自我懷疑、缺乏

生涯資訊與準備而離開。 

 

（五）家庭因素與財務困難 

Lubben 等人（2010）指出有些來自弱勢族群或教育不利地區的有色人種學

生，會因為家庭與經濟因素無法繼續學業，如親人過世須回家工作照顧弟妹，使

他們中斷學業。 

 

（六）毅力與彈性不足 

面對數理領域的高學術挑戰，個人若缺乏毅力，彈性不足，最後也可能選擇

離開（Lent et al.,1994）。 

 

二、大學科技系所性別友善學習環境有待建構 

 

21世紀台灣高等教育邁入大眾化階段（黃政傑，2001），社會大眾也更加關

注大學教育品質。若從大學如何預防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流失的觀點出發，以下

相關學者的理論，可供作參考。Tinto（1975）的大學生輟學概念模式圖，即指出

大學經驗影響學生能否成功完成學業。Tinto（1997）的修正模式並指出，學生在

大學的學習受入學特質、在大學的學術和人際整合的影響，並影響其對目標、學

校及外在的承諾。 

Astin（1991）也提出輸入（Input）—環境（Enviroment）—成果（Ouput）

模式（簡稱 I-E-O model）對教育成果的影響。輸入指接受教育時的個人特徵，

環境涵蓋校內、外實際體驗，成果為學生學習成果，廣義包含人格、知識、技術、

態度、信念與行為。Sax（2008）納入性別考量，強調即使入學前男、女生的數

理能力相當，但是科技領域的性別差異，個人與環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可能

造成女性與男性的教育成果不同。 

雖然促進女性在科技領域的保留率成為近年來國外科技與性別領域的研究

重點，但國內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筆者歸納國外相關學者說法，發現大專院校

可透過以下方式促進女性在 STEM 領域的保留率，可做為探究台灣科技領域女

大學生校園經驗之參考。 

 

（一）改變機構學習氣氛：新世代工作者希望能平衡工作與生活，大學科技相關

系所需主動營造性別友善與支持的環境，在學習環境中，需改變以工作為優先的

思維（Yost, 2008）。 

 

（二）提供支持系統：大學應主動採取各種策略來幫助女性平衡工作與生活（Yost, 

2008）。Lent 等人（2005）指出支持系統對處境不利學生影響重大，來自個人、

環境與家人努力有助其克服阻礙，包括以問題為焦點的行為；同儕、老師及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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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支持；依賴家人力量等。 

 

（三）瞭解學生認知因素及學習需求：Lent 等人（1994）指出，學生在大學所參

與的課程與學生的生涯渴望是否緊密連結，是影響其留在課程中的強有力動機因

素。 

 

三、女性在科技領域成功學習功影響層面之探究 

 

女性無法在 STEM 領域順利完成學位的因素很多，筆者回顧相關文獻包括：

兼顧專業與家庭的衝突（Jacobs & Winslow, 2004; Rosser, 2004）、攻擊與困擾

（Rosser & Lane, 2002; Rosser, 2004）、刻板印象或特權（Rosser & Lane, 2002）、

缺乏女性良師（Winkler, 2000; Rosser, 2004; Kerr & Robinson Kurpius, 2004）等。 

若從個人內在因素對成功學習的影響，Mann（2001）指出學生正向投入學

習領域，持續參與同儕團體、與講師互動及學習活動為成功完成學業的重要影響

因素。此外個人與學習環境保持良好互動，也對學習具有正面幫助，例如 Case

（2007）研究南非化學工程學生的學習經驗，指出學生和工程研究的關係、大學

生活、家庭、同儕、講師、他們的生涯等六種關係對完成學業有決定性影響。  

關於成功學習的界定，Pascarella與 Terenzini（2005）指出近十年研究趨勢

為結合投入與發展理論，瞭解大學生個人因素及校園經驗對其學習與發展的影

響。在投入理論中，Astin（1984）、Tinto（1975, 1997）界定的學習成果包括學

業成就、社會利益、持續就學、學習與認知發展、社會化結果；而發展理論則強

調心理社會發展及認知發展的重要性（Chickering, 1969；Chickering & Reisser, 

1993；Perry, 1981）。 

    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將有助女性在科技領域持續就學與成功學習的影響層

面依外在因素及內在因素歸納如下： 

 

（一）影響女性在大學科技領域成功學習之背景因素 

1. 社會支持的重要性： 

缺乏社會支持將影響女性在數理領域的發展（Kerr et al., 2004; Betz, 1994），

如 Betz（1994）指出，女性進大學時學業成就與男性並無差異，但機構氣氛及缺

少社會支持，是女性離開科學與工程領域的主因。St. John、Hu、Simmons、Carter

與Webber（2004）也指出科系的性別文化與氣氛影響學生是否留在該科系。 

2. 角色楷模的影響： 

Girona（2002）指出生涯成功是個人有良好的角色楷模，生涯失敗是因為缺

乏角色楷模。Erikson（1985）將角色楷模界定為具影響力，提供範例供人模仿的

人，如父母、老師、督導或良師。角色認同理論指出楷模有助個體經認同產生行

為動機；班度拉社會學習理論認為接觸楷模有助學習新任務、技能或行為（Girona, 

2002）。Ray（2006）更指出，除年長人物外，同儕、與個體類似、接觸過的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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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生涯渴望帶來影響。Poel、Wolfe、Arroyos-Jurado 和 Coppola（2006）則

指出提供師徒式輔導，能增進個人生產力、時間管理技巧及建立學術專業領域人

際網絡。 

許多學者提及在 STEM 領域因為女性人數較少，缺少可認同的女性角色楷

模，是女性無法繼續堅持的原因（Betz, 1994; Ehrhart & Sandler, 1987）。Valian

（1999）指出，科技領域缺少女性良師代表許多重要意涵，例如女性人數少是因

為在科技領域女性不受歡迎、無法同時兼顧家庭和生涯，以及女性很難在該領域

成功。 

 

（二）有助女性學生堅持科學課程的個人因素 

近年來受正向心理學觀點影響，人們開始從內在經驗找尋正向優勢（Schutte, 

2007）。過去克服困境的經驗，有助個人產生面對未來的信心，成為面對下階段

挑戰的資源（Lightsey, 2006）。過去許多研究探討女性追求科技生涯的阻礙（田

秀蘭，1999；許鶯珠，2000），近年來相關研究開始探究有助女性堅持科學課程

的經驗。如 Julianna（2010）指出，非傳統學習領域女性大學生，能堅持完成學

業需具備以下能力：（1）建立寬廣的外在支持系統。（2）目標清楚且有自信。（3）

自我效能提高。（4）有效的因應策略。（5）使用機構內支持系統。 

Lubben 等人（2010）也指出可協助大學生避免放棄科學課程的五種策略：（1）

強化解決問題獲得成功的能力，以面對高學術挑戰：如「多用心」、「積極」。（2）

改變讀書方法：如「組成讀書討論團體」、「換課本」等。（3）尋求家庭支持：以

度過財務問題、家中有事或成績不好、心情低落等狀況。（4）向學習顧問請益，

或回校參加義務課程。（5）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因為接受公費補助有所約束，或

已選修某一學程，必須努力將它完成。 

 

參、研究方法 

 

一、質性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期待從科技領域不同科系高年級女學生的觀點去

理解其克服阻礙，堅持科技課程的經驗，故採用質性研究訪談方式收集資料，以

個案研究法分析各受訪學生知覺有助其成功學習的影響因素，再以跨個案分析彙

整出普遍的現象。 

 

二、研究對象的選擇及其標準 

 

Haverkamp 和 Young（2007）認為質化研究樣本為立意取樣，而非隨機抽樣。

本研究樣本來自大學科技學院五種系所，包括電機、應光、應化、資工及土木，

大三及大四女生每系一名，共計 10 名，做為本研究之對象，受訪者並簽署訪談

同意書，志願做為研究參與者，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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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參與者一覽表 

個案 

代碼 

系級 訪談日期 研究參與者選取標準 訪談 

時間 

檢核符合

程度 

A 應化三 101 年 3月 5日 

101 年 4月 25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成績為班上女生前三名 

61分鐘 

29分鐘 

99.9％ 

B 應化四 101 年 3月 5日 順利推甄清大研究所 58分鐘 95％ 

C 資工三 101 年 3月 3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成績為班上女生前三名 

55分鐘 90％ 

D 資工四 101 年 3月 3日 順利推甄台大研究所 52分鐘 85％ 

E 電機四 101 年 3月 6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成績為班上女生前三名 

74分鐘 95％ 

F 電機三 101 年 3月 9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總成績為班上第一名 

75分鐘 95％ 

G 應光三 101 年 3月 1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成績為班上女生前三名 

70分鐘 100％ 

H 應光四 101 年 3月 5日 順利推甄理想的研究所 99分鐘 95％ 

I 土木三 101 年 3月 6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成績為班上女生前三名 

61分鐘 99％ 

J 土木四 101 年 3月 8日 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

成績為班上女生前三名 

62分鐘 80％ 

 

選擇高年級學生為樣本，考量其學習時間較長，經驗較為豐富，多數重要的

專業領域必修課程已經完成，能持續留在科技領域學習，並規劃在科技領域完成

學位，或已經順利推甄至下一階段的研究所，符合能堅持在大學的科學課程的標

準；而以在班上女性大學生中排名前三名為對象，則因本研究以學業成就表現優

異做為界定在科技領域成功學習的標準。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為「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成功學習與調適因應經驗訪

談指引」、「詮釋文檢核函」、研究者、訪談員、編碼者與審查者，分別敘述如下： 

 

（一）「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成功學習與調適因應經驗訪談指引」 

    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後，編製出訪談指引，其內容包括四大類問題。第一、

個人進大學前的特質與背景；第二、大學校園的學術與人際投入經驗；第三、學

習與生活適應問題及其壓力調適策略；第四、成功學習結果與相關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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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詮釋文檢核函 

    本研究透過詮釋文檢核函來增進資料的可信性、及可遷移性（潘淑滿，

2005）。研究人員完成受訪者經驗詮釋文後，使用詮釋文檢核函，並附上詮釋文，

寄回給受訪者，請其評定符合個人經驗程度後再寄回給研究者。 

 

（三）研究者 

    研究者本身在質性研究中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研究效度大部分取決於

其技巧與能力。研究者曾修習質性研究法及諮商理論與技術等課程、以質性研究

方法完成碩士及博士論文、在大學教授質性研究課程超過六年，期間亦從事過四

次以上之訪談研究。本研究中，研究者擔任訪談員訓練、資料分析編碼者訓練，

及資料審核工作。 

 

（四）訪談員 

    邀請諮商與輔導本科系 2 名碩二及 3 名碩四研究生擔任訪談員。訪談員曾修

習諮商理論與技術，輔導學研究法、質性研究課程，具備訪談員所需之基本能力。 

 

（五）編碼者與審查者 

    邀請 5 位諮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協助資料編碼與審查工作。其中 3 位碩士研

究生組成共識分析小組，進行資料分析編碼。研究者並進行編碼員訓練及工作會

議，總計進行 12 週，每週兩小時，共計 24 小時。研究者並與另外 2 名碩士班四

年級研究生擔任資料分析審查者，檢核資料分析結果。 

 

四、研究程序 

 

（一）訪談大綱的擬定與訪談員訓練 

    研究者先閱讀相關文獻，形成對本研究的概念後，發展出半結構式訪談指

引。並於 101 年 1 月至 2 月間募集訪談員，於 2 月至 3 月間，進行每週兩小時，

共計 4 周 8 小時的訪談員訓練。經過預備訪談練習，修改訪談指引，加入角色楷

模對成功學習的影響等問題。 

 

（二）招募研究對象 

研究者透過電話、電子郵件，商請科技學院系所助教推薦及同儕推薦，招募

符合資格的研究對象。 

 

（三）訪談與錄音 

    正式訪談在 101 年 3 月至 4 月間進行。五位訪談員以科系為單位，每人訪問

同一系所兩位女性大學生（大三及大四各一位）。訪談員使用「科技領域女性大

學生成功學習與調適因應經驗訪談指引」，選擇安靜不受干擾之地點。在說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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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標、進行方式，資料使用及參與者權利，徵得受訪者同意簽署訪談同意書後，

開始進行錄音訪談。若有資料不足，則再安排第二次訪談，或透過電子郵件詢問。 

 

五、資料分析及處理 

 

（一）資料處理 

    首先由訪談員及研究助理將訪談錄音轉謄成逐字稿，並進行編號。受訪者原

始資料編碼為兩組號碼，第一組有兩碼，第一碼是參與者代號，從 A 到 J 共 10

位參與者；第二碼為訪談次數，a 為第一次訪談，b 為第二次訪談。第二組代碼

是逐字稿斷句編號，共有三碼，從 001 到訪談結束的最後一個斷句。經資料分析

後，若訪談稿中一句斷句可分析出一個以上概念，則增加第三組代號，從 1、2、

3…往下編碼。以 Aa-001-1 為例，指 A 學生第一次訪談第一句斷句中摘錄出的第

一個概念。 

    接下來由該研究對象之訪談員，依逐字稿內容，將受訪者經驗撰寫成詮釋

文。研究者與其他編碼員一起閱讀修正詮釋文後，寄回給受訪者做效度檢核。 

 

（二）資料分析方法與流程 

1. 決定分類向度 

    本研究採用「共識質性分析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Hill, 

Thompson, & Williams, 1997）進行資料分析。共識分析小組先決議資料分析的向

度或層次，依研究問題將資料分成四個向度整理。 

2. 初步編碼並形成領域摘述 

    每位編碼者仔細閱讀訪談稿，將概念完整的訪談內容切割為一資料區塊，稱

為領域（domain），將領域內的字句濃縮成摘述，以發現式眼光定義領域，形成

初步編碼。 

3. 形成概念化類別 

  共識分析小組成員於編碼者工作會議中，逐一討論每筆資料的領域與摘述內

容，將初步編碼概念化為類別，給予命名。並經 3 位編碼者全數同意後，才算完

成「共識」。接下來由 3 位審查者檢視資料，提出意見進行討論，直到審查者，

共識分析小組成員對摘述之概念化類別達成共識為止，並於 10 週的工作會議

中，逐一完成 10 位受訪者之概念化類別命名。 

4. 整理概念類別並建立跨個案分類摘要表 

  將已概念化為類別的個別受訪者資料，依其概念內涵按照研究四大主題分別

整理，再將每一個個案在同一向度的資料逐一歸類，比較與彙整，建立跨個案分

類摘要表。並依 Hill、Knox、Thompson、Williams、Hess 和 Ladany（2005）之

分類標準，全數成員為「一般（普遍）」（general）（10 人），至少半數以上為「多

數（典型）」（6-9 人），而三位以上至半數為少數（3-5 人），以分類表呈現跨個

案間各領域次數分配情形，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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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撰寫研究結果 

    研究者再依據 Hill 等人（2005）的分類，將一般，多數的發現，以敘說性資

料呈現研究結果，以利讀者閱讀與瞭解。 

 

六、質性資料分析品質的促進 

 

    本研究以 Guba 和 Lincoln（1989）所提出的可信性、遷移性、可靠信與可

確認性做為研究結果可信賴程度的評估指標。並採用 Creswell（2007）所提之效

度策略提升研究之精確性。具體作法如下： 

 

（一）研究程序採外部稽核 

本研究採用「共識質化分析方法」，邀請 3 位編碼者透過多次討論形成資料

編碼與歸類，以提升分析的可確信度。最後並經由 3 位審核者進行檢核和裁定，

透過討論與對話，有助研究者以多元角度檢視編碼一致性與命名合理性。 

 

（二）進行訪談員訓練以增進資料的可靠性 

    研究者慎選有經驗的訪談員並進行訓練，可增進訪談員與研究對象建立關

係，傾聽、溝通與聚焦於主題進行探問的能力，有助於提升資料蒐集的可靠性。 

 

（三）持續關注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生涯議題長達兩年以上 

    研究者從 2010年開始進行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生涯發展相關研究。期間閱

讀國、內外相關文獻；訪談在科技領域就讀之女性大學生超過 25人；開設性別

教育課程探討科技與性別議題。密集且長時間浸泡在此一研究場域，有助研究者

瞭解其學習脈絡，在資料分析中也較能契合參與者的文化與語言脈絡，可增加研

究精確度。 

 

（四）邀請研究參與者檢核以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將研究資料轉化為詮釋文後，邀請被研究對象評定符合其經驗的程度，平均

為 93.39％，說明研究者詮釋受訪者經驗的可信度高。部分受訪者並提供補充意

見或修正詮釋文，可增加研究可信度。且能將被研究對象的感受與經驗有效轉化

為文字陳述，也有助於提高研究的可遷移性。 

 

（五）厚實描述 

    依據編碼結果，引用受訪者資料進行厚實描述，以彰顯其意義與內涵，幫助

讀者理解研究內容，並能轉化至相關的情境與脈絡中。   

 

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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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問題，本研究之結果說明如下，並依結果提出綜合討論。 

 

一、學生入學前特質與升學生涯抉擇影響層面 

     

成功學習者之入學前特質及升學生涯選擇考量層面，彙整如表二，分述如下： 

表 2  

受訪者入學前特質與升學生涯抉擇影響層面 

Domain（領域） 一般（10） 典型（6-9） 少見（2-5） 

家庭的影響  尊重支持選擇（8） 家人正/負面楷模（5） 

   關心督促課業（4） 

   家庭經濟影響（4） 

大學前學習經驗  中學成績優良（7） 對數理感興趣（5） 

  規律學習與複習（7） 在意成績表現（4） 

  參加校外補習（6） 上課認真聽講（3） 

學校選讀因素  指考分發入學（7） 推甄分發入學（3） 

   離家近有照應（3） 

科系選擇動機  選擇有興趣科系（6） 刪去興趣不足科系（5） 

  學科自我效能高（6） 刪去能力不足科系（3） 

  參考他人建議（6） 實作經驗影響（3） 

 

（一）家庭的影響 

家庭因素對大學升學生涯選擇的影響，包括 1 個典型領域「尊重支持選擇」

（例一），以及「關心督促課業」（例二）、「家人正/負面楷模」、「家庭經濟影響」

（例三）3 個少見領域。多數受訪者家人尊重其大學科系選擇，給予支持鼓勵。

少數人提到父母從小關心課業成績，扮演角色楷模，及受限於家庭經濟因素，因

日後薪資較高，鼓勵女兒選讀理工科系。 

例一：「家人蠻支持她念這個科系，當初她報甲大的資工跟資管，爸爸比較

希望她念資管，父親覺得女生念管理比較好，後來她還是想要念資工，父

母還是不會反對，就是自己決定，自己負責（Ca7）。」他們就是會建議，

但是不見得會強迫她「（Ca8）。」 

例二：「爸爸影響她很大。她小時候學很多才藝，爸爸說不要因為學才藝功

課就掉了，課業最重要。爸爸的勸導讓她回歸課業，無形中一直牽著她往

理工走（Ha023- Ha028）。」 

例三：「爸爸是工人，媽媽是家庭主婦，偶爾接些代工照顧五個小孩

（Da001）。」「五個小孩還在唸書，爸爸的工作薪水不高卻很辛苦。她有很

大的責任感，想找薪水高的工作孝順父母。雖然可能比較辛苦，但她覺得

要認真一點讓父母以後比較輕鬆，她想賺錢才會選資工（Da007-Da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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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前學習經驗 

受訪者進大學前的學習經驗包括 3 個典型領域，「中學成績優良」（例一）、「規

律學習與複習」（例二），「參加校外補習」（例三）及 3 個少見領域「上課認真聽

講」、「在意成績表現」、「對數理感興趣」。顯示多數受訪者在高中階段學科成績

良好，經由規律學習與複習、校外補習加強課業。從認真聽講，在意成績表現中

培養出數理興趣。 

例一：「國小最後一次考試考第一名，發現自己會讀書，國中跟高中有讀 

書，成績就還不錯（Ia015）。」、「她發覺自己會讀書，會有動力在這邊努力， 

就會有成績（Ia016）。」、「她國中跟高中成績也都是前三名（Ia019）。」 

例二：「國、高中老師教得很好很詳細，會重複教。國、高中上課專心一點， 

平常小考很多，考前一晚再加強複習，就是這樣唸書（Ga051- Ga055）。」 

例三：「高中物理老師講太快，做題目跟不上。高二下物理和數學去補習， 

全班下課一起去補習班變成高中的文化（Ja040- Ja043）。」「補習後成績

穩定，高二選自然組時排到全班最後幾趴，後來就沒那麼慘（Ja044）。」 

 

（三）學校選讀因素 

    選擇就讀該校的影響因素，包括「指考分發入學」一個典型領域（例一），

及「推甄分發入學」（例二）、「離家近有照應」（例三）2 個「少見」領域。受訪

者進入哪一所大學就讀，受到指考成績落點，推甄分數可及範圍等外在因素影

響，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符合成功學習標準的受訪者以「指考分發入學」居多

數，「推甄分發入學」者占少數，少數學生也以離家遠近，有人照應作為考量。 

例一：「為什麼會選擇甲大，就是志願序的關係。那時候甲大排在…算前面 

的（志願），就直接分發進來這邊。（Aa001-Aa003）。」 

例二：「那時候她只考學測，用繁星推甄入學，因為表哥在甲大唸土木系，

來甲大有人可以照顧（Ea002）。」 

    例三：「考大學填志願…她想甲大是個不錯的選擇，至少離家不會很遠，讓

媽媽比較放心（Ja001）。」 

 

（四）科系選擇動機 

受訪者選擇就讀該科系的動機，包括「選擇有興趣科系」（例一）、「學科自

我效能高」（例二）、「參考他人建議」（例三）3 個典型領域，及「刪去興趣不足

科系」、「刪去能力不足科系」、「實作經驗影響」3 個少見領域。個人的興趣、學

習效能及參考他人意見成為主要選擇動機。少數人生涯目標不明確，用刪去法及

參考實作經驗，選擇可能合適的科系就讀。 

例一：「她選擇讀應化系，因為化學比較有興趣也比較讀得來，進來的時候

就決定選化學，算是比較有興趣吧（Aa004-Aa005）。」 

例二：「她剛好理工比較好（Ha001）。」「應光是理工，覺得可能讀起來比較

順利（Ha005）。」、「感覺材料跟化學有關，她化學比較強，覺得光電比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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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可能會讀得比較好，也比較有信心（Ha009- Ha011）。」 

例三：「當初選擇電機系，因為高中不知道什麼系在幹嘛，高中讀自然組，

學測五個志願都填一樣，老師說電機系還不錯（Ea007）。」 

 

二、大學校園的學術與人際投入經驗 

 

大學校園經驗，依學術投入經驗（表三）及人際投入經驗（表四）摘述如下。 

表 3  

大學校園的學術投入經驗 

Domain（領域） 一般（10） 典型（6-9） 少見（3-5） 

1. 個人學術投入    

  努力認真學習 常常複習功課（10） 上課認真（8） 對學習感興趣（5） 

  自主學習（6） 設法理解（4） 

  訂定目標（6） 作業自己寫（4） 

  做筆記抓重點（6）  

  向外尋求資源 請教他人（10） 好友一起讀書（8） 尋求網路資源（3） 

   參加校外補習（3） 

2. 校園學習支持    

  學習支持多元 同學協助（10） 老師協助（7） 學長姐協助（4） 

    助教協助（3） 

師生關係良好  師生互動良好（7）  

  專題老師影響大（6）  

教師協助課業  指導課業問題（6） 訓練研究態度（5） 

   協助推甄研究所（3） 

   導師提供輔導（4） 

 

（一）大學校園的學術投入經驗 

    受訪者在大學校園的學術投入經驗，依個人學術投入及校園學習支持兩層面

分別說明。 

1. 個人學術投入 

    個人學術投入歸納為兩個次主題，「努力認真學習」及「向外尋求資源」。 

（1）努力認真學習 

努力認真學習共計歸納為 8 種讀書策略。包括「常常複習功課」一個一般領

域（例一）。「上課認真」（例二）、「自主學習」（例三）、「訂定目標」（例四）、「做

筆記抓重點」四個典型領域（例五），及「對學習感興趣」、「設法理解」、「作業

自己寫」三個少見領域。從中顯示出成功學習者具有高度學習動機，良好學習策

略，並能設定目標，即使面對同儕的質疑或奚落，依然努力堅定的朝個人目標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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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在大學用來加強課業的方法就是常常練習（Ca037-1）。」、「在大學

她會複習跟預習，幾乎每禮拜都要複習（Ca043-1）。」 

例二：「大一時，高中基礎慢慢打上來，上課仔細聽，回家不需要太多時間

去讀。她上課很認真，筆記都會寫，考前再看（Fa058-Fa059）。」、「大學

老師有時放投影片會想睡覺。維持專注，上課認真，勝過自己回去看不懂

（Fa128-Fa133）。」「上課她都坐在前面幾排（Fa146- Fa147）。」「到大二

發覺翹一堂課完全跟不上，補回來要好幾倍時間（Fa150- Fa151）。」 

例三：「大一、大二時，老師上課學生要自律，自己安排讀書時間，沒有人

會管你，這是比較大的改變（Ba028）。」「有別於國、高中老師會講全部知

識，大學專題老師會給提示，讓學生自己找答案、自己查閱資料、自己閱

讀（Ba029-2）。」 

例四：「她想推甄，自己要爭取選擇有興趣的專題老師。老師會給題目，讓

她在實驗室學習。她很早就進實驗室，一直到推甄上研究所（Ha086）。」、

「為了推甄，她很有定力長期奮鬥，人家在玩，她在學校讀書做實驗。老

師問這週要不要報 paper，人家說她怎麼一直在報 paper，刺激她，但她還

是有定力持續專注的目標（Ha132-Ha134）。」 

例五：「她做筆記滿厲害的。有次老師考題在筆記裡，她的筆記被大家拿

去印（Ja077）。」、「補習班老師說讀書秘訣是老師有自己的筆記，課本

是課本整理的筆記，學生要有自己的筆記。理工科圖表多，她看完一個章

節，會把圖表畫出來做註解（Ja079）。」、「做筆記很花時間，但絕對必

要。有時老師厚厚的書只教前面一半，後面要自己寫。例題也要寫下來，

並記下解題方法（Ja081-1）。」 

（2）向外尋求資源 

向外尋求資源包括四種策略，分別為「請教他人」一個一般領域（例一）；「好

友一起讀書」一個典型領域（例二）；及「尋求網路資源」、「參加校外補習」兩

個少見領域。顯示科技科系能成功學習的女性，具備了主動尋求資源以解決問題

的能力，且偏好請教他人、與女性好友討論來解決課業問題。 

例一：「她上大學就跟學長問書卷獎，全班前 5％之類嗎？或是跟推甄有關

的事她都會問（Da012-1）。」、「如果上課不會，就會跑去找老師直接問

（Da016-3）。」、「除了老師，同學也會討論。她常會問助教，如果 TA 不懂，

就跑去問老師。但她比較常問學長，學長很厲害（Da017）。」 

例二：「平常念書她會看其他同學怎麼念，有什麼東西講錯。學校有點偏遠，

步調很緩慢（Aa035）。」、「幾個同學聊到，會提醒自己不能鬆懈。她們會

組讀書會，比較好的朋友，做什麼事情都一起，看書也一起，不會就互相

討論，同學支持蠻重要的（Aa040- Aa042）。」 

2. 校園學習支持 

在校園學習支持中，將有助科技科系女性學術投入的校園環境，歸納為學習 

支持多元、師生關係良好、教師協助課業三個次主題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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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支持多元 

受訪者的學習支持管道多元，包括一個一般領域「同學協助」（例一），一個 

典型領域「老師協助」（例二），及兩個少見領域「學長姐協助」、「助教協助」。

能夠即時獲得課業協助，有助於面對學術上的挑戰。 

例一：「課業上需要幫助時，她幾乎看完書，找出問題之後，就會再去問同

學（Ha073-2）。」 

例二：「她跟老師關係還不錯，會得到老師的幫助。常跟老師接觸，老師覺

得她很認真，會告訴她工讀和學習的機會，可以更早開始準備（Da019）。」 

（2）師生關係良好 

    受訪者的師生關係良好，出現「師生互動良好」（例一）及「專題老師

影響大」（例二）兩個典型領域。良好的師生關係，使她們有問題不會害怕

向老師提問，跟在專題老師身邊學習，類師徒制的指導關係，奠定日後做研

究與推甄研究所的基礎，反映出個人認真投入之外，專題老師用心指導對學

習的重要性。 

例一：「跟學校老師的關係，一般老師都還好，以問問題為主；跟實驗室教

授互動較多，教授蠻好的（Aa046）。」 

例二：「專題老師很重要，特別是用推甄上研究所。選定專題老師，要跟他

學習，做他實驗室裡的東西，做出成果再去推甄，對升研究所幫助很重大

（Ha076- Ha077）。」 

（3）教師協助課業 

多數受訪者均指出教師課業協助的重要性，包括「指導課業問題」一個典型

領域（例一），及「訓練研究態度」（例二）、「協助推甄研究所」、「導師提供輔導」

三個少見領域。 

例一：「老師的幫助還有問問題吧。課堂上問問題老師都會回答（Ja073）。」、

「一開始會害羞，在下課時問問題，三、四年級覺得不讀書不行，滿認真

的，會在課堂上直接舉手或直接講（Ja074）。」 

例二：「實驗室教授常提醒她，雖然她是為了推甄來做實驗的專研生，之後

要當研究生，要培養研究態度，做實驗要動頭腦，注意外面世界（Aa046-2）。」 

、「雖然老師不常講，但每次講出來心裡都會動一下。到實驗室才知道真正

要做的事，發現基礎都不懂（Aa047-Aa048）。」 

 

（二）、大學校園的人際投入經驗 

受訪者之人際投入經驗彙整如表四，分為人際互動經驗及社交活動經驗兩個

層面，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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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學校園的人際投入經驗 

Domain（領域） 一般（10） 典型（6-9） 少見（3-5） 

1. 人際互動經驗    

  人際互動內容  從事休閒活動（9）  

  聊天分享生活（9）  

  讀書討論課業（8）  

  同儕互動關係 同儕互動良好（10） 滿意人際關係（8）  

  同儕互動收穫  學習他人優點（7） 學習與人互動（4） 

  學習思考表達（6） 增加生活樂趣（3） 

2. 社交活動經驗  短期參加社團（6） 參加系上活動（5） 

   參加系上球隊（3） 

   未曾參加社團（4） 

   未參加系上活動（3） 

 

1. 人際互動經驗 

    受訪者的人際互動經驗，歸納為人際互動內容，同儕互動關係，及同儕互動

收穫三個次主題。多數人休閒、生活、讀書都和同儕在一起，特別是女性同儕，

能投入並擁有自己的學習社群，有助女性適應科技領域學習環境。 

（1）人際互動內容 

包括三個典型領域，「從事休閒活動」（例一）、「聊天分享生活」（例二）和

「讀書討論課業」（例三）。 

例一：「她跟同學定期在期中期末考完租車一起出去玩，一群人到處遊山玩

水，是大學才有的生活樂趣，一些小事都可以玩的很好，紓解她很大壓力

(Ha157-1)。」 

例二：「她和朋友當了三、四年室友，住在一起，一起聊天吃飯，上課、讀

書都在一起。朋友在課業上幫助她，在交友上跟她分享，有這樣的朋友還不

錯（Ba058）。」 

例三：「在學校跟朋友會一起念書，互相鼓勵。那群同學也都成績中上，不

會差太多（Aa077-Aa080）。」、「身邊有個朋友不知道該怎麼唸書，很茫

茫然，她也會檢視自己唸書方式，整理過後再告訴她（Aa045）。」 

（2）同儕互動關係 

受訪者的同儕互動關係包括「同儕互動良好」一個一般領域（例一），及「滿

意人際關係」一個典型領域（例二）。雖然女性很少，但能和男同學相處融洽、

和女同學一起結伴生活，有助於抒解因女生人少容易孤單的問題。 

例一：「她跟班上同學感情不錯，班上女生八個，她跟班上男生、女生都很

好，只有一個班，大家會玩在一起（Ea180- Ea184）。」 

例二：「同儕一起做伴，一起生活，這樣的人際關係她很滿意（A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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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儕互動收穫 

受訪者在同儕互動的收穫包括「學習他人優點」（例一）、「學習思考表達」

（例二）兩個典型領域，及「學習與人互動」、「增加生活樂趣」兩個少見領域。

多數人用正向眼光欣賞同儕個性或學習上的優點，從中獲得成長。 

例一：「同學相處中學到每個人的特色，會看人家的優點，試著學習。例如

可能有人生活比較規律，自己就跟著規律，朋友比較會整理東西，整整齊齊，

她也會慢慢學(Ia092-La093)。」 

例二：「大學團隊合作交流讓她收穫最大。從小組討論中慢慢訓練說話和表

達能力，小組討論她會自願上台報告，雖然沒有講的很好，還是很開心有機

會訓練自己表達(Ja049-Ja052)。」 

2. 社交活動經驗 

    在社交活動經驗中，包括「短期參加社團」一個典型領域（例一），「參加系

上活動」（例二）、「參加系上球隊」、「未曾參加社團」、「未參與系上活動」四個

少見領域。受訪者在社團或社交活動的參與並不熱衷，多數成功學習者將重心放

在課業，排擠投入社團與社交活動的時間，難免為大學生活帶來遺憾。 

例一：「她參加過社團，可是很快被課業打壓。兩邊選，她選擇課業。她參

加過熱舞、跆拳和瑜珈社，一開始覺得有趣，後來時間跟不上。社團都是利

用晚上，一個禮拜至少兩、三次，應付不來（Aa086-Aa088）。」 

例二：「她曾經加入系上球隊，但覺得太累了。對於運動要長期經營，覺得

花太多力氣（Fa184- Fa186）。」 

 

三、學習與生活適應問題及調適因應策略 

 

受訪者的適應問題區分為學習與生活兩方面，彙整如表五、表六，說明如下。 

 

（一）學習適應問題與調適因應策略 

    依學習適應問題及調適因應策略兩個分別加以說明。 

1. 學習適應問題 

受訪者的學習適應問題出現「課業問題」（例一）和「升學問題」（例二）兩

個典型領域，並以課業問題的比率較高。課業問題以專業必修科目困難居多，升

學問題從準備研究所考試到確立職涯方向均面臨挑戰。 

例一：「課業困難必修科目比較多。微積分，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專業必修

科，內容比較深，老師講過去，再看發現沒有很懂。快考試埋頭苦幹寫題

目，都念完了，寫題目一點都連不起來（Ab001）。」、「那些科目偏計算，

尤其是理解，講一些原理和模型，要先懂模型再去運用，想那些模型時有

些地方會打結（Ab002）。」 

例二：「她會考慮畢業後生涯問題，已經大三下，再不想就來不及（Ia102）。」、

「現在會想讀研究所，研究所出來薪水還是比較高。但又會想真的想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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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嗎，就只是繼續讀書，很矛盾的想法（Ia103- Ia105）。」、「真的很煩

惱就會睡不著（Ia112-2）。」 

表 5  

學習適應問題與調適因應策略 

Domain（領域） 一般（10） 典型（6-9） 少見（3-5） 

1. 學習適應問題  課業問題（9）  

  升學問題（6）  

2. 調適因應策略    

尋求外在資源 找同學討論（10）  找老師指導（5） 

   詢問學長姐（3） 

  具體幫助為何 教導課業盲點

（10） 

 教導其他知識（5） 

個人因應策略  面對問題積極處理（9） 行動抒壓（5） 

   認知調整（4） 

   找人訴苦（3） 

 

2. 調適因應策略 

    受訪者面對學習適應問題的調適策略依尋求外在資源及個人因應策略兩個

次主題加以說明。 

（1）尋求外在資源 

    外在資源包括「找同學討論」（例一）一個一般領域，及「找老師指導」（例

二）、「詢問學長姐」兩個少見領域。外在資源提供的具體幫助包括「教導課業盲

點」（例三）一個一般領域、及「教導其他知識」（例四）一個少見領域。能找到

可解決學習問題的外在資源，為成功學習者的必備能力。其中找身旁女同學討論

是女學生最常用，並認為有效的方法。相較於同學，老師較難理解女學生的學習

困難，她們也較少主動問老師問題。 

例一：「課業方面遇到困難的時候，應該也是問朋友和同學吧，現在可以問

的好像也就他們」。（Ia139- Ia141） 

例二：「課業上遇到困難，如果是課本的問題，課堂上直接舉手就好。算

題目算不會，有助教可以問。助教會教他們題目怎麼解比較快。助教說不

清楚時，他們會找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去問老師（Ja144- Ja145）。」 

例三：「同學互相討論，會激發不同想法，容易解決問題。看到題目，她覺

得要這樣算，別人會想怎麼算，這樣會有交流（Ga207-2）。」、「大家在同

一條船上，同學知道課業的東西比較多，可以教她。跟同學討論他會知道

老師教的盲點在哪裡（Ga209-2）。」 

例四：「請教老師課業問題，老師會延伸出其他問題，懂了這個以外，其他

知識也會懂（Ba074- Ba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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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人因應策略 

    受訪者的個人因應，包括「面對問題積極處理」（例一）一個典型領域、「行

動抒壓」（例二）、「認知調整」（例三）、「找人訴苦」三個少見領域。面對學習問

題，成功學習者多採用以問題為焦點的因應策略將問題解決，少數人也透過以情

緒為焦點的策略調整心情。 

例一：「課業有困難時，她會檢視自己出了什麼狀況，重新改變做事方法，

試過哪些方法行不通，就換一個方法。（Aa113-1- Aa114-1）。」 

例二：「如果是心理方面的壓力，推甄時比較困難會自己去走學校，散步就

自己走，聽音樂。那時沒有想怎麼處理，單純放鬆（Ba092-2）。」、「像推

甄那樣，那個方式是她找到比較好的（Ba095）。」 

例三：「課業方面有困難，大學階段來外地，讀書要靠自己後就有成長。以

前會比較看重成績，大學覺得至少學到過程，結果就聽天由命（Ha238-1）。」    

 

（二）生活適應問題與調適因應策略 

    依生活適應問題與調適因應策略兩個次主題分別說明於後。 

表 6  

生活適應問題與調適因應策略 

Domain（領域） 一般（10） 典型（6-9） 少見（3-5） 

1. 生活適應問題  人際互動（6） 環境適應（5） 

   情感問題（4） 

   租屋問題（3） 

2. 調適因應策略    

外在資源  好友協助（9）  

  家人協助（9）  

  具體幫助  情緒支持（7） 生活協助（3） 

  提供建議（6）  

個人因應  面對問題加以處理（6） 認知調整（4） 

  以行動抒壓（6）  

  找朋友聊天（6）  

  找家人協助（6）  

 

1. 生活適應問題 

    受訪者出現的生活適應問題，包括「人際互動」（例一）一個典型領域，及

「環境適應」（例二）、「情感問題」（例三）、「租屋問題」三個少見領域。剛進入

科技領域的女大學生，除了一般大學新鮮人常見的人際適應問題外，因科技領域

女性少而衍生的孤單也是需要關心的生活適應問題。 

例一：「開來到大學，面臨的困難是交朋友，一開始大家還不熟，她比較害

羞，就會比較不適應（Ca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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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生活適應她的情緒會比較大。她的個性比較害怕孤單，生活上孤單

會很不適應，就會先大哭（Ba098）。」 

例三：「通常她的問題都是感情（Ha222-1）。」、「生活適應的困難，一定是

感情問題導致她想太多。她會開始分析為什麼男友不喜歡她，什麼事情導

致他這樣，想一堆，把自己搞得很複雜（Ha263）。」 

2. 調適因應策略 

    生活適應問題的調適因應策略，包括外在資源及個人因應兩個次主題，分述

如下： 

（1）外在資源 

外在資源包括「好友協助」（例一）、「家人協助」（例二）二個典型領域。外

在資源的具體幫助包括「情緒支持」（例三）、「提供建議」（例四）兩個典型領域，

及「生活協助」一個少見領域。研究參與者面對生活適應問題，其外在資源仍以

同性好友及家人提供情緒支持與建議為主，來自科技系所師長的關心與主動協助

明顯不足。 

例一：「在生活方面有困難，她不會找家人，也不會找老師，最主要還是朋

友（Ha220-Ha221）。」、「朋友裡跟她比較像，有感情問題，能理性面對的

人比較能幫助她（Ha228）。」 

例二：「生活遇到問題，她會去吵爸、媽，那時侯長智齒，整個人都不舒服，

就會想回去（Ba082-2）。」 

例三：「生活適應方面朋友跟家人的情緒支持比較大（Ba090）。」、「她的情

緒要找一個出口，找朋友或家人談一談，事情還是可以解決（Ba099）。」 

例四：「她那時真的不想讀，同學跟她說不要想太多，只有這句話，真的幫

助很大（Ea264-2-Ea265）。」、「表哥說先把成績顧好，反正她名次好，其他

都不要管（Ea300-2-Ea302）。」 

（2）個人因應 

受訪者的個人因應策略，包括「面對問題加以處理」（例一）、「以行動抒壓」

（例二）、「找朋友聊天」（例三）、「找家人協助」（例四）四個典型領域，及「認

知調整」一個少見領域。面對生活適應的困難，透過各種方法面對問題加以處理，

有助成功學習者的生活適應。 

例一：「她覺得朋友也沒辦法幫她，自己要去適應這個環境，這是自己的事

情（Ca084- Ca085）。」 

例二：「讓自己想開的方法，她覺得是時間。那段時間，要把重心放在電視

前，做些快樂的事。她喜歡每天洗澡完，抹保養品、對自己做些好事、滋

養自己，讓自己開心（Ea345- Ea349）。」 

例三：「生活適應有困難，她會先找校內比較好的朋友談，跟她比較親近，

也比較了解她的處境（Aa108）。」 

例四：「生活方面有困難，她會打電話給姐姐，因為姐姐跟她是好朋友

（Ja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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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校園的成功學習結果與其相關影響層面 

 

受訪者的成功學習結果與相關影響層面歸納如表七，依成功學習結果，成功

學習影響層面，楷模人物及影響三個層面說明如下： 

表 7  

成功學習結果及其影響層面 

Domain（領域） 一般（10） 典型（6-9） 少見（3-5） 

1. 成功學習結果    

  成功學習定義  學習態度認真（9） 面對解決問題（4） 

  努力複習課業（7） 堅持努力目標（3） 

  自認達成情形   已達成功學習（4） 

   部分成功學習（5） 

  未達成功原因  仍須繼續努力（7）  

2. 成功學習影響層面  家庭因素影響（8） 個人具責任感（4） 

  努力認真學習（7） 樂趣和成就感（3） 

  學習目標明確（7） 正面同儕激勵（5） 

  高度自我要求（6） 環境適合唸書（3） 

   師長支持鼓勵（3） 

3. 楷模人物及影響    

  楷模人物類別  師長角色楷模（6） 學長學姐楷模（4） 

   兄姐角色楷模（3） 

  楷模人物影響  學習生活態度（7） 提供仿效目標（5） 

  學習讀書態度（6）  

 

1. 成功學習結果 

    關於成功學習結果，歸納為成功學習定義，自認達成情形及未達成功原因三

個次主題，說明如下： 

（1）成功學習定義 

受訪者認為成功學習的定義包括「學習態度認真」（例一）、「努力複習課業」

（例二）二個典型領域及「面對解決問題」、「堅持努力目標」二個少見領域。反

應出多數人從個人學習動機和努力達成目標的角度來定義成功。 

例一：「她覺得在大學的成功學習，就是會認真面對考試與課業，對於上課

內容都可以了解（Fa370）。」 

例二：「她覺得在大學的成功學習要努力不懈，善用資源。多跟同學、學長

討論，多少會有收穫。她成功學習的秘訣是努力不懈（Ca090-Ca091）。」 

（2）自認達成情形  

受訪者自認成功學習達成情形包括「已達成功學習」（例一）及「部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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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例二）兩個少見領域。多數人以良好的學習態度和學業表現來定義成功，

但也謙虛的認為並未完全達成，不因此感到自滿。 

例一：「她現在已經達到成功學習，如果以成績方面來看，應該是有達到 

（D053-1）。」 

例二：「她給自己成功學習打 7分，主要是以前的努力和基本學習態度，肯花

時間坐下來讀書。大一、大二蠻努力的，不然不會有現在這個成績（Ia158-1- 

Ia160）。 

（3）未達成功原因 

部分研究參與者自認未達成功學習，原因為「仍須繼續努力」（例一）一個

典型領域，反應出謙虛的態度和積極的自我要求。 

例一：「以本身資質，她沒有特別聰明，是靠後天努力，資質比人家落差一

截，要努力補足不足的地方（Ha302- Ha304）。」「一樣考上那間學校，跟

那些很聰明的人比她的資質差很多，她會在假日對未來要讀的東西做準

備，事先補足差異（Ha310）。」 

2. 成功學習影響層面 

    受訪者成功學習影響層面中，包括「家庭因素影響」（例一）、「努力認真學

習」（例二）、「學習目標明確」（例三）、「高度自我要求」（例四）、四個典型領域，

「個人具責任感」、「樂趣和成就感」、「正面同儕激勵」、「環境適合唸書」、「師長

支持鼓勵」五個少見領域。可見成功學習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個人強烈的學

習動機與設定明確目標的基礎上，良好的外在校園支持則為輔助條件。 

例一：「影響她成功學習最重要因素可能是從小爸、媽教養她的態度。爸爸、

媽媽也像她這樣態度認真，讓她自然會認真學習（Fa384- Fa387-1）。」 

例二：「影響她在大學成功學習的因素是心態！大學要學習自主，她比較能

抗拒玩樂或誘惑，對學業的專注力夠集中，堅決的做想做的事，排除干擾

（Aa115- Aa118）。」 

例三：「最初目標是維持成績，推甄好的研究所，那是短期目標。一直維持

成績的信念是目標訂好，要考到好的研究所（Ha288- Ha291）。」「她說出

來的事情會訂具體目標，明確對它做努力（Ha292- Ha295）。」、「她從小被

灌輸文憑很重要，考大學還要考研究所，人家看最後的文憑。她就是看清

缺點，訂定目標，朝著它前進（Ha301）。」 

例四：「影響成功學習最重要因素，大三、大四變成好勝心。覺得她現在是

第一名，不想讓別人追上。她是她們系上第一名（Da051- Da052）。」、「她

也不知道爲什麽，小時候就有強烈的好勝心加責任感（Da057）。」 

3. 楷模人物及影響 

    關於楷模人物及影響，歸納為楷模人物類別及楷模人物影響兩個次主題加以

說明。 

（1）楷模人物類別： 

受訪者的學習楷模人物以「師長角色楷模」為典型領域（例一），「學長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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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兄姐角色楷模」為少見領域，科技領域師長角色楷模，對女性在科技領

域的成功學習扮演關鍵角色。 

例一：「她覺得對她學習有幫助的楷模人物，是高中的化學老師和大學的專

題老師（Ba106）。」 

（2）楷模人物影響： 

楷模人物影響包括「學習生活態度」（例一）與「學習讀書態度」二個典型

領域（例二），及「提供仿效目標」一個少見領域。科技科系因為女性稀少，她

們的楷模並未侷限女性，男性師長、同儕的學習與生活態度成為仿效目標，並有

兩位學生以網路、媒體成功人物為楷模，影響其學習動機與生活態度。 

例一：「實驗室有個學長常說做事要有效率，時間就是金錢。比爾蓋茲的書

也提到他總是買最快的車，總是被開罰單，但他不介意，因為時間很重要。

後來她就覺得時間真的蠻重要，常會反省有沒有浪費時間（Ab034- 

Ab035）。」 

例二：「她的朋友和學姊是她的楷模，她們功課特別好。她們一、二年級去

夜唱，學姐很少去。後來發現她除了打球之外就是讀書，蠻規律的。（Ia163- 

Ia165）。」「她會看學姐怎麼讀書，為什麼功課特別好，原來學姐不太常出

去玩，每天就是做實驗，不然就是看書（Ia169）。」 

 

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 有助成功學習的先前背景因素包括家庭支持、先前學習方法與表現、及 

依興趣和能力選擇科系 

1. 升學生涯抉擇獲家庭支持提供受訪者努力的動機 

    Felsman 和 Blustein （1999）指出家人支持能提升孩子自我效能感。王玉珍

（2007）指出來自家人、師長鼓勵選擇直升高中者，遇挫折或阻礙時能提供繼續

前進的力量。本研究也發現多數受訪者升學選擇獲家人支持，使其能為自己的學

習負責，對學習有正面影響。 

Woolnough（1994）指出學生選擇科技領域的原因之一為家庭壓力和刺激。

本研究也發現少數人升學選擇受到家庭經濟、父母督促課業影響。例如選擇國立

大學減少開銷；就讀理工科系薪水較高，有助日後賺錢回報父母；此也與社會認

知生涯理論模式中（Lent, Brown, & Hackett, 2002），對結果的預期影響興趣、目

標、行動及成就表現的說法相符。 

 Turner、Alliman-Brissett、Lapan、Udipi 和 Ergun（2003）的父母支持量表

包含工具教導、典範學習、口語鼓勵、情感支持等內涵。本研究發現來自父母的

影響以情感支持與鼓勵為主；少數家人扮演正、負向楷模，提供典範學習；還有

少數父母會關心督促課業、提供工具教導、在意子女課業、刺激其努力維持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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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以關係面向的情感支持對成功學習幫助最多。 

2. 先前學習經驗為大學成功學習奠定基礎，又以成績優異、規律學習幫助最大 

劉若蘭（2005）發現漢族學生在國中打下學科基礎、讀書掌握重點有助其在

技術學院的學習。本研究也發現入學前多數受訪者能規律學習、在中學成績優

良、參加校外補習加強課業。可見在大學科技領域能成功學習者，其入學前即擁

有良好的學習表現與學習態度、並能主動尋求其他學習資源以加強數理能力，為

大學成功學習奠定基礎。 

3. 進入就讀的大學受考試分發制度及離家遠近影響 

王玉珍和吳麗珍（2009）發現台灣國、高中學生升學生涯選擇受外在因素影

響，包括學業要求之能力、選擇離家近的學校。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進入哪一所大

學就讀也受到考試分發制度影響，在成績可及範圍下進入該校就讀。但符合成功

學習標準的受訪者以指考分發居多，是否因為在國內升學制度中，參加指考者有

多一次大考經驗，高中就學階段讀書時間較長，因而增進數理基礎，提升在大學

的數理自我效能，則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也與王玉珍和吳麗珍（2009）的發現相似，少數學生的升學選擇以國

立大學、選系不選校、離家近有人照應為考量。離家近的學校，可減輕對大學環

境的陌生感；選擇特定科系者，其生涯目標較明確，少數受訪者將目標放在推甄

更好的研究所，一進大學即以追求良好課業成績為目標，均為促進大學成功學習

的重要助力。 

4. 選擇主修科系的動機以興趣和能力為主並參考他人建議 

Woolnough（1994）指出學生選擇科學課程原因為對課程和科目的興趣、成

就水準、及其他課程經驗。王玉珍等人（2009）則發現，大學生在升學抉擇過程

中，有重要他人參與，台灣學生科系選擇決定因素來自聽從、接受他人建議，或

深受他人影響。 

本研究的發現與 Woolnough（1994）較為相似，受訪者會根據個人興趣、學

習效能並參考他人意見選擇大學科系。多數學生體認到讀書是自己的事，優先考

量興趣和能力，有助於日後適應及成功學習。此與王玉珍（2007）發現當事人升

學選擇中，主動決定的經驗，對日後適應具保護作用，能帶出當事人自我負責，

投入行動，將決策付諸實行；曾依嵐（2005）指出考量興趣，能力及特質，收集

科系資訊、參考父母師長建議，發揮自主能力抉擇科系等，有助於大學生的心理

適應等發現相似。 

曾依嵐（2005）發現，考量現實因素，忽略本身要求，缺乏主見，聽從他人

建議者，容易產生科系適應不良問題。本研究也發現多數受訪者的升學選擇曾參

考他人建議，少數受訪者對科系內容或個人性向理解不足，透過刪去法選擇科

系，進大學後出現期待落差而產生適應問題，由此可見落實高中升學生涯輔導工

作、提供學生可供參考的生涯資訊、協助學生早日定向的重要性。 

 

（二）學術投入努力認真、向外尋求資源，校園學習支持有助於成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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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芬、陳素燕與曾正宜（2005）曾指出台灣大學生整體表現較十年前差，

影響因素為正向課業參與行為（包括課前預習、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去圖書館等）

較少，負向課業參與行為（上課不專心、蹺課等）較多。劉若蘭（2005）的研究

也發現，在中學打下的基礎，大學生要應付技術學院一年級的功課不難，但到二

年級專業課程不容易，讀書要靠自己。Lubben 等人（2010）指出對大學生堅持

科學課程具有幫助的方法包括問題解決能力、改變讀書方法、向學習顧問請益

等。曾靜瀅（2012）研究發現，國小女童對成功學習知覺在動機層面高於男學童，

且成功學習的五要素（目標設定、學習動機、學習策略、時間管理、學習滿意度）

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本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在科技領域能成功學習的女性，努

力認真學習與向外尋求資源是她們學術投入的寫照，包括 12 種讀書策略，如常

常複習功課、上課認真、自主學習、做筆記抓重點、請教他人、好友一起讀書等，

即凸顯具高度學習動機與多元學習策略的重要。因正向課業參與行為較多，並能

向外尋求資源，學習成績相對突出，與陳舜芬等人（2005）及 Lubben 等人（2010）

有相似的發現。 

Phillips-Jones（2003）強調成功的良師除了能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並具備

教學及促進學生發展的關鍵性技能。例如：示範有效行為、教導新技巧、協助尋

找資源、監控行為、刺激學生最大表現、提供建設性回饋等。而本研究則發現，

受訪者的師生互動良好，多數人並受到專題老師的影響，奠定在專業領域學習基

礎，包括訓練研究態度、協助推甄研究所等，從中獲得課業協助。本研究尚發現，

受訪者在系所內普遍獲得同儕課業協助，除了個人學術投入認真外，她們也偏好

向同儕、老師、學長姐、及助教詢問課業問題，校園能提供的學習支持多元，他

人協助對女性在科技領域的成功學習功不可沒。 

 

（三）成功學習者社交活動投入不深，與同儕互動良好有助於適應科技學習文化 

Yost（2008）指出新世代工作者希望兼顧工作與生活，大學機構需改變工作

優先的氣氛，提供能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學習環境，以促進女性在科技領域的保留

率。本研究則發現，受訪者在科技學習領域面對繁重的課業壓力，必需放棄晚上

的社團活動，專注於課業學習，對需要長時間經營的課外活動也不熱衷，無法擁

有精彩的社交生活，科技系所並未營造能平衡學習與社團生活的文化。 

然而本研究也發現，在科技領域能成功學習的女性，日常與女性同儕一起讀

書、生活、從事休閒；不因女性人數少而感到孤立。能與同儕互動和諧提供學習

與成長機會、從休閒中獲得生活樂趣，成為支持女性在科技領域學習、調適與因

應的重要力量。 

 

（四）成功學習者具備多元的調適與因應策略，好友支持有助於克服困難 

曾依嵐（2005）發現大學生進入大學後會採用三類適應策略因應其就讀的科

系，包括調整心態協助適應，以具體行動增加適應，調整生涯規劃增加發展潛力。 

    本研究也發現在科技領域成功學習的女學生在面臨學習與生活問題時，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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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內、外在資源加以因應。其內在資源涵蓋行動、認知與情緒調整，並以面對處

理問題最為常見，除內在資源外，能尋求外在資源、獲得好友支持，對科技領域

女性克服阻礙、適應學習文化更顯得重要。 

 

（五）成功學習以個人內在因素為主，外在環境因素為輔，並受楷模人物影響 

    Lent 等人(1994)的社會認知理論主張：對結果的預期影響學生選擇目標、選

擇行動及學業成就和表現。本研究也發現多數人的成功影響因素來自個人內在因

素和家庭因素影響，包括學習目標明確，為推甄研究所努力認真學習，高度自我

要求，符合社會認知因素中對結果的預期，影響學生採取行動追求良好學習表現

的說法。Lent 等人（1994）指出，面對數理領域的高學術挑戰，缺乏毅力、彈性

不足為女性離開的原因。本研究則發現受訪者的成功學習也受到家庭因素的影

響，父母經由言教和身教，塑造受訪者認真負責的態度，有助其堅持目標努力學

習。 

St. John 等人（2004）強調科技領域提供有利女性學習的社會支持環境相當

重要。本研究亦發現正面同儕激勵、師長支持鼓勵、環境適合唸書等外在因素也

是少數人成功學習的重要影響因素。Snyder 和 Lopez（2007）指出在 STEM 領

域，為女性提供良師加以輔導，有助其想像如何追求與良師相似的專業生涯，缺

少足夠女性良師輔導年輕女性，可能對其生涯計畫造成阻礙。Gibson（2004）指

出，角色楷模由個人所建構與選擇，能提供學習動機和生涯渴望。接近楷模有助

學習新技能、拉近與楷模距離，達成目標。本研究發現女性成功學習者的楷模以

師長、學長學姐和年長兄姐為主，從中學習生活與讀書態度，有助於習得專業知

能。但本研究也發現科技領域可供仿效的女性師長的確較少，缺乏女性師長的情

況下，少數學生以在科技領域工作的姊姊或堂姐為目標，希望追求與其似的生

涯，兼顧學業、工作和感情，擁有均衡圓滿的人生。在大學科技系所能擁有良好

學習成績只是短期目標，發展專業及平衡生活則需要長期努力。由此看來，提供

在科技業生涯成功的女性角色楷模與良師，做為仿效對象及提供指導，以促進科

技業女性的保留率，的確有其必要性。 

 

二、建議 

 

（一）對中學教育與輔導人員的建議 

1. 從正式課程中培養學生數理學習的態度與能力、奠定數理學科基礎 

高中數理教師應教導學生有效的學習方法和態度，強調上課認真聽講、規律

學習與複習的重要性，經由課程統整與反覆練習，培養學生對數理的興趣與基礎

能力。 

2. 提供學生與科技領域有關的職涯資訊 

高中數理老師對科技領域學習內容與職涯發展相對熟悉，若能在正式課程及

師生互動、學生面臨高中分組及大學科系選擇徬徨時，提供有用的生涯資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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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協助學生依個人性向、興趣與對生涯選擇結果的預期等面向，提供合乎需求的

建議。 

3. 協助學生探索科技領域生涯、及早確定生涯方向 

他人建議在成功學習者的升學選擇中，仍為重要參考層面之一，中學諮輔人

員應增進對科技領域科系所需性向、能力、學習內涵與職涯進路的瞭解，並應克

服性別刻板印象，鼓勵高中女生追求符合其能力與興趣的生涯目標，輔導其進入

感興趣及具高學習效能的科系就讀。 

 

（二）對高等教育科技相關系所的建議 

1. 提昇高等教育品質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參加校外補習、做專題研究準備推甄以考上理想研究所，是許多科技領域大

學生的共同經驗。科技系所有責任改進專業課程的教學與服務品質，強化學生專

題研究的能力，從實驗成果奠定日後研究基礎及往科技業發展的信心。 

2. 提供友善支持環境以促進女性在科技領域的發展 

    在科技領域學習的女性大學生，需面對巨大的課業要求與挑戰，社團投入時

間相對較少。科技系所應改變科技領域競爭與挑戰的學習文化、營造友善支持的

學習環境、促進同儕合作學習、提供空白時間讓學生均衡發展，以協助科技領域

女性平衡學習與生活。 

 

（三）對大學校園教育與輔導人員的建議 

1. 教師應透過多元教學策略及學習管道來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科技領域女性成功學習者偏好與他人互動、討論、尋求協助，而非個人閉門

造車的方式獨自解決課業問題，科技系所師長應主動提供女學生互動式課業指導

與協助，從問問題、指導作業盲點、做實驗等學習經驗中，建立數理自我效能。 

2. 科技領域教師應扮演良師角色並成為學生往專業領域發展的學習楷模  

大學科技領域教師應具備與學生建立良好關係的能力，在學習上教導學生專

業知識、訓練學生研究態度；在生活上扮演角色楷模，讓學生透過觀察與仿效，

學習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建立其對科技領域的信心與自我效能感。 

3. 大學諮輔人員應主動協助科技領域女性大學生適應科技領域學習文化 

    學校應規劃系或院諮商師，主動提供支持。在女性大學生剛進入科技系所

時，即透過班級、團體或個別輔導方式，教導適應科技領域學術與人際系統的方

法，以營造性別友善的學習環境，提升其生活品質與學習成效。 

 

（四）學生家長應尊重支持女兒在科技領域的生涯選擇、並透過言教與身教，督

促女兒堅持完成目標 

父母應克服來自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角色期待的偏差，鼓勵女兒追求

個人感興趣的生涯，為自己人生負責。在大學期間持續給予支持，有助其面對學

習與生活困難；並應扮演正向楷模示範積極的生活態度，有助其堅持與達成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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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五）往科技領域發展之青少女應考量個人興趣與能力，善用資源以達成目標 

    有志追求科技生涯的青少女，應瞭解個人興趣、能力與目標，選擇合乎個人

需求的科系，有利日後適應。進大學後要有認真投入學術的準備，並應納入內、

外在資源、慎選適合唸書的環境與同儕，與老師建立良好關係，向身邊良師與楷

模請益，投入有興趣的專題研究，以訓練研究態度，為日後研究奠定基礎。 

 

（六）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未來研究可針對剛進入科技科系的大一、大二女學生；或曾有轉系、重考想

法；中途離開之科技領域女大學生之學習適應經驗進行性別分析，以檢視科技學

習領域的性別挑戰與問題。 

    科技業女性需要更多成功楷模，未來可針對研究所學習階段、在科技業順利

發展職涯的女性進行研究，瞭解其成功平衡工作與生活所需要的內、外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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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on the Successful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Female Students 

 

Shu-Ming 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factors and coping strategies that might impact the 

learning succes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e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re interview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high scoring students who ranked top three among the female students in class. Each 

student was interviewed according to a semi-structured, open-ended interview guide.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the Consensus Quality Research Method (CQ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ed: (a) What were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background factors before entering university? (b) What were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experiences of the participants? (c) How did they overcome their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difficulties? (d) What influential factors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students’ 

learning succes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considered themselves successful in 

learning, and showed that:  

1. Most participants selected their university study based on their interest and 

capability, and received parental support.  

2. Most participants were serious and positive in their learning attitudes, and found 12 

learning strategies useful to their study. 

3. The participants were not very socially active, but have good peer relationship.   

4. The participants had a variety of learning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at 

helped them adhere to their studi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participant input were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and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in the conclusion. 

 

Keywo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female, learning success, coping strategies, 

rol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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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漩渦鳴人」隱喻解析自性化歷程： 

榮格理論的觀點與應用 

林倩如* 李佳儒 

 

摘要 

「火影忍者」為連載多年之卡漫故事，在日本、大陸、香港、台灣等地區深

受歡迎。而劇中主角「漩渦鳴人」與諮商實務中，可能遇到的青少年個案有著相

似的狀況；然而，隨著故事發展，他從莽撞、闖禍、學業表現不佳等特質，轉變

為照顧夥伴、融合內在負面力量與修鍊內在心理議題，也成了故鄉的英雄。因此

本文試圖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漩渦鳴人的自性化歷程與此角色背後

的意識形態，並探討在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助益與可能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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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火影忍者」是一部在日本、華人、甚至歐美地區深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

日本漫畫作品，從 1999 年開始連載至今已十多年，而劇中主角「漩渦鳴人（簡

稱：鳴人）」更入選為 2006 年《NEWSWEEK》日文版特集中「全世界最尊敬的

100 位日本人」之一員（維基百科，2014a；維基百科，2014b）。藉由漫畫連載

十多年，且主角被票選為最受尊敬日本人之一，可見此漫畫作品對兒童和青少年

族群之影響力。 

由於筆者與兒童青少年個案工作之故，開始接觸此漫畫並深受吸引，劇中主

角從原先一個衝動、魯莽、讓師長傷透腦筋的闖禍兒童，以防衛的姿態追尋存在

的價值，在經歷內外在的種種挑戰後，逐漸獲得重要他人的認同，轉而能夠關心、

同理他人，並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主角的心路歷程、行為特徵和轉變過程，都

近似於筆者於實務工作裡陪伴青少年兒童個案的歷程。 

在心理治療的發展過程，童話故事、隱喻和卡通很早就被使用為與個案連

結、溝通的媒材（O’Brien, Johnson, & Miller, 1978）。此外，引導個案閱讀特定的

小說或書籍，透過觀覽與討論和自身相似的故事角色性格與情節衝突，以協助個

案多元性的理解和因應其自身的困境，此方式已被長期發展並視為有效的治療策

略之一（Gregory, Canning, Lee, & Wise, 2004; Newton, 1995）。然而，隨著時代的

變遷，影像作品與觀覽成為社群意圖和概念傳達的重要媒介之一，以電影或動畫

為溝通素材的治療模式開始得到重視。影像治療（cinematherapy or videotherapy）

是指，以電影或動畫作品作為隱喻的素材，在個案較為舒服和安全的狀態下，有

距離地觀察、體驗與自己遭遇相近的議題，進而連結、比較和個案生活經驗的相

同處與差異點（Hesley, 2000）；而個案藉由指認、貼近與細究和故事主角於性格、

意圖、需求、渴望和困頓等的共鳴處，促使其潛在的複雜情緒和內在衝突得以清

楚地被個案認知和表達出來，進而能對舊有的議題開展新的認識與解決策略

（Sharp, Smith, & Cole, 2002）。 

對正在發展抽象思考能力的青少年來說，以具體、可操作素材為核心的遊戲

治療，對其情感的吸引力逐漸降低，但青少年又尚未能完全精熟地使用語言來表

達和探索抽象的內在困境。此時，可視覺化和具有想像力圖像、音樂和劇情的電

影、短片或動畫，或許能貼近青少年個案的需要，作為助人工作者和青少年工作

時的選擇之一（Pehrsson, Allen, Folger, McMillen, & Lowe, 2007）。再者，學者

認為，電影和動畫又是少數能提供豐富的關於青少年圖像、情感、關注和行為特

性的作品媒材之一（Stern, 2005），更容易得到青少年的注意和認可。例如日本的

「新世紀福音戰士」、「神隱少女」等動畫，都是以青少年為主體，探討追求個人

的慾望的本質、人的限制、意義與認同的漫長旅程，影片中包含了豐富的科幻想

像與日本歷史文化元素，題材包括：戰爭與和平、生與死、愛與恨、認同與迷失

等，也引發許多關於哲學議題和心理分析的討論（Drazen, 2005; Miller, 2012），

顯示日本動畫的創作不僅具娛樂功能，而具有某些神話和童話的功能，反應現在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9%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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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的集體情結、潛意識與心靈結構。 

此外，榮格理論對於視覺化隱喻的看重更甚於抽象的語言，其協助個體透過

視覺化的隱喻，有意義的連結內在的世界與外界的真實（Green, Drewes, & 

Kominski, 2013），這與青少年的發展特性和需求是一致的。 

  是以，本文試圖整理榮格理論與影像治療於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觀點和運

用，呈現並分析「漩渦鳴人」隱喻，並以榮格理論的自性化觀點和歷程加以理解，

進而探討在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助益與可能運用的策略。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使用 Jungian（榮格）、cenematherapy or videotherapy 

（影像治療）、adolescent counseling（青少年諮商）、metaphor（隱喻）、art therapy

（藝術治療）等關鍵字，於 EBSCOhost--ASP、SDOS、SDOL、PsycINFO、

PsycARTICLES、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CEPS 中文期刊電子期

刊等資料庫，閱讀與整理榮格理論、影像治療於青少年諮商的相關文獻與重要觀

點；並納入筆者的實務經驗，藉由呈現和分析「漩渦鳴人」隱喻和榮格理論的自

性化觀點和歷程，探討此動漫作品在青少年諮商實務上的運用。 

 

參、榮格理論、自性化歷程與青少年心理危機 

 

  就人格發展來說，青少年期是個體發展自我認同的時期（Erikson, 1968）。榮

格認為，青少年期是快速發展人格面具（persona）的時期（Eisendrath & Albert Hall, 

1991）。根據 Hall（1983）人格面具乃是個體順應社會期待與自我要求所發展而

出的一組角色，位於意識表層並在生活中持續地被運用，有別於內在真實的經

驗，功能在於作為外在世界與自我（ego）的中介和調停者，用於適應和回應外

在世界的要求。人格面具的發展，來自於在幼年和兒童時期裡，個體與他人的互

動、重大的挫折或創傷事件、對父母和手足的認同，以及朋友和社會角色的期待

等形塑而成（Eisendrath & Albert Hall, 1991）。在這個過程中，與人格面具牴觸的

感受、想法或情緒，不斷地從意識中被分離出去，在無意識裡聚集成人格的陰影。

由於個體對這部分自我雖有認同但難以接受的矛盾，引發對陰影強烈的焦慮、恐

懼、羞恥和難以面對的情緒。而游離在意識層面外的陰影，在不受意識層面的掌

控下，在無意識中持續發揮負面的力量。人格面具有積極性的社會適應功能，然

而，若過度發展、發展不全或過度認同，則會造成自我的混淆、迷失與失調（Hall, 

1983）。因此，能否發展和適當運用各種人格面具與整合陰影的力量是青少年心

理健康適應的重要課題。 

此外，青少年期也是性別發展的重要時期，而在這個過程裡，個體內在於性

別認同過程裡不被認同的特質，會被排除於意識之外而聚集成新的性別相異形象

（contrasexual），在男性內在形成女性原型的象徵意象，稱之為阿尼瑪（an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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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女性內在形成男性原型，稱之為阿尼瑪斯（animus）（Jung, 1927），意味著

粗糙、模糊、尚未充分發展和平衡的部分。有別於人格面具，阿尼瑪和阿尼瑪斯

會引導個體向內面對心靈世界，其連結自我和本我（self）的意像與經驗的心靈

結構，幫助個人適應挑戰自我的直觀思想、情感、意像以及情緒（Stein, 1998）。

阿尼瑪和阿尼瑪斯奠基於親子的互動關係上，個體於發展過程裡認同、內化和區

分其父母的特質而形成，在青春期，開始投射到其他的異性對象，引發個體感受

到強烈的情慾吸引和性衝動，而個體藉由補償作用得到個人的整合（Feldman, 

1996）。 

承襲上述榮格的心理結構和重要觀點，進一步探討青少年於自我認同發展的

內在危機與外顯行為。在由兒童轉換到成人的過程期時，個體會因身處於致力追

求分離以認同自我，以及退回被安全守護的關係之間的強列衝突而引發嚴重的焦

慮、罪惡和痛苦的感受。由於這些負向情緒過於痛苦以致於個體需要採用許多防

衛機制以避免意識到它。行動化（acting out）和投射（projection）是青少年最常

採用的防衛機制，前者意指以行為來展現其無法意識和承擔的心理能量，例如混

亂、粗魯、防衛和違反規定的行為；後者意指將個人所不想承認的想法、感受或

特質加諸於他人身上，進而對該對象有強烈的情緒反應，例如：權威對抗或英雄

崇拜（Campbell, 2007）。 

榮格認為，人類的基本處境就是種種心靈對立面的衝突，那麼人類在心靈探

索的道路上，所需面對的挑戰便是如何在對立衝突的表層下，尋覓到共通的靈性

基礎，並依此進行無盡的動態整合，以成就生命的全體（wholeness）。在榮格理

論中，心理發展的定義為：成為一個統合而獨特的個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合個

人，這也是「自性化（individuation）」歷程（Stein, 1998/1999）。而這需要經歷

打破原始人格面具與持續面對與整合陰影、阿尼瑪/阿尼瑪斯的過程。  

    在治療關係上，治療師在個案探討內在對立面、經驗衝突和整合的過程裡，

作為一個關照者與見證人，透過提供安全和具保護性的空間，跟隨、促進和支持

個人本我的追尋與平衡渴望（Kalff, 1980），而非引導或指示晤談的方向（Green et 

al., 2013）。 

 

肆、榮格理論、隱喻與影像治療 

 

心理治療的發展史上，首先在治療中運用童話故事應屬佛洛伊德的「狼人」

案例（Freud, 1918/2006）。個案透過夢境加以自由聯想，而治療者則視童話為了

解個案潛意識的路徑，並對此加以詮釋和連結，以擴展個案對潛意識之理解，使

之得以意識化。童話故事為瞭解個案之素材，就如同自由聯想之內容。然而，不

同於佛洛依德，榮格學派則對於童話有較積極之想法。 

榮格學派之分析師瑪莉－路易斯更進一步指出，童話不但是原型最簡單，也

是最赤裸、最簡潔的表達形式……對集體潛意識的心理過程來說，是屬於最純粹

與最簡單的表現，因此它們的價值對於無意識的科學探究來說，就超越其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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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材，她也認為童話能呈現個體自性化的歷程（Kast, 1986/2004），亦即人格的

發展過程。榮格也主張神話乃顯示文化之集體潛意識，而英雄式神話之根本作用

在於發展個體的自我意識 （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在回顧諸多神話

之後，Campbell（1949/1997）亦歸結出英雄神話乃反應人類集體潛意識中，對

於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之內在心靈渴望，即使是在東方意象中，英雄的冒險也

遵循著一定的核心模式，亦即與俗世隔離、穿透到達某種能量來源，然後是滋養

生命的回歸，而這樣的英雄原型與集體潛意識是跨時代、跨文化、跨地區所共同

存在的。 

榮格理論關注於文化傳承下來的童話或神話，其背後所富含的意涵，包含個

人內在心靈層面、抑或集體潛意識層面，並認為其中將蘊含著集體潛意識與原型

意象於其中；此外，榮格理論也以發展性、歷程性的觀點，理解故事中主角發展

出自我意識的自性化歷程。 

    在科技的發展和演變下，當代的電影、影像開始成為童話故事和神話傳奇的

載具，以動態性、歷程性的圖像故事取代文字或口語的形式，提供另一種多元且

豐富的隱喻。影片就是隱喻的呈現，就像故事、神話、玩笑、傳說和治療裡的對

話，都可在治療裡被使用（Hesley & Hesley, 2001）。觀影行為的本身，提供了個

案一種解離的經驗，個案進入半夢半醒的狀態，防衛不自覺地減弱，而想像力與

渴望則開始鬆綁，逐漸地與故事主角共同奔馳與活動於劇情裡（Konigsberg, 

1996），外在現實暫時被懸置（suspended），個案的內在世界被影片的劇情、角

色所環繞，而透過個案對主角的認同，個體投射自身困境於劇情裡（Wedding & 

Boyd, 1997）；因而，個案得以在保持某種心理距離和掌控感的狀況下，帶著某

種的放鬆與安全的感受，觀照其難以面對或恐懼的情感（Gramaglia et al., 2011），

主角在此時與個案產生情感層次的連結（Mangin, 1999），有時可以超越意識的

層次（Hesley & Hesley, 2001; Sharp et al., 2002），而治療師與個案間，也藉由納

入影片劇情和主角性格為主題，得以就影片故事裡的隱喻作開展、延伸和調整，

在象徵的層次，開展更深入的對話與歷程（Gafner & Benson, 2003; Marsick, 

2010），促進個案的自我覺達和表達（Frisch, Franko, & Herzog, 2006），進而有

效提昇個體的自尊、降低其困擾情緒和行為（Gramaglia et al., 2011; Marsick, 2010; 

Powell, Newgent, & Lee, 2006）。 

以下筆者以「漩渦鳴人」隱喻為例，奠基於榮格理論的自性化觀點，探討故

事裡的多重隱喻內涵與青少年自性化的歷程。 

 

伍、故事與理論之交織~「漩渦鳴人」隱喻為例 

 

一、 故事之始～「惡作劇精靈」時期的鳴人 

 

（一）不祥、被排擠的鳴人 

某年，九尾妖狐（以下簡稱：九尾）襲擊忍者村－木葉村，在九尾的強大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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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之下，造成諸多傷亡，第四代火影為降服九尾而犧牲，但也將其封印在當時剛

出生的兒子－鳴人身上。 

 然而，木葉村的村民對於鳴人身世一無所知，只知道鳴人身上存在著具毀滅

性且邪惡力量的九尾，對於九尾之恐懼與厭惡，也轉移到鳴人身上。鳴人在父母

雙亡，又備受村民所排擠之環境下成長，多半是單獨行動。受到排擠、忽略的經

驗之餘，鳴人在忍者學校表現也不佳，雖然鳴人自詡要成為火影，成為村子裡的

英雄，但他上課打瞌睡、蹺課，也經常惡作劇、搗蛋，藉以獲得他人的注目。 

 在忍者學校畢業的前夕，中忍水木唆使鳴人偷取秘笈（封印之書）再將之搶

奪過來時，狠狠地點出鳴人在村中的處境：因為鳴人是個孤兒，所以才要利用他，

而且大家都討厭他，看不起他……。那一刻，鳴人覺察到自己一直被忽略、被排

擠，而搗蛋、闖禍，都是為了扭轉這種被忽略的感覺。 

 

（二）理論解析 

鳴人此時的狀態近似於「惡作劇精靈」週期，也就是行為受制於生理需求，

心智狀態與兒童相似，不斷尋找搞鬼、惡作劇的對象（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而這是一個故事的開端。 

依據分析心理學的觀點，潛意識的初步接觸會在個體年輕時期會逐漸覺醒，

慢慢地認識到世界與自己。而潛意識的接觸，通常是以人格受到傷害，並伴隨而

來的痛苦為其開端（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例如兒童到了學齡時期，

開始建立自我（ego）以適應外在的世界，但這將伴隨不少痛苦的衝擊，例如：

世界的不完美、個人內在或外在的邪惡，都會逐漸地被兒童的意識所認知到，進

而企圖應付那些內在衝動與外在環境的要求。 

這段時間，鳴人對於自己的處境感到痛苦，但多是漠視內心的孤單與寂寞，

而鳴人以為師長們都覺得自己是製造麻煩的人，這部分也投射出鳴人對自己的看

法：對自己能力的不確定，與討厭自己。他經常以行動化、衝動，甚至誇大的方

式來呈現自己，這也反應其內在的躁式防衛（manic defense），藉由外顯、誇大、

自戀似的行為，來因應內在的自卑與不確定，並加以隱藏。 

直到被引誘偷取封印之書，鳴人才明顯地感受到內心的孤單與自卑，需求也

更為明朗化；雖仍不完全理解自己的潛意識狀態，但是這種痛苦的感受逐漸浮

現，也引領他邁向自性化之路。 

 

二、 阿尼瑪（anima）力量的連結與運用 

 

(一) 在孤立中摸索學習、建立人我連結 

雖立志要當上火影，但是鳴人的忍術很差勁，他的體力充沛，卻無法成功地

施展忍術，第一個能夠施展的忍術，也是鳴人所自創之「色誘之術」，這是變身

為一身材曼妙裸體少女，可愛的臉蛋，卻是誘人的身材，通常此術一現，嚴肅之

人也無法抵抗，鳴人或可因此而有逃脫機會。「色誘之術」的進階版「後宮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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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同時變身為多個裸體少女，藉此突破對方心防，而獲得攻擊之契機。 

 

(二) 理論解析 

    「色誘之術」與「後宮之術」可視為鳴人潛意識中阿尼瑪（anima）的表徵

化。阿尼瑪是男人潛意識的女性形象，陰性心理傾向的化身，可幫助男人的心思

與其內在價值相調和，例如：對非理性事物的敏感、對自然界的情感，以及意識

與潛意識的溝通等。 

    色誘之術，呈現鳴人內在的阿尼瑪處於以夏娃為代表之第一階段，屬自性化

歷程之起步，也展現他對於女性之理解和期待，著重於裸體、身材曼妙、年輕等

身體的外在特徵；可能也呈現鳴人對母性的依戀和母親角色的缺乏。 

雖然鳴人已經懂得運用阿尼瑪的優勢來幫助自己度過難關，以形象具體化

的方式呈現，但就其內在心理狀態，鳴人仍處於衝動、企圖展現能力的陽性狀態，

尚未將其阿尼瑪特質融入之中。 

 

三、 修鍊之路之一 

 

（一）人格陰影的反撲與引誘 

    鳴人由忍術學校勉強畢業後，鳴人與佐助、小櫻組成第七班小隊，並在隊長

卡卡西老師帶領之下共同完成任務。因為過去形單影隻的鳴人，終於有了同伴，

這些夥伴成為鳴人相當重視的人；而鳴人的熱情、單純、重義氣，以及想保護夥

伴的初衷，也讓他逐漸被夥伴們所接受和肯定。 

    這時候，鳴人開始嶄露頭角，從之前的搗蛋鬼，逐漸展現機智、堅毅、重視

夥伴等特質，獲得許多人的肯定，也減少使用後宮之術。此外，鳴人也瞭解內在

的查克拉性質（天賦），練習適合自我特質之忍術並學習更精進之忍術。學習的

過程中，鳴人發現原來體內存在著九尾妖狐，因而擁有高度的活力以及受傷之後

可快速療癒的能力。然而，這股不易馴服的力量蘊含著高度的破壞性和失控性，

鳴人也屢次在九尾引誘之下，為換取更強大力量而解除封印。在某次戰役裡，讓

鳴人失去意識和判斷力，嚴重地傷及夥伴和自己。 

   

（二）理論解析 

    這個階段，鳴人對內在/潛意識有更多的瞭解，包含內在正面力量與負面力

量的存在。在過程中，九尾妖狐就如同鳴人的陰影。 

陰影代表著未知或所知甚少的人格，這些人格是個體所否認的特質，或是超

我（內化的父母權威）所厭惡鄙夷的部分，例如消極、懶惰、衝動、邪惡等面貌，

因此一般人都傾向否認這些特質，但經常在不知不覺地情況下，向外投射到他人

身上；典型的自性化過程中，需要讓陰影擺脫意識無所知的局外人位置，進入意

識層次，並促使人格之完整化（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 

就隱喻的觀點，狐狸是雜食性的動物，適應力很強、行動敏捷，警惕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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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傍晚外出覓食，天亮才回歸。平常多單獨行動，僅在生殖期才會群聚而生，

棲息地廣泛。而狐狸通常象徵著智慧、詭詐、欺騙（Fontana, 1994/2003），中世

紀教會以狐狸象徵邪惡、敵意，與虛偽的欺騙（Tresidder, 2003/2009）。在童話故

事中狐狸的形象經常是聰明、狡猾、自我中心、自私，但也有機智、助人的一面；

對日本人而言，狐狸是神秘帶有妖魔怪力的動物，被視作「稻荷神」的使者，稻

荷神是掌管豐收、財富的神明；但傳說中，有時，牠會將人們弄丟的東西偷偷運

走；對狐狸而言，「重要的東西」與「不需要的東西」是一樣的（棄寶之島：遙

與魔法鏡，2010）。 

    整合上述並連結火影忍者故事，九尾的意涵在於提醒了鳴人內在的豐沛的資

源與力量，包含正向與負向的力量。狐狸的特殊生活作息與單獨行動，如同鳴人

的處境一般；狐狸的智慧、敏銳等，可說是鳴人的內在力量；而狐狸的自私、狡

猾、邪惡等特質，或可說是鳴人的陰影，也是鳴人努力對抗、壓制的敵人，它喚

醒對於內在心理狀態的覺察，呈現其潛意識的面貌。但在這個時期，陰影的存在

與展現，如同卡通中的九尾一般，是被主角視為另一個角色、另一個敵人，而非

自我內在的另一個面貌。就榮格理論的觀點，陰影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敵人，陰

影的負面力量以外，也有正面力量，其蘊含的強大能量，可能是最有價值、舉足

輕重的力量（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 

 

四、 修鍊之路之二 

 

（一）學習運用正向與負向力量 

     重傷後，鳴人體會到過度使用九尾力量的慘痛代價，因此鳴人痛下決心減

少對九尾力量的依賴，轉而向蛤蟆仙人學習仙人模式之忍術，試著修鍊自身能

量與控制意識，準備迎戰敵人（培因）。然而，在仙人模式的修鍊過程，既是需

要展現內在查克拉力量，藉此獲得自然界的能量，卻也要在這些能量流動之間，

微妙地運轉而不至於過度或失控，在這樣的練習之中，鳴人對於其內在能量的

運作，轉為一種更柔韌的方式展現。 

 

（二）理論解析 

 在更深入地瞭解潛意識後，鳴人試著用不同方式運用這些能量，不同於過

往的強力、直接、猛衝的因應，來掌握內在的資源，他學習採用更細緻、更柔

性的方式，擴展意識的層面進入潛意識層面。 

就隱喻的觀點，蛤蟆是兩棲動物，可以在水中生存，也可以在路上生存，

皮膚佈有顆粒狀的毒腺；在農田中可以控制害蟲，因此可以增加農作物收成而

帶來財富，亦可提煉毒素為治療之藥物。長久以來，從古埃及到日本，蟾蜍的

象徵意義包羅萬象，大部分是關於繁衍及魔法，因為質變的生命週期連結了月

亮和水的象徵意義，更聯想到誕生、死亡、復活與變化多端卻不朽的樣貌

（Archive for Research in Archetypal Symbolism , 2010; Miranda &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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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在歐洲，蟾蜍分泌的毒液連結了魔鬼的意象，是死亡的標誌，也

代表聽從女巫差遣的妖精；在中國，蟾蜍會帶來雨水，象徵好運氣，也會為人

咬來錢財，象徵財富（Miranda & Philip, 2008/2009）。蛤蟆也象徵著傷害與治

療，與邪惡、黑暗、淫慾及貪念有關（Tresidder, 2003/2009）。 

 在這個階段，蛤蟆仙術以輔助的姿態，協助鳴人彈性運用多元的資源。而

蛤蟆的兩棲特質、對於傷害與治療的象徵、以及生命週期的變化，也象徵著鳴

人的適應性、內在的自我療慾力量，以及成長過程中的重大轉變與收穫，並且

從修鍊仙人模式之中，對內在的瞭解與掌握能力的提昇，也意謂鳴人不僅能善

用內在的資源，也能夠從自然萬物之中，獲得外在能量而加以施展，得以發揮

出更大的力量來面對外在挑戰。然而，如同上述蛤蟆的象徵意涵，是存在著兩

極對立的能量，既是仙術，但若修鍊過度也會變成石頭模樣的蛤蟆－石蛙化。 

 

五、對生命脆弱本質的深度理解 

 

（一）故事內容 

    當鳴人結束修鍊回到木葉村時，敵人（培因）已毀掉木葉村，造成村民嚴重

之死傷，鳴人以蛤蟆仙術對決的過程中，再度失去意識、欲解除封印並釋放九尾

時，第四代火影（鳴人已故的父親）現身提醒鳴人堅持最初的信念，向內尋求力

量，不要因憎恨而被利用。因而鳴人再度回到意識層面。轉而理解敵人（培因）

何以想毀掉木葉村，當鳴人聽到培因的經歷之後，諒解了對方。而敵人（培因）

深受鳴人所理解與感動，以耗盡能量、犧牲生命的方式，讓木葉村的村民復活。 

 

（二）理論解析 

    在這個階段，當鳴人對培因的理解經驗，不僅表示鳴人對內在憎恨情緒的馴

服與轉化，也象徵著鳴人看到與理解過去自己從小到大的痛楚，重新擁抱和接納

這些經驗作為他自己的一部分。這時候的鳴人，陽性特質與陰性特質的融合，不

僅僅是陽剛氣概，也有著堅毅、同理、柔軟的心；其陽性特質也不再只是追求身

體力量的發揮與呈現。 

    這個時期的鳴人，近似於神話中英雄演進第三階段的「紅角」週期：具有超

人的能力，需憑著超凡力量或守護神相助，而確保人類戰勝造成困擾的邪惡力量

（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但是這個英雄並非屠龍成功的英雄，而是

個兼具生理上與心靈上的能量，既是在生理層面打敗培因，卻也在心理層面同理

對方的苦楚；此外，也接近阿尼瑪斯發展的第四階段，陽性特質轉變為「意義」

（meaning）的化身，透過它，生命獲得新的意義，是充滿靈感與創造的形象，

以赫爾米斯（Hermes）為代表（申荷永，2004； Jung, 1964/1989; Jung, 1964/1999）。 

從故事的整體發展，可以看到最初鳴人是在追求身體力量的展現，但故事至

此，鳴人已然展現其赫爾米斯（Hermes）的面貌，詮釋、理解、細膩的一面，因

為鳴人的同理與瞭解，培因的憎恨與殺戮有了改變，對世界和平有不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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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生命賦予新的意義。 

 

陸、榮格理論於青少年諮商應用 

 

本文以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漩渦鳴人的自性化歷程與此角色背後

的意識形態，是以發展的角度與脈絡來解析青少年的成長過程，理解其生理與心

理的狀態、潛意識的覺醒、轉化的力量等，並透過隱喻的方式，來呈現內在可能

的狀態，特別是陰影面向，而非僅以一種當下、橫斷式的方式來評斷個案的狀態。

這樣的理解將有助於面對青少年個案時，除瞭解個案當下的痛苦與困擾，並延伸

瞭解過去個案的成長脈絡、內在的陰影，並涵括隱喻象徵的方式，是兼具深度與

廣度的理解與接納，並且在「自性化」歷程的概念中，也提醒成長過程中所追求

成為一個獨特而不凡的人的自我期許，是以除了幫助實務工作者思考較完整性且

貼近個案的問題概念化之外，也可能有助於我們預想個案未來與發展狀況。 

在實務運用面，筆者試圖將分析心理學的觀點和理論彈性結合下列各個策

略，以貼近青少年的生活經驗與發展議題，因應青少年個案當下所呈現的議題。 

 

一、 貼近青少年的語言和生活 

 

助人工作者與青少年建立關係時，首重於「以他們的生活經驗與脈絡」為背

景，運用青少年流行的事物為助人工作者與個案共通的語言，擴大兩者的交會與

相知（許智傑，2010）。相較於其他的素材，動畫或電影的優勢在於，其有著豐

富的情緒變化、高度的娛樂性、貼近青少年生活煩惱的題材（例如人際關係或家

庭關係，對青少年有著高度的興趣和吸引力（Hesley, 2001），促進青少年個案對

於諮商關係的認同與投入，更有意願與助人工作者討論其喜愛的事物，進而建立

同盟的關係。 

筆者曾在工作中，聽聞個案提到「我愛羅」、「好色仙人」，這兩個角色皆為

「火影忍者」卡通中之重要人物，而「漩渦鳴人」乃青少年生活中普遍之卡通，

當助人工作者對於此卡通有較多瞭解時，在與青少年個案進行諮商工作時，將有

更多共通的語言，而得以與個案有更多交會，助人工作者或可運用卡通中的用

詞，或當個案提及某些特殊用詞時，可較容易理解個案所表達之意涵，以減少對

於細節澄清所造成時間與耐性上的耗損；當個案發現助人工作者瞭解其所表達的

特殊卡通用詞時，也有助於個案感受到助人工作者的親近與關心，有助於諮商關

係的建立。而青少年個案也能透過這樣的歷程，發展在語言層次和象徵層次的情

緒和行為表達（Fleming & Bohnel, 2009）。藉由指認與自身生活經驗的相似的主

角和劇情，描繪其主角內在的感受、動機和行為特性，進而精緻化對自己感受和

行為的口語表達，例如：鳴人惡作劇、搗蛋行為之下的孤單和自厭情緒；此外，

青少年個案或可在特定的情節裡，在象徵層次，視覺化其內在的衝突與掙扎，例

如：鳴人為換取更強大力量而解除封印，嚴重地傷及夥伴和自己，彰顯其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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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自我證明，與其同儕忠誠、內在聲音議題之對立拉扯。可增進助人工作者

和青少年個案對自己狀態的理解，重新正視和整合內在的感受與需要，思考其他

選擇的可能性，進而催化個案的改變。 

 

二、 善用青少年自我認同與實現的需求 

 

漩渦鳴人與實務工作上所接觸的青少年個案狀況相近，有著明顯的外化行為

問題，而且在父母雙亡的成長過程，多半是孤單、被歧視、自卑等心理狀態。在

家庭支持極少的狀態之下，鳴人是如何尋求內在力量、運用外在資源，並加以整

合而成為一獨特、整合的人，此過程可成為青少年個案的仿效對象，並引發改變

動機。 

對於英雄的崇拜展現個體內在需求的投射，當我們看到「人」具有那樣超凡

的能力時，會有一種作為同類的滿足，因此英雄崇拜的積極意義在於召喚我們朝

向更高的層次，使生活更有意義、發現自己的真正面目、並超越環境和自己所賦

予的拘束限制（吳光遠，2010）。而藉由本篇文章，也可瞭解到卡通漫畫故事中，

所深藏之意涵，這些議題恐怕是在人們心中醞釀卻少彰顯之部分，特別是在未成

年個案身上，在生理與心理發展上，受限於計劃能力與衝動的情緒特質，而讓內

隱的心理感受更隱晦不明，因此在與個案進行諮商工作的過程中，可藉由童話、

神話、卡通、電影之內容，來貼近個案心理，甚至可避開意識層面的防衛，而接

觸其潛意識之個人情節！榮格也提到在心靈探索之際，都該對非理性與神秘心靈

現象抱持接納開放的態度，以擴大對於潛意識力量的理解（Stein, 1998/1999）。 

在「火影忍者」卡通中，其他角色人物也出現諸多與求助個案類似的心理議

題，例如：被拋棄、排擠、同儕競爭與比較、自我定位與認同等等。因此在助人

工作時，亦可瞭解個案所偏好之角色與認同之對象」，並進而討論。 

 

三、 創意地採用積極聯想與投射技術 

 

如同本文中針對特定之意象或隱喻，進行積極聯想與投射，延伸出個案對於

隱喻或意象之不同感官知覺，觸發這些感官知覺將有助於個案覺察更多的自我感

受與聯想，亦可減少語言使用弱勢者之限制，並增添個案對於潛意識之中自我狀

態的覺察與接納。 

在與青少年個案進行諮商時，可先找出個案所認同之對象或是情節段落，這

些角色或情節會包含個案所賦予的個人化意義於其中，因此針對這部分深入討論

而賦予意義，既可瞭解故事對於個案之意涵，呈現個案之心理狀態，也可提昇個

案之自我覺察，亦即潛意識的意識化過程。典型問句如：在這個作品裡，你最喜

歡那個角色/情節段落？最不喜歡那個角色或情節段落？（Sharp et al., 2002）你

覺得主角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事怎麼會發生呢？ 

亦可從主角之經歷，瞭解個案對自我目前狀態之心理知覺；也就是先與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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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故事本體的情節發展與意義。參考問句如：這個角色的感受或想法是什麼?

他和其他角色的關係是怎麼樣的？他現在面對的主要困難為何?他如何解決這個

難題?還有其他的辦法嗎？（Sharp et al., 2002）他會怎麼看待自己的現況？你覺

得其他角色有什麼感覺？ 

    此外，如果角色是動物形態，可引導個案就其外觀、功能以及相關聯的事物

作聯想，例如說： 這個動物形態代表什麼（Henderson, 1999）？你會怎麼形容

牠的外形或功能？牠通常生存在什麼樣的地方？在什麼時刻出沒？優勢為何？

天敵是誰？ 

之後再回到個案身上，幫助其拓展意識範圍，也引導更多元而豐富地思維，

甚至從故事之中找到象徵意義與自我之力量。典型的問句如（Henderson, 1999）：

這和你的生活經驗或目前的困難，有什麼相類似之處嗎？你會覺得有時候，你會

和主角有相近的痛苦嗎？如果你和主角一樣，有不可控制、待修煉的天賦，你覺

得那會是什麼？如果你將這樣的力量應用在現在的難題裡，你覺得有些什麼的機

會？如果那個動物是你比較少出現的特質，你覺得那會是什麼？  

討論的過程中，可運用分析心理學理論為基礎，引導個案發現其中的轉化力

量，例如內在兩極對立之力量的存在，以及對立衝突之調和與內在和諧等，助人

工作者也可運用分析心理學理論來增加對個案的理解，例如阿尼瑪、阿尼瑪斯、

陰影等。 

 

柒、結語 

 

本文企圖從火影忍者之卡漫故事出發，並以榮格之分析心理學理論為基礎，

加以理解故事主角「漩渦鳴人」之歷險過程，並比對其自性化歷程與自我意識之

展現。由於卡通是視覺化的刺激，個案在面對此媒材時可較自在且容易接受，並

透過視覺化刺激的呈現，而有不同的感官知覺與反應，並降低防衛的可能性，因

此藉此幫助個案自我探索與瞭解，將有其優勢（O’Brien et al., 1978）；而故事主

軸中的英雄隱喻，也提供個案一個較安全的方式得以表徵自我潛意識世界以及內

在隱晦的掙扎，助人工作者亦得以連結個案的心理世界（Lawson, 2005）。而以

分析心理學為基礎，筆者也希望藉此提醒，在面對個案時，可以歷程性的概念來

理解個案、協助個案，並且瞭解到生命的成長，是個長遠的過程，或許個案正處

於其困境之中，但自性化歷程正提醒在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之冒險與探索，以及

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歷的衝突與未知，唯有透過將這些心靈對立的衝突進行整合，

這才是成長。因此，諮商不僅是幫助個案面對困境、克服困境，更是幫助個案瞭

解其內在力量之所在，而去經歷人生的旅程；爾後，個案的自主能力將會因內在

力量的覺醒而有所提昇，成為個人生命的主人，發展出整合而獨特的個體，經歷

一個只有自己能走過且深刻理解的旅程─英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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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tion of Uzumaki Naruto: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tic Psychology 

 

Chien-Ju Lin*  Jia-Ru Li 

 

Abstract 

“Naruto” is a popular comic story which published since 1999 in Japa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 hero in the comic story Uzumaki 

Naruto” is similar to the adolescent clients in counseling. Uzumaki Naruto was an 

impulsive trouble-maker with poor academic achievement. However, with the 

progress of this comic story, he looked after his partners, faced the negative inner 

power, and coped with his mental issues. Thus, the aims of this article are, based on 

the Analytic Psychology theory, to explore the individuation of Uzumaki Naruto 

and to reflect on the possible assistance on adolescent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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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理論淵源與實務作法 

洪菁惠* 徐西森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理論淵源與實務作法，藉此提供心理

諮商實務工作者對於當事人第一序改變的困境具有更高的敏銳度，並瞭解如何引

發當事人的第二序改變以達真正的改變。第一序改變的可能困境在於形成當事人

問題之假設，亦是其推論解決問題之行動的後設思維來源，如果意圖改善問題的

行動未能改善問題，則行動本身可能演變為嚴重化問題的一環，另外產生問題之

假設亦未得轉變。反之，第二序改變乃是依據建構新的思維所設想的解決之道，

其試圖改變對象之一就是第一序改變的解決行動，以及透過當事人所欲目標設想

解決行動與重新框架問題，藉此架構新的思維邏輯層次。由於目前在心理諮商的

領域中欠缺第一序改變與第二序改變之相關理論文獻與實務工作的整理，因此本

文希冀透過與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相關的理論文獻與認識論發展淵源的探討

等，提供實務工作者在發展助人策略時，對於當事人第一序改變之窠臼保有更高

的警覺，另外對於發展當事人第二序思維與改變的實務作法保有更多的瞭解與實

務操作的應用策略。 

 

 

 

 

 

 

 

 

 

 

 

關鍵詞：第一序改變、第二序改變、邏輯類型、辯證論、脈絡模式 

洪菁惠* 

 

徐西森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juliahung99@yahoo.com.tw）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2014, vol. 6 no. 1, pp. 51-75. 

 



 - 52 - 

壹、緒論 

 

 如何有效協助當事人產生改變乃是心理諮商與治療歷程最為關心的議題。成

立於 1967 年美國加州 Palo Alto 心理研究機構（Mental Research Institution, MRI）

的短期治療中心（Brief Therapy Center, BTC），乃是第一個致力於縮短治療時間

與探索如何促進當事人有效改變的研究團隊（O’Connell, 1998）。BTC 的心理治

療師相信心理治療的時間可以遠少於當時的一般標準，於是在 1968 年開始進行

一系列短期治療研究計畫。該項計畫的主要核心思想是，關注當事人想要改變什

麼（what），而不問為什麼（why）（Fraser & Solovey, 2007），重視對當事人改變

有益的優勢與能力；此外對傳統心理治療以過去導向（past-oriented）及探索問

題背後歷史成因的治療作法，則認為充滿太多臆測且耗時甚長。該研究中心將研

究成果合著為《與改變共舞：問題形成與問題解決》（Watzlawick, Weakland, & 

Fisch, 1974/2005），此為第一本討論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重要典籍。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視當事人真正的改變乃起於內部認知結構產生邏

輯層次的跳躍與轉換。MRI 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將心理治療研究主流—試圖瞭

解與解釋問題的趨勢，轉向尋求問題解決與重視引發改變之道的探討上

（O’Hanlon & Weiner-Davis, 2003/2007）。MRI 的核心成員深受 Gregory Batson、

Milton Erickson、Don Jackson 等學者影響（Fraser & Solovey, 2007）。儘管在婚姻

與家族治療中將第二序改變視為重要概念，但仍鮮少研究是以第二序改變為題的

相關探討（Lowe, Hunt, & Simmons, 2008; Davey, Duncan, Kissil, Davey, & Stone, 

2011），既缺乏實務作法的討論，也缺乏以當事人認知結構產生第二序改變的理

論統整。 

第二序改變屬於建構主義取向，第一序改變則屬於理性主義取向（Lyddon, 

2001）。以「理性」思維尋求解決之道的可能問題在於，形成當事人問題困擾的

假設，與當事人產生解決辦法與行動的思維邏輯如果一致，則當事人為試圖改善

問題所採取的行動，對先前形成問題困擾的既有假設並無力改變，如此問題困擾

可能繼續存在；於是在當事人透過許多重覆行動以尋求問題改善，但由於造成問

題困擾的假設並未因此而得改變，如此當事人對問題困擾的負向困擾，可能隨著

已付出許多努力但問題未見改善而更形嚴重，此為第一序思維的改變窘境。以心

理諮商療效而言，心理師如能洞察當事人第一序改變之重覆思維與作為但對問題

改善並無效益之弔詭，則可避免落入與當事人相同的解決思維及改變模式的框

架；進而藉此洞察中再由不同的思維邏輯層次引發認知結構的轉變以達到第二序

改變之可能。第一序改變對問題改善並非總是無效，然而如果試圖改善問題的行

動儼然又是加劇問題困擾的來源時，則心理師的功能正是協助當事人發現其問題

改善之行動，亦是封閉問題無法改善之矛盾因素。因此本文希冀透過探討第一序

改變與第二序改變的基本意涵、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的理論淵源、實務中的

基本概念與介入方法等，藉此提供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實務工作者，在面對當事人

問題陳述時，對其試圖改變卻又無效的第一序改變思維與行動保有更高的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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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避免落入重蹈當事人覆轍之介入模式；另外，對於另闢當事人第二序思維

與行動的實務作法具有理論性的瞭解與應用的方向。 

 

貳、第一序改變與第二序改變的基本意涵 

 

MRI 的主要核心成員包括 Paul Watzlawick、John Weakland、Richard Fisch

及 Lynn Segal，他們致力於瞭解人類問題何以持續以及如何產生改變。根據他們

對問題形成與問題解決進行類型學（typology）的研究發現（Fraser & Solovey, 2007; 

Watzlawick et al., 1974/2005），形成問題的邏輯假設，若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邏

輯思維上屬於相同層次類型，則努力尋求問題改變的方法，很可能變成問題本

身，結果形成問題根本無法解決的弔詭局面。相反地，當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由不

同於形成問題的邏輯類型出發，則既有問題在不同邏輯思維、範疇、與層次中被

重新建構其意後，將自然呈現不同面貌。前者尋求改變卻導致不變的弔詭現象，

即為第一序改變的邏輯思維；後者尋求新的邏輯辯證以引發改變，此為第二序改

變的邏輯思維。依序探討如下。 

 

一、第一序改變與問題形成原則（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第一序改變（first-order change）的問題解決之道是指形成問題的假設前提，

與問題解決之道的思維邏輯相同，不僅問題無法在解決之道中獲得改善，而且解

決之道還儼然「就是」問題形成的一環，二者有相互助長的迴授（recursion）關

係（Fisch, Weakland, & Segal, 1982）。Lyddon（2001）認為尋求第一序改變的邏

輯思維，乃是根據理性思維的產物，試說明如下。 

求助心理師解決問題困擾的當事人，多半已有解決問題的努力，這些努力對

當事人而言是既「自然又合理」。然而這「自然」且「合理」的解決之道並非表

示，辦法來自推論的合理性，問題就自然達到改善。在當事人致力於改善問題的

過程中，如果形成問題之假設並未改變，則困擾可能繼續存在，另外如果試圖解

決的行動付出得越多，則當事人困擾感受將越形加劇，終至氣餒又沮喪。帶著沮

喪（demoralization）進入諮商室的當事人，多半無法覺察自己努力尋求解決問題

所嘗試的諸多行動，竟然是形成問題的一環。例如想要降低焦慮的當事人可能表

示，「我越想控制我的焦慮，我越是感到焦慮」。「控制」辦法就是理性思維的產

物，非常合理；然而，越是想「控制」，則越是提醒自己焦慮的事實或感受。同

樣的，憂鬱者可能表示「我越想努力避開憂鬱，我的憂鬱越是龐大有力」，因為

想要努力避開的是憂鬱，則心中所思所想的仍是憂鬱；或如懼曠症當事人，透過

減少外出的行動以降低焦慮，結果感到安全的空間越來越小，最後就連社區商店

或外出工作都變成問題。誠如 Einstein 所言，人類所做最荒謬之事莫過於，一再

重覆相同作為，卻期待問題結果有所不同。 

筆者想指出的是第一序改變之弔詭在於，當事人付出努力的解決之道，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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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改善問題，反而成為問題持續存在的助力。於是形成解決問題的（一再或重

覆）行動，乃是問題困擾加劇之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s）的反饋來源，此為線

性思維的結果。從第一序改變的觀點來看，研究者以為包含了行為與思維兩個層

次因重覆所造成對問題改善無益之現象。行為層次意指當事人藉由「重覆作為」

以尋求問題改善卻無幫助現象，思維層次意指形成問題之後設思維的「重覆運

用」。前者之「重覆作為」對後者之「重覆運用」並無改善之助益。Watzlawick

等人（1974/2005）認為當事人的問題之所以持續存在或越發嚴重，與當事人重

覆「不適當的解決行動」有關。他們將問題與行動方案的惡性循環現象歸為三類： 

(1) 行動不足：意指當事人應當有所行動但無採取行動而導致問題持續的情

形。例如當事人一再採取否定問題存在之行為反應作為解決問題之方法，可能是

以忽略問題存在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導致問題持續或加劇的情形。 

(2) 行動過多：意指當事人不需採取行動而重覆採取行動之情形。例如某甲

企圖改變與某乙有關的問題，但某乙不認為有問題存在，或不認為需要改變。然

而某甲頻繁採取行動以解決個人心中困擾，但某乙卻不認為有何問題，或某甲頻

繁採取解決困擾的行動，已造成某乙負擔，終至形成問題困擾。 

(3) 行動層次有誤：意指在錯誤的邏輯層次上採取行動。這情形有兩種，包

括堅守第一序改變原則，然而問題的改變需由第二序改變的邏輯層次尋求解決。

例如尋求婚姻治療以增進關係親密之夫妻，雙方採用的解決之道分別是，先生為

避開老婆嘮叨而採取冷淡回應辦法，老婆則想透過嘮叨改變先生的冷淡；雙方為

改善自身困境，持續在第一序思維層次中加強同樣行動的結果是，導致令人沮喪

的僵局。或者堅守第二序改變觀點，要求關係人採用新的觀點或態度，但尋求第

一序改變即可解決問題。 

    換言之，心理師需敏覺於當事人因持續無效的第一序思維所導致無法改變的

僵局，藉此洞察避免與當事人採取相同思維邏輯的解決之道。簡言之，第一序改

變包括兩個面向：一是無益於問題改善的重複行動，包括行動不足、行動過多和

行動層次有誤；二是「導致問題之假設｣、以此「推論解決問題之行動」與形成

「問題困擾」本身三者存在相互迴授的關係。而「第二序改變」乃是在當事人的

重覆思維與行動外，打開新的邏輯思維與作為以試圖尋求解決之道，試述如下。 

 

二、第二序改變與問題解決原則（principles of problem resolution） 

    

採取第一序改變的解決之道如果已能有效解決問題或令當事人感到滿意，則

第二序改變之道就不被需要。相反地，如果第一序改變之道已使問題陷入僵局，

則問題解決需由不同的思維邏輯層次以尋求改變。有別於第一序改變採取合乎邏

輯推論的解決之道，第二序改變乃是以不同邏輯架構出發尋找解決策略，因此從

理性思維來看，則顯得突然、跳躍、無法預期等。典型的第一序改變之道，傾向

於在正確／不正確以及對／錯的假設中決定行動。然而，第二序改變之道乃是以

完全嶄新的前提假設來行動以尋求改變。Fraser 與 Solovey（2007）認為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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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改變之道，已呈現重覆增強或重覆減弱的情形，而使問題陷入僵局，第二序改

變之道可能會以相反於第一序改變之道的行動來解決問題。關於第二序改變的反

向操作原則包括： 

1.如當事人的第一序解決之道為「逃避」問題（go away from the problem），

則第二序解決之道就是「直接面對」（go toward）問題。 

2.如當事人的第一序解決之道為「過度追究」（overpursue）問題，則第二序

解決之道便是「停止或反轉」（stopping or reversing）追究問題。 

3.如當事人的第一序解決之道為「不注意」（not attend to）問題，則第二序

解決之道便是「覺知」（acknowledging）問題，或是採取必要的問題解決行動。 

4.如當事人的第一序解決之道為「過度複雜化」（overly complex）問題，第

二序解決之道便是「簡化」（simplifying）問題，或是減少問題解決的過度努力。 

5.如當事人的第一序解決之道是「一再小看或簡化」困難，則第二序解決之

道便是「看重問題的複雜性」（honor the complex of the problem）。 

6.如當事人的第一序解決之道乃是對人類發展的普遍現象「過度介入

（overintervene）或抗拒」時，則第二序解決之道便是「忍受及接受」（tolerating 

and accepting）此等現象的不愉快。 

心理師運用第二序改變之道的反向策略，有助於當事人轉換、更新、擴大既

有的認知結構及其邏輯層次。在此過程，當事人對形成問題的邏輯規則及假設有

機會被改變；另外對於當事人既有的第一序改變歷程，亦具有反轉之效。試舉數

例以「第二序改變」之道協助解決當事人問題困擾的介入方式（Adams, 2001; 

Fraser & Solovey, 2007; Rhodes & Madden, 2005; Watzlawick et al., 1974/2005; Zeig, 

1985/2004），包括： 

    1.面對恐慌症當事人，心理師要求當事人在會談中努力讓自己處在恐慌中。 

2.面對憂鬱症當事人，心理師要求當事人在會談中允許自己的沮喪想法在心

理經過，但無須回應之。 

3.面對經常衝突的伴侶，心理師要求在某次並不抓狂的時候，故意表現衝突 

言行。 

4.對失眠當事人，心理師要求當事人必須努力讓自己醒著。 

5.對一再減重後又復胖的當事人，心理師要求當事人答應需先努力讓自己增 

重再行減重。 

如前所述，反向操作歷程可使當事人跳出原有的問題假設（assumption）以

及無法改善問題之重覆行動的迴授關係藉以達到改變。Watzlawick 等人

（1974/2005）提出第二序改變原則，包括： 

(1) 第二序改變之道試圖改變的對象就是第一序改變的問題解決方案。 

(2) 第二序改變的方法並不基於常理，「常理」常是導致第一序改變之道陷

入問題循環的因素。第二序改變之道常以超乎常理的方式進行，而過程常令人感

到困惑、矛盾或不解。 

(3) 第二序改變的解決方法是處理此時此地的情境，不探討問題的歷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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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假設性因素，著重「問題是什麼」、「問題的結果」，而非著重「問題為什麼產

生」。 

(4) 第二序改變的方法乃是協助當事人嘗試超脫既有問題情境的糾結中，並

將問題置於不同的思維框架以解決問題。 

換言之，在不同思維框架尋求問題解決乃是第二序改變的基礎。不過

Watzlawick 等人（1974/2005）認為第一序改變與第二序改變的變化特性並非相

互排斥，相反地，二者具有相容特性。他們以群論（Theory of Groups）及邏輯

類型論（Theory of Logical Type）來分別指出第一序改變及第二序改變的理論思

考架構。二者同樣關注改變的發生，但群論所指的改變是系統內的個體元素已產

生變化型態，但對整體系統仍保有穩定效力。儘管個體多次改變，但對群體系統

的內部狀態仍然維持一致。而邏輯類型論的改變，重視以新的思維結構來引發改

變，因此「支配」群體的思維結構已經改變，或謂系統內部的秩序或「規則」已

產生本質上的改變。Lyddon（2001）認為第二序改變來自邏輯層次（logical level）

的跳躍，進而引發個體的世界觀在質性上呈現轉移（shift）現象。此轉移歷程於

初始遭遇新的邏輯層次時猶如對立阻礙，於認知結構上可能產生短暫的失序、不

平衡（dis-equilibrium）或費力（dis-ease）等覺知經驗後，最後為滿足新的情緒

感受及認知平衡需求必須建構新的認知秩序。 

簡言之，第一序改變原則，其部分與整體之後設邏輯並未隨改變而有不同；

第二序改變，其整體隨著部分之後設邏輯的改變而隨之改變。第二序改變是一種

關於變化之變化的後設思維，探討由某一邏輯層次轉到另一邏輯層次的變化過

程，具有邏輯跳躍或不連續的特性。關於其發展淵源與理論基礎介紹如下。 

 

參、第二序改變的發展淵源與理論基礎 

 

一、第二序改變的發展淵源 

 

第二序改變的類型學研究始於 MRI 的研究成果，而 MRI 研究團隊又受「控

制論」（cybernetics）研究發展的影響，以下討論控制論的相關概念發展，以作為

鋪陳第二序改變基本思維的理路。控制論一詞由 Norbert Wiener 所提出，希臘文

意指「舵手」（steersman），具有航海與社會控制的意涵（Keeney, 1983/2008）。

控制論研究興起於一九四零至一九五零年代期間，Wiener 與一群科學家，如 John 

von Neumann、Walter Pitts、Margaret Mead 等人研究興趣在於「神經系統的中樞

抑制作用」以及「自我調節機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s）的探討上，透過

研究機械、電子、生物及社會系統的互動表現發現，一切具有目的性的行為都有

回饋需要。 

「回饋」乃是控制論的基本概念，意指在一個系統中進行有意圖的訊息傳遞

（Weeks & L’Abate, 1982/2001）。所有訊息均具備「內容」與「關係」兩個面向，

「內容」是指關於經驗、意見、情感等訊息內容，「關係」則是訊息溝通者之間



 - 57 - 

的關係（Anderson, 1997/2008; Keeney, 1983/2008）。例如家庭系統成員的訊息傳

遞皆具有某種意圖的「內容」，而有意圖的訊息交流又回饋給系統本身，此為「關

係」。如果在系統內的訊息傳遞是為維持系統穩定，則此訊息的回饋將產生封閉

循環的控制迴路系統，此為「負向回饋」（negative feedback），目的在於尋求「系

統恆定控制」（homeostatic cybernetics system）。相反地，「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是為促進系統改變，或者透過引發系統失衡以達改變的訊息溝通，此

為第二序改變思維形式的發展緣起。 

控制論的回饋概念，對心理治療的宏遠影響，必須回到發展控制論的時代背

景中來理解才得以一窺究竟。首先，在將控制論相關概念運用至心理治療領域的

發展初始，心理治療對問題症狀的基本假設是採人格偏差取向，對問題症狀的改

善是採人格治療的觀點。然而，控制論的回饋概念，則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放在關

係脈絡的層次中來理解（Weeks & L’Abate, 1982/2001）。因此控制論對傳統心理

治療的影響，是根本地撼動了心理治療的知識論體系，於是心理治療理論傳統上

以「個人行為導向」作為解釋的基礎，逐漸轉向「關係脈絡」的系統思維之典範

轉移。第二，心理治療關係在控制論的回饋概念中成為當事人系統的一環，心理

師乃是當事人系統回饋的一部份，心理師的回饋形式，對當事人的系統恆定或改

變均有著影響性作用（Keeney, 1983/2008）。第三，在控制論中，因果解釋一點

也不重要，改變之所以產生，其依賴的是此時此地「基於什麼需要而設定」的一

組指令，而無須探究「改變為什麼發生」（Watzlawick et al., 1974/2005）。這對心

理治療的影響是，撼動了「改變的先決條件必須是先行找出問題之因果解釋」的

看法。亦即改變的契機不必依賴尋找「為什麼」的「科學性思考邏輯」，而是直

接重視（依賴）當事人在此時此地需要的是什麼，而非依賴心理師對問題症狀的

因果解釋，或是當事人對問題事件的心理洞察而達成改變。在控制論的回饋概念

中，重視的是直接創造新的，迥異於過去的回饋形式，促成系統的暫時性失衡、

困惑以導致系統的第二序改變。換言之，在控制論中，尋求轉化或改變的先決條

件，是經由設定而來，而非參照科學的思考邏輯，尋求解釋或其它物理性原因所

得到（Ashby, 1956）。在控制論中，為促成改變，其關心的焦點是「想要什麼改

變」、「發生了什麼改變」，而不是「改變為什麼發生」。 

控制論中關於改變、回饋（溝通訊息）、關係（系統脈絡）的看法，影響了

Palo Alto 的 MRI 研究團隊。最早由 Batson、Jackson、Haley 與 Weakland（1956）

等人透過對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發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當事人與環境脈絡的互動

過程中，當事人乃是處於一種負向回饋的溝通系統當中。這份研究的途徑並非透

過個人症狀的行為與其歷史成因進行心理因素的探索，而是透過觀察當事人的人

際互動及其溝通模式後發現，精神分裂症者在長期重覆暴露於一種「雙重束縛」

（double-bind）的溝通模式當中，最後導致精神分裂症。這裡所謂的「雙重束縛」

人際溝通條件包括（Batson, Jackson, Haley, & Weakland, 1963; Weeks & L’Abate, 

1982/2001）： 

1. 緊密連結的兩人或兩人以上（如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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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圍繞在某類議題形式上且重覆溝通已達一段時間。 

3. 重覆溝通乃是以負面指令為之，例如「你不要這樣做，否則我會處罰你」；

「你如果不這樣做也沒有關係，到時候你看我怎麼懲罰你」。 

4. 重覆溝通中具有矛盾訊息，例如以生氣、冷默或威脅的態度表示「我是

很愛你的」。 

5. 重覆溝通中禁止當事人脫離雙重束縛情境，或禁止當事人對兩難情境有

違背或相反意見。 

亦如前述，雙重束縛的回饋亦包含內容與關係，而雙重束縛的負向回饋之內

容訊息乃是為穩定支配系統的結構，而在此穩定系統結構的支配內容中，關係亦

由封閉循環的控制回路所形成。試舉常見的親子互動為例，當父母嚴厲告訴孩子

「你怎麼都不自動自發呢？電腦關掉！」，父母一面表達希望孩子自動自發，但

下達命令的同時已阻斷自動自發的機會。如此將孩子放在一個「無法贏」的「雙

重束縛」情境，孩子的行為與心理是矛盾的。孩子如果自動自發，大概就不一定

是要遵從指令關掉電腦。如果孩子想要的是繼續玩電腦，但面對父母的嚴厲，只

好關了電腦，然而心理的真實感受已非自動自發。亦即即便孩子想要自動自發，

在此訊息中，無論關掉或不關掉電腦均非自動自發的展現了。當孩子開始有了自

主思維，父母傳遞的矛盾訊息可能是「喔～翅膀硬了」來提醒孩子別想脫離這樣

的雙重束縛。 

雙重束縛的負向回饋，不僅造成既有問題（孩子未能自動自發）未得解決，

反而衍生新的問題（孩子的矛盾心理與身心衝突）。控制論的負向回饋概念對心

理治療的重要貢獻在於將行為脈絡化，脈絡性概念不僅使症狀當事人得以除罪

化，另外家庭系統亦開始分擔改變的責任。延續 Batson 等人針對家庭回饋系統

所做研究的結果發現，家族治療的心理師與 MRI 研究團隊將系統控制論的回饋

概念應用在心理治療中，因而出現許多維持家庭系統恆定控制的隱喻，如負向回

饋、穩定、尋求變化但又抗拒變化等概念，而成為理解家庭組織關係及訊息內容

溝通的重要基礎（Anderson, 1997/2008）。在原始的控制論中，均衡與恆定乃是

理解系統自我維持的重要概念。心理治療的目標，乃是打破系統恆定以促成改

變，心理師的工作就是積極干預以協助家庭應付壓力及發展轉變。 

然而，家族治療心理師對心理師角色仍獨立於當事人系統之外的進一步反思

發現，其觀察者角色的位階仍在當事人的系統之上。於是以控制論為後設認識論

典範的心理治療學者（Batson, 1972/2003; Keeney, 1983/2008； Watzlawich, Beaven, 

& Jackson, 1967）又再進一步省思原始的控制論認識論，進而發展為「第二序控

制論」，又稱為控制論的控制論，強調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互動關係對觀察結果的

影響。Batson 呼籲 MRI 研究團隊的心理師，要更覺察自己在治療室內的權力運

作，以及自身理論對觀察（診斷）結果的影響（Keeney, 1983/2008）。這對心理

治療的反思在於，不再視心理師為獨立於當事人系統之外的觀察者，而是對當事

人的系統、對當事人所描述的故事（或描述的症狀）亦具有影響力。心理師的觀

察活動本身，也在形塑當事人的描述。當事人對心理師的觀察活動本身，也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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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心理師對當事人描述（或症狀）的詮釋。在第一序控制論（原始的控制論）中，

症狀解釋已有系統脈絡的觀點，但治療上的系統脈絡觀點，僅止於當事人在治療

室外的關係系統，並未納入心理師與當事人互動關係的考量。然而在第二序控制

論中，治療關係已由機械性關係，轉向循環性關係的思維。 

 

二、第二序改變的理論基礎 

 

第二序改變在心理治療的發展及應用，與一般心理治療理論傳統先發展人格

理論，後有心理治療技術的歷程不同。一般人格理論可提供心理治療系統運作的

假設性原則，具有按圖索驥的功能，心理師乃是探索當事人症狀緣起及邁向健康

途徑的引領工具。然而第二序改變觀點在心理治療領域的發展，是完全起於對當

事人的觀察，是以當事人的症狀為師，積極瞭解促成當事人改變的實務原則，繼

之再發展相關理論。以下透過邏輯類型論、辯證論、脈絡論等觀點說明第二序改

變的理路架構。 

 

（一）邏輯類型論 

邏輯類型論（Theory of Logical Types）乃是最早被提出用來說明第二序改變

之思維架構的理論類型。而群論（Theory of Groups）則是用來說明第一序改變

的思維架構。二者的理論架構與命名乃是由 Watzlawick 等人（1974/2005）所提

出。在邏輯類型論中，整體的概念不再以「群」（group）稱之，而改以「種類」

（class）來表示。這裡想凸顯的概念是，「凡涉及某集合之全部成員者，必非該

集合之一員」（Watzlawick et al., 1974/2005）。例如高雄市民乃是設籍高雄的所有

人種類，但高雄市民並非代表一個人，二者分屬不同邏輯層次，無法相互解釋。

由群性思維，跳至邏輯層次的後設思維，以尋求問題解決之道，乃是邏輯類型論

想要彰顯之處。 

 在邏輯類型論中，引導原始群體之認知改變，乃是藉由引用群體外部思維之

概念，再整合至既有群體當中，以促進新的認同、新的思維產生。Fraser 與 Solovey

（2007）認為在邏輯類型論中，任何群性的改變，亦即系統的改變，均需藉由促

進原初群體之定義的改變，以及對群體互動之假設的改變，而使系統的邏輯類型

產生改變。假設的改變，涉及對定義之後設思維的改變。在定義的後設思維中，

發生假設的改變，意指涉及不同層次、或更大範圍層次的概念運用，致使既有假

設及定義在邏輯層次上產生根本的轉變。 

    邏輯類型的轉變，未必否定原初假設，而是在接受既定假設上，再進一步提

出不同邏輯類型的解釋和描述。這樣的邏輯類型轉變已使心智結構或前提假設有

了基本的改變。Watzlawick 等人（1974/2005）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用來說明

在解決問題上，人們因自我設限的前提假設而導致問題不得其解（第一序改變路

徑），然而隨著前提假設的轉變而使問題得到解答（第二序改變路徑）。 

    圖 2-1 中有九個黑點，題目是用四條直線將九個點連接起來，但規則是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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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紙。 

 

圖 2-1 九個黑點的謎題 

                                 

●    ●    ● 

 

●    ●    ● 

 

●    ●    ● 

                                 

  多數解答此一問題者，幾乎都採用了一個假設，亦即將九個點構成一個正方

形，解決方案也在此正方形內。然而，題目本身並未如此規定。然而嘗試解答者

自我設限的解決之道，隨著將正方形內所有可能發生的第一序變化都一一嘗試過

後，仍舊無法提出解答。反之，如果嘗試者開放答案的可能性，自我解構原來的

正方形覺知，則解答思維可以完全不同於前述以正方形為自設答案的範圍，那麼

答案便藏在其中（如圖 2-2 所示）。 

 

圖 2-2 九個黑點謎題的解答 

                                    

●    ●    ● 

 

●    ●    ● 

 

●    ●    ● 

 

 

 

前述謎題的解決之道有賴於嘗試者對這些黑點的「假設」重新檢視，問題不

在於黑點本身。由第二序改變的觀點來看，當嘗試者困在自限的假設（遊戲規則）

之中，無論如何冷靜和有邏輯地尋求不同解答方法，但仍受限於既有假設之中，

仍是在同一邏輯類型、同一組假設思維底下，尋求解答的變化，此為第一序改變

的解決之道。然而，當嘗試者的假設由遵循四方形，到衝出四方形的範圍，便是

一種邏輯的跳躍，思維模式、認知結構、前提假設的改變，此為邏輯類型論所欲

指出的觀點。邏輯類型層次的轉變，便是第二序改變的解決之道。 

 

（二）辯證論 

辯證論的精華就是改變，並在更高層次的觀點下找出解決策略。將辯證論視

為心理治療的理論基礎，或將辯證思維方式視為心理學運作的法則，在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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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前期就已經開始，Alfred Adler 與 Victor Frankl 可為其代表（Weeks & 

L’Abate, 1982/2001）。而前述邏輯類型論中提及，藉由擴大解決之道的邏輯層次，

得以改變既有行動及參考架構的前提假設以尋求第二序改變的解決之道，也與辯

證論有關。Watzlawick 等人（1974/2005, p.91）對第二序改變與辯證論觀點的關

係，有如下論述： 

  

當事件 A發生，而且令人難以忍受，一般常識性作法是阻止 A發

生，也就是用 A 的對立物來避免問題發生以改善問題，但這種作法只

能導致第一序改變。只要解決方案是在「A 和非 A」的二分法之中尋

求，那麼嘗試尋求解答者就會落入只有二選一的錯覺中。而正是這種

無可質疑的二選一錯覺，使人必須在「A 和非 A」之間選擇而無法跳

脫兩難情境，甚而深化兩難窘境。並使人無法看到解決方案隨時都在，

儘管它總是有違常理。反之，第二序改變的原則是「不是 A 也不是非

A」。例如禪宗師父指著樹枝對弟子說：如果你稱它為樹枝，你是肯定

的，如果你說它不是樹枝，你是持否定的，那如果你不對它肯定也不

對它否定，你怎麼稱呼它？這是典型的禪宗公案，用來迫使弟子跳出

二分思維，產生思維上質的提升，並以更高的邏輯層次思考，稱為「超

越」。……在哲學上有相同原則的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它強調從正反之

間的擺盪，移向超越二分法的綜合過程。 

 

辯證論乃是由系統觀點來瞭解人類行動。黑格爾對存有（being）轉變特質

的辯證，需由系統觀點來理解，而非只是正、反、合之線性、機械性的改變特質

（Weeks & L’Abate, 1982/2001）。在辯證的系統觀點中，所有人類互動元素乃是

不斷改變之整體的一部份，所有行動與其對立元素不僅彼此相關，而且在邏輯的

層次或有機體中，實可整合在一個更高的秩序層次上（Ames, 1981; Fraser & 

Solovey, 2007）。人類存有在超越二分移向綜合的過程，總是朝向／接受／經驗

一個更高組織、系統秩序或邏輯層次的世界。Maslow（1993）亦視超越二元對

立為人性成長及自我實現的重要特質。 

辯證論觀點亦可見諸東方佛學、禪宗及道家哲學中（Fraser & Solovey, 

2007）。在老子人性論中，視「反」為人性轉化的動力；「反」字可作辯證、超越、

容納來解釋（洪菁惠，2010）。老子人性論的特別之處在於，將人放在宇宙脈絡

的層次，人和宇宙萬物皆由「道」所生，並各具其「德」。「道」為人與萬物本源；

「德」，為人與萬物之性也；性也，多元也。「反者道之動」，透過反之價值，人

與萬物由道分殊、互異、對立，如白晝與黑夜、冷與熱、陰與陽（沈清松，1980；

劉笑敢，2006；Hermsen, 1996）。「反」又具有復歸於道之動能，這使得萬物與人

在分歧而出、相對而立的狀態時，又具有返回於道，復歸「合一」的容納德性。

於是任一對立兩極，皆具有一個可融合兩極或多極的更高視野。於是東方的老子

人性論，與西方的辯證論，或謂第二序改變的辯證論思維，在超越、容納二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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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上具有同一視野。Ames（1981）從有機體與整體（organistic and holistic）的

觀點論述道的意涵，道總是包含對立雙方，而各部分之間的存在，又具有互為條

件、互為決定、互為定義的現象。而老子論「聖人」乃是有貴道／尊德及容納／

超越二元對立的和諧典範（沈清松，1980；劉笑敢，2006；Ames, 1981）。人與

萬物的分殊相異，以及在更高層次的合一容納，聖人對此深刻的關注及尊重，均

是辯證論觀點的發揮。換言之，老子的人性論一方面指出人性發展的和諧方向就

是聖人典範，另一方面指出人性本具轉化動力，具有相對而立，乃至超越／容納

二元對立及至更高視野的德性。因此第二序改變的辯證論觀點，並非是現代思潮

的產物，而是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在東方道家哲學的論述中已可見其底蘊。 

簡言之，第二序改變的辯證論觀點，指出了個體的發展轉變，乃是尋求超越

對立，往更高邏輯層次的方向改變。以老子人性論來看，就是往聖人方向發展，

聖人意指具有容納對立、貴道尊德（亦即尊重人與萬物之多元本性）、往更高視

野的方向發展。第一序改變的改變，並未造成邏輯類型的轉變或擴大，因此系統

也未達到後設思維的轉變；在第一序改變的改變中，是為讓系統的運作更穩定原

有邏輯類型（假設前提），使之更合理地繼續運作。相反地，第二序改變的改變，

乃是轉變系統運作原有的邏輯類型，一般而言，是在積極瞭解與尊重既有系統的

運作邏輯基礎上，再繼續尋求有機體更高邏輯層次的轉變（Fraser & Solovey, 

2007）。換言之，第二序改變轉換了系統內部的前提假設及互動規則，系統的本

質被重新定義，互動規則被整合在一個綜合兩極的新視野（新的邏輯類型）中；

另外，第一序改變解決模式所造成的問題循環，也得以在第二序改變中獲得解

決。再者，第二序改變的邏輯辯證觀點，使得第一序改變在轉向第二序改變時，

並不互斥，而僅是邏輯層次的躍升或擴大之歷程。 

 

（三）脈絡論 

前述控制論曾提及第二序改變觀點重視脈絡系統與關係元素對個體或系統

轉變的影響。Fraser 與 Solovey（2007）也認為脈絡思維對第二序改變觀點在理

解當事人困境及解決之道時的確不容忽視。Fraser 與 Solovey 藉用 Frank（1973）

與 Frank 及 Frank（1991）所提出的脈絡模式（contextual model）觀點，來為第

二序改變的心理治療歷程及其脈絡關係的影響效果找出理論依據。而脈絡模式對

當事人問題困境的假設與第二序改變觀點一致，亦即當事人對問題採不變的前提

假設（邏輯類型）是導致問題惡性循環的源頭。以下介紹脈絡模式對第二序改變

的相關概念所提供的有力論證。 

首先，脈絡模式認為，當事人的問題與其假設世界（assumptive world）有關。

假設世界其實反映了當事人的需要，也讓當事人的生活經驗合乎常理（make 

sense）。這個假設世界的邏輯、意義與前提假設，引領當事人詮釋經驗，也引導

當事人形成對問題的看法及解決之道（第一序改變）。當問題解決之道無法解決

問題時，既有假設就成了讓問題繼續發展下去的源頭。脈絡模式認為透過修正和

轉換假設世界的意義，可以協助當事人感覺好些，並使其生活功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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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事人賴以維續生活意義的假設系統，一般有著抗拒改變的頑固傾

向。Frank 與 Frank（1991）認為那些已經造成生活困擾的意義系統，透過心理

治療產生改變的畢竟是少數。針對這些少數當事人的改變研究發現，改變的歷程

是，在當事人既有假設世界的領域裡，催生一小塊改變，再藉此小小的改變，引

導假設世界中其它觀點的改變，進而促進正向改變的循環。脈絡模式認為產生問

題的系統內部，有著相互關連的意義假設，因此當內部系統中任何一點點前提假

設受到翻轉（reverse），則此一點點翻轉就可引導系統內部其它前提假設也跟著

一起翻轉。 

有趣的是在脈絡模式中，治療關係就是一種翻轉當事人假設世界的介入工

具。一般當當事人帶著絕望沮喪（demoralization）求助心理師時，對世界的假設

約略是「這個世界沒有人瞭解我的痛苦」、「我無法控制我的情緒」、「我快要瘋

了」、「我好沮喪」等。在第一序改變歷程中，這個沮喪逐漸地演變為，既是因，

也是果，也同時反映著失去社群的「相互與共感」（consensual validation）。相互

與共概念源自 Sullivan（1953）、Festinger（1954）、Hyman 與 Singer（1968）等

人著作，「相互與共感」強調的是，讓個體認為有意義的經驗與感受多數是社會

性的，讓個體感到不適、有壓力，產生不和諧的態度與價值，多數源自所屬團體，

或個體希望融入的團體無法認可其經驗所致（Fraser & Solovey, 2007）。換言之，

心理師對當事人的瞭解，可以喚起當事人的「相互與共感」，如此第二序改變的

治療效果於焉產生。亦即在當事人產生「這個心理師瞭解我」的感受時，當事人

對世界的假設便有了翻轉。 

在這個新前提下，導致當事人困擾的其它假設就有被隨之翻新的機會。另

外，心理師也可能是當事人希望獲得「相互與共」的成員，如此，心理師的介入

較易產生效果。脈絡模式重視治療關係的介入效果，並藉以引導第二序改變的產

生，對於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介入行動，提供了一種關係性的思考。 

整體而言，縱貫前述三項理論基礎發現，第二序改變的發生具有系統脈絡的

觀點，並且是以尋求不同／更高／範圍更大的視框假設及邏輯層次作為解決之道

的途徑。這與第一序改變在相同邏輯層次內尋求合乎常理的改變相當不同。 

 

肆、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基本理念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認為心理治療的目的就是協助當事人降低沮喪與重建

希望（Fraser & Solovey, 2007），由沮喪轉為希望乃是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對

當事人在心理治療中之改變歷程的假設。Fraser 與 Solovey（2007）認為沮喪在

心理治療中對催化第二序改變具有辯證的內涵。以下研究者先就沮喪／症狀的辯

證性觀點進行討論，接著再就希望重建之社會建構觀點、與第二序改變的心理治

療介入位置加以討論。 

 

一、沮喪／症狀的辯證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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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喪是當事人尋求心理師協助時的普遍感受。一般而言沮喪起於問題，但沮

喪又使問題顯得更糟，於是沮喪對問題而言，成了既是因也是果的局面（Frank  & 

Frank, 1991）。Fraser 與 Solovey（2007）認為在心理治療中當事人的沮喪或絕望

感受已成了需要改善的症狀。造成當事人沮喪的來源很多，如嘗試許多努力但仍

舊無效的挫敗經驗結果、在歷經困境的煎熬卻無人瞭解的狀態、或是當事人的「努

力行為」不被重要他人認可或不被想歸屬的團體所接納等，均是累積沮喪感受的

生活情境。尤其隨著問題遲遲無法改善時，當事人與人互動的「相互與共感」

（consensual validation）也隨之遞減。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認為個人意義的

來源均為社會性經驗的結果（Fraser & Solovey, 2007）。因此失去人際互動上的「相

互與共感」，對當事人而言根本就是雪上加霜。 

不過 Frank 與 Frank（1991）認為沮喪扮演了雙重角色，沮喪既是治療時需

要改善的症狀，也是引導當事人脫離問題循環的可利用對象。在第二序改變心理

治療取向中，對沮喪感受的改善之道，乃是由辯證性觀點來看。首先，第二序改

變心理治療取向重視人際關係的「相互與共」對當事人意義建構的影響力，因此

沮喪感受的首要翻轉機會，在於透過治療關係的「相互與共」感受之建立以獲得

改善。沮喪的改善並非來自「問題本身｣的解決，而是透過治療雙方之正向互動

關係，以使當事人藉此釋放沮喪感受。換言之，當事人的沮喪轉化並非透過邏輯

推敲所得，而是經由治療關係的正向體驗，進而改善當事人情緒症狀。 

第二，當事人於心理治療歷程中，從治療關係所獲得之相互與共感受，可作

為對問題改善保有正向期待之起始。亦即相互與共治療關係的建立，不僅可直接

促成第二序改變經驗的發生，同時也對當事人轉向問題的解決開闢可能的空間。 

第三，如前所述，第二序改變對沮喪／症狀的瞭解，就不僅僅只是負向的標

籤，而是從雙極（bipolarity）、對立（opposition）、或矛盾（contradiction）觀點

（Weeks & L’Abate, 1982/2001），來為沮喪／症狀找到跳出既有思維框架的可應

用對象。Fraser 與 Solovey （2007）認為提升當事人正向期待本身，就有機會促

成第二序改變的發生。Watzlawick、Weakland 與 Fisch（1974/2005）也指出正向

框架當事人的既有問題，就是第二序改變的治療原則，也是對症狀的辯證性理

解。換言之，在促成當事人改變的歷程，就不再是將沮喪與症狀視為弱點，或由

弱勢觀點介入，相反地卻是強調症狀的正向意義，重新框架（reframe）或重新標

示（relabel）症狀。正向框架不僅可讓當事人建立正向改變的希望，也讓當事人

對困擾行為保有控制感（Weeks & L’Abate, 1982/2001）。因此正向框架或重新框

架當事人問題困擾，或在治療關係中獲得新的體驗以轉化沮喪感受，均是第二序

改變心理治療所重視的一環。 

 

二、希望與意義的建構性觀點 

 

（一）希望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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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重建乃是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介入時的重要目標。Fraser與 Solovey

（2007）認為有效的心理治療必須是可以對當事人的問題改善表達出希望所在，

或有助於希望感受的提升。在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中，希望重建的治療途

徑，主要是在當事人對既有問題的思維假設外另闢嶄新的思維假設。Fraser 與

Solovey (2007)認為開啟當事人新的思維假設，心理師可以建立穩固的治療同

盟，向當事人表達同理性的瞭解，另針對問題改善設定目標等方式來進行。 

心理師的同理性瞭解，對已經失去生活中可茲建立相互與共感受之當事人，

乃是一種既企求又嶄新的體驗。如果當事人得以接納心理師就是人際互動可歸屬

之對象，則心理師的同理性瞭解，便有機會成為翻轉生活世界之假設的基礎，亦

是增強希望重建之力量來源。這對當事人的行動思維（agency thinking）與路徑

思維（pathway thinking）具有正向影響力（Snyder, 1998）。行動思維指的是個人

相信自己具有達到目標的能力；路徑思維指的是個人相信自己知道如何達到目

標。目標設定是重建當事人希望的另一種介入方式（Fraser & Solovey, 2007）。在

當事人帶著問題和沮喪前來求助時，滿腹問題的系統傾向第一序改變的思維，時

間座落於現在與過去；相反地，與當事人討論渴望的未來、期待更好時刻的狀態

時，思維的情緒與時間移向現在與未來，給予第二序改變更多潛在、跳躍的空間。

因此在心理治療中，如能提升當事人對達到目標的信心與希望，已是在當事人的

第一序改變思維中，開啟第二序改變的可能。換言之，心理師與當事人合作性地

討論目標，實可刺激當事人翻轉沮喪乃至重建希望，達到創造第二序改變的思維

與行動位置。 

 

（二）意義重建 

意義重建在第二序改變的發生過程，乃是由引發當事人失序、失衡，到建構

新的內部秩序的歷程。Lyddon（2001）由 Piaget（1970, 1981）的平衡理論（theory 

of equilibration）與認知歷程中的同化（assimilation）和適應（accommodation）

原則，來說明有機體發生第一序改變與第二序改變的認知過程。維持平衡乃是有

機體自我引導認知發展歷程的原則，有機體透過同化與適應的認知機制，藉以自

我調節及平衡內部與外部訊息的騷亂（disturbance）。Lyddon 認為同化涉及有機

體整合每一片刻經驗到既存的認知結構，此為第一序改變的認知類型。如果有機

體的既存結構與正發生的經驗實相出現不一致時，以 Piagetian 術語來說，則會

出現失衡時刻，或謂「認知衝突」並伴隨騷亂情緒，於是有機體為解決認知系統

的衝突以回復平衡，同化歷程已不足以再整合現前經驗到既有知識時，則有機體

就會利用適應歷程以調整內部認知結構來回復平衡。有機體以適應歷程來調節認

知系統衝突的平衡方式，已對前攝的（proactive）認知結構產生改變，亦即過去

先備既存資料較目前新進資料更佔優勢的情形已經發生轉變，有機體在新的認知

適應歷程中，認知結構也正發生改變，如果認知適應成功，則有機體的平衡會以

更高或更為複雜的認知層次來發展，此為第二序改變的認知發展類型。 

    此外 Lyddon（2001）亦從當代系統動力研究（the study of syste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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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中發現，系統改變也被區分為兩種類型：平衡改變（equilibrium change）

與發散改變（disspative change）。前者意指系統「動態地」維持並保存系統的基

本結構，這種動態地改變的類型，是一種有序的調整與適應系統壓力的能力，與

第一序改變同義。一旦壓力高於有序變動所能承載的界線時，則既有狀態的功能

就會發生故障而導致系統的震盪，此震盪產生的變動終使系統重整，此為發散改

變。其重要特質為改變是發生在系統震盪與變動的環境壓力或內部衝突之後，系

統結構的改變呈現非線性的改變型態，系統結構在質上已有所不同，此與第二序

改變同義。而發散改變理論被應用在觀察人類發展的過程時發現，人類發展的軌

跡乃是持續解組與再組織的過程。Lyddon 認為第二序改變、發散改變理論與建

構主義對改變的看法一致，亦即人類對自己與環境現實的經驗，乃是經由自我組

織、積極建構與創造發展而成。因此建構主義取向的心理師重視與當事人關係的

穩固、安全與關懷，因為諮商關係正是當事人產生新感受與體驗的基礎，也是催

化認知轉換與創造新意義的系統脈絡之一環。因此從 Lyddon 的觀察來看，重視

第二序改變的心理治療，與建構主義取向的心理治療，對人類的發展與改變抱持

相同的認識論。 

 

三、第二序改變在心理治療中的介入位置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透過瞭解第一序改變的不變弔詭，以避免重蹈覆轍

及指出翻轉的新位置。第一序改變傾向尋求個人行為的線性因果解釋，第二序改

變轉向人與環境的互動脈絡中尋求或創造不同可能的描述；另外不透過問題原因

的探索，直接針對此時此地的問題尋找解決之道，可省去大量晤談時間。關於第

二序改變在心理治療中的可能位置，研究者整理 Dallos 與 Urry（1999），Lyddon

（2001），Fraser 與 Solovey（2007），Watzlawick 等人（1974/2005），Zeig（1985/2004）

等學者看法，介紹如下： 

1. 真正的改變具有辯證性本質。亦即心理師與當事人對心理困擾與問題解

決二者，應具有對立性的思維與創見。促進改變不必仰賴問題因果的探索以及催

化問題洞見的產生，而是決定於當事人「想改變的是什麼」。 

2. 第二序改變的介入都涉及對當事人第一序改變歷程的翻轉（reversing）與

阻止（blocking）。翻轉意指針對第一序改變的行動及意義朝反向移動。阻止意指

停止第一序改變習慣。 

3. 第一序改變的假設與行動具有互補關係，亦即行動根據假設而來，假設

促使行動更為合理，但可能導致問題惡性循環。因此第二序改變的介入乃是修改

第一序假設以催生新行動，或是改變行動以催生新的假設。 

4. 第二序改變的介入位置具有脈絡系統的思維，重視關係對改變的影響效

力。亦即根據第二序改變觀點進行心理治療，不僅是找出問題與解決之道何在，

對當事人問題有所影響的關係結構亦相當重視。因為當事人的關係結構對強化當

事人錯誤預設的解決習慣有所影響，猶如支持問題持續循環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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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理師與當事人共同參與的對話脈絡，乃是在當事人的舊意義中催化新

的意義模式，引發新的瞭解，意義的轉換涉及當事人思維脈絡深度結構（deep 

structure）而非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的修正，此為第二序改變的介入焦

點。 

儘管在心理治療歷程中，協助當事人達成改變，不必然需要瞭解過去的錯誤

行動（O’Hanlon & Weiner-Davis, 2003/2007）。不過 Fraser 與 Solovey（2007），

Watzlawick、Weakland 與 Fisch（1974/2005）皆主張心理師為瞭解第二序改變的

所在位置，仍需瞭解當事人第一序改變的習慣，亦即瞭解讓當事人陷入問題循環

的不適當行動及其錯誤假設為何，其重要性在於讓心理師與當事人避免重蹈第一

序改變的錯誤假設與行動。換言之，當心理師有意催化當事人產生第二序改變

時，需要瞭解當事人第一序改變的習慣模式後，方得介入位置。 

 

伍、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實務應用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認為治療關係本身就具有治療性效果，亦是催化第二序

改變的介入工具。以下討論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的治療關係以及實務中其它可茲

應用的介入技術。 

 

一、治療關係作為引發第二序改變的介入工具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對治療關係採取交互回饋觀點。Fraser 與 Solovey

（2007）由脈絡模式對心理治療關係的後設分析研究中，建立第二序改變心理治

療取向在治療關係的基本觀點。首先。脈絡模式認為心理治療的真正力量來自治

療關係，而治療關係能否產生第二序改變的療效，其基礎來自當事人對心理師的

相互與共需求能否建立有關。相互與共感受乃是當事人翻轉沮喪感受及其認知的

關鍵。第二，脈絡模式認為治療關係的界線與脈絡，是治療雙方各自主觀評估及

決定的結果。心理師對當事人的影響力大小，取決於當事人對心理師的信賴程度。 

相互與共感受來自當事人對心理師的信任，並將之視為心中所屬團體的一份

子。由於當事人評估心理師可否信任的系統，與造成當事人問題來源的意義系統

相同，因此當事人在評估心理師是否瞭解其困擾？能否勝任？是否尊重時？自有

其獨特經驗意涵及其意欲參照之人際互動的意義架構，因此心理師必須在此參考

架構中，決定互動關係的方式。Fraser 與 Solovey（2007）指出當心理師的瞭解

與諮商反應，已達到當事人覺得可以納入其所屬團體的對象時，心理師的治療介

入才有機會發揮作用；同時當事人得依其參照架構獲得相互與共感受，藉此產生

賦能作用。換言之，信任的治療關係將成為令其感到困擾之日常人際互動的辯證

對象，提供翻轉沮喪感受，轉至賦有希望的意義系統，隨此新意義系統的轉變，

將提供引發當事人認知結構產生第二序改變的機會。 

簡言之，為使第二序改變的介入行動發揮效果，心理師需由當事人的參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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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來建立關係，但又需輕輕推移當事人的參考架構於一種新的瞭解中，以促進第

二序改變的可能。而相互評估的歷程發生於治療關係的兩端。第二序改變心理治

療師，在仔細聆聽當事人陳述的問題及其第一序改變的型態時，亦同時反映對當

事人困擾的瞭解與同理，此時乃是當事人評估心理師可否信任的時刻（Frank & 

Frank, 1991； Fraser & Solovey, 2007）。換言之，不僅心理師不斷評估如何與當

事人建立關係，當事人亦謹慎地決定是否進入這樣的談話脈絡。 

 

二、在相互與共治療關係中運用第二序改變介入技術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的介入技術乃是在相互與共治療關係的基礎上進

行。心理師對治療關係的建立與投入，必需橫貫整個治療歷程，藉此發展與運用

第二序改變介入技術。針對引發當事人第二序改變的治療關係與介入技術，Fraser

與 Solovey（2007）提出以下看法： 

1. 心理師需依當事人所認定的關係元素來調整建立關係的方式。亦即根據

當事人的獨特性來建立治療關係。 

2. 治療介入的效果，乃是治療關係成長後的自然結果，此仰賴心理師是否

已成為當事人的可信任對象而定。 

3. 心理師需向當事人傳達一種瞭解，此瞭解包括傳達對當事人參考架構的

瞭解，以及對當事人問題提出小小不同於以往的瞭解。這份瞭解的功能，在於促

成當事人認知結構上的轉變。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的相關技術，其要義均在於引發當事人對問題困擾

產生不同層次的邏輯思維為運用方向。說明如下。 

 

（一）阻止與接受 

    阻止策略（blocking strategies）乃是設計用來阻止無法有效解決問題的解決

行動（Fraser & Solovey, 2007）。而接受（acceptance）則以心理教育的方式進行。

對某些當事人而言，協助當事人瞭解某類型困擾的心理狀態，或發生的可能經

過，而不必再使用過去相應的解決之道，就可以達到某些放鬆效果。例如協助恐

慌症當事人，接受恐慌發作的歷程，不必特別反應或過度留心。而阻止策略則是

建議當事人做點別的，而非持續過去的解決之道。例如過度抗拒焦慮感受的當事

人，阻止策略的運用則是建議當事人直接經驗焦慮，給焦慮評量分數，記錄焦慮

想法，確定焦慮在身體的位置（Korterberg, 1982）。與焦慮同在的方法，便是停

止因抗拒而激起更多焦慮的反向作法。 

 

（二）翻轉 

翻轉（reversals）策略是協助當事人使用與過去解決之道相反的方法尋求改

善問題（Fraser & Solovey, 2007）。這與悖論心理治療方法相同（West & Zarski, 

1983）。再以恐慌發作為例，恐慌症狀最令當事人困擾之處在於症狀自發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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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無法掌握。因此心理師運用翻轉技術時，便是要求當事人故意且仔細地演出

恐慌發作的經驗。當當事人有意地行使症狀，是讓恐慌的自發屬性，變成有意識

地可掌握狀態，這是完全對立於恐慌的自發症狀。藉此翻轉當事人對症狀的預

想，以及提升可掌握感受，此乃利用翻轉策略藉此引發當事人第二序改變的介入

意圖。 

 

（三）抑制改變 

抑制改變（restraining change）策略是指阻止當事人太快反應，或者阻止當

事人直達慾望目標，藉此產生第二序改變（Fraser & Solovey, 2007）。軟性的抑制

策略可能是讓當事人以較慢方式接近目標的策略來進行。強硬的抑制策略則是讓

當事人以具有挑戰性的方式或禁止目標取向的行動來進行。 

軟性抑制策略是讓改變延緩或者讓改變顯得不直接的隱微方式。例如請當事

人回家想想，希望在治療中得到什麼改變。強硬抑制策略則是禁止當事人改變，

或者禁止當事人在問題上直接努力。例如當事人可能被告知問題太過複雜，在完

整瞭解前不宜採取行動。 

抑制改變的邏輯是，因為當事人已給自己太多關於改變的壓力，強迫自己改

變已給當事人在改變過程帶來內在強烈的抗拒（DeBord, 1989）。心理師透過合

理的治療脈絡要求當事人不要採取改變行動，以便讓勉強自己改變所產生的壓力

得以放鬆。 

 

（四）一般化 

    一般化（normalizing）策略是將當事人的困難脈絡化為普通現象，以協助當

事人不再病理化自身困擾並得放鬆。在一般化策略中，心理師並未否認當事人的

困難，而是積極接受當事人的困難，因此一般化是接受策略的變化型。在當事人

的困擾被接收至可預期的脈絡時，當事人原視困擾為不正常的覺知得到翻轉，如

此有利於第二序改變的發展。 

 

（五）框架、重新框架、去框架  

    框架（framing）、重新框架（reframing）、去框架（deframing）乃是協助當

事人轉換其對現實的假設及意義，具有希望重建或使行動更具有吸引力的效果。

無論是框架、重新框架或去框架，皆須符合當事人對現實的假設，但又對其現實

情境提出隱微的差異，而此差異又可令當事人喜愛或置問題困擾於可愛之處，以

藉此協助當事人看見其努力與目標之間的不一致或希望之處。 

 

（六）開立症狀處方 

    症狀處方（symptom prescription）策略乃是要求當事人，針對描述的問題行

為，有意識地再行為一次。在當事人自動地經驗症狀，或使問題行為「恰巧發生」，

如此便降低了問題的自發性，並讓當事人對問題產生更多的控制感。例如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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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與人形成合作關係，則症狀處方可能是要求當事人順服權威或挑戰權威。 

 

（七）採取未來／目標導向的介入位置 

    在當事人尋求心理治療時，正是深受問題影響的狀態。即便理應有「覺得好

些」的狀態，也與當事人對問題的覺知不符而被忽略。當事人習慣的思維邏輯是

從過去／現在看待問題，因而即便有「覺得好些」的時刻，也無法引領當事人超

越既有思維而看向未來。第二序改變視建立目標為心理治療的重要歷程，因為建

立目標過程讓過去／現在的思維翻轉至未來，並讓問題有了希望。有時候某個有

效的翻轉便足以支持改變發生。 

 

陸、結論 

 

第一序改變並非總是無法有效改善問題困擾，問題困擾之改善也並非總是需

要第二序思維與行動之改變方見效益。因此本文並無意視第一序改變劣於第二序

改變，而是為指出第一序改變之困境，在於問題困擾與解決辦法如果起於相同的

思維邏輯，則有可能形成封閉性改變困境，則第二序改變可能就是得以解決第一

序改變在思維邏輯不見質性轉換的另類途徑。 

第二序改變心理治療取向對於當事人的改變歷程，乃是從後設思維的轉變思

考改變的本質。本文透過邏輯類型論、辯證論、與脈絡論，為當事人第二序改變

之後設思維的轉變提出理論性的解釋基礎。當事人於心理治療歷程中，在相互與

共的信任關係中，為其新舊觀點之對照獲得辯證之基礎與方向。由於當事人的第

二序改變以及第一序改變之困境，可能發生在任何取向之心理治療脈絡中，因

此，根據前述討論提出如下建議。 

1. 積極傾聽當事人第一序改變與問題困擾之封閉性關係 

(1) 同理當事人問題困擾，但不使用具催化當事人對問題困擾之感受的諮商

語言，以避免增強第一序思維。 

(2) 心理師可以將當事人過去的解決行動是否有加劇問題困擾情形納入個案

概念化的考量中。例如主動瞭解當事人自述問題困擾及其反應行為模式是否對改

善問題有所幫助？是否對問題困擾具增強效果？ 

(3) 心理師在概念化諮商意圖時，宜將當事人自述問題困擾的背後假設納入

考量，藉此發展有別於舊有假設的新思維與新行動，以免落入第一序思維與改變

行動的封閉性負向循環關係。 

2. 建立具引發第二序改變的相互與共治療關係 

(1) 心理師宜使用有利於當事人感受到被瞭解、被支持、被好奇與被尊重等

諮商語言，此為有利於當事人對照諮商室內外之不同人際互動覺知，進而揚棄舊

有自我設限的負向思維。 

(2) 心理師在表達積極傾聽所使用的同理語言，以不增強當事人第一序思

維的沮喪覺知，而是具有增強當事人自我賦能與自我肯定的同理語言，藉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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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和穩固當事人的第二序思維。 

   3. 有志於應用第二序改變之介入策略的實務工作者 

        首先，建立順勢晤談焦點。順勢晤談的焦點在於心理師需以當事人所述觀

點為核心，透過表達對其所述觀點的瞭解與同理，藉此增進當事人真實表達自

我的安全感受，並滿足被瞭解與被支持的需求。同時，於順勢晤談的互動關係

中當事人得以產生正向體驗，並藉此提供當事人對照日常人際互動關係之辯證

動力來源。換言之，順勢晤談乃是建立信任諮商關係，並提供當事人進行關係

辯證之機會，以利於開啟第二序思維之諮商效益。 

第二，建立反勢晤談的焦點。反勢乃相對於當事人既有思維，以及既有對

問題困擾之假設的涵意。因此當事人在順勢晤談的信任基礎上，更易於接受心

理師所提出相對既有思維的邏輯類型。而此反勢晤談的焦點在於增強當事人從

舊有經驗中發展賦能思維，以利第二序思維的加強與內化。 

第三，整合後設思維的晤談焦點，意指心理師透過增強當事人正在發展的

賦能思維與行動，作為當事人擴大其存在後設的立論基礎。整合乃是為發生於

前述順勢與反勢之後的內在覺知，尋得穩定與適應的認知重建與定義。心理師

如能對當事人的思維辯證結果與行動轉變表達肯定，或協助其確認內在新生思

維與自我賦能的存在假設等，則當事人對辯證後新生的思維內涵便更有信心與

繼續運用和擴大其相關思維的機會。 

本文深入探討第二序改變之實務哲學，然欠缺實證研究資料作為支持知識

性探討的依據；另外亦缺乏第一序改變與第二序改變在科學哲學方面的比較性

探討，以上均為本文之限制。筆者期待未來第二序改變之相關研究，可以補足

以上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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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helping skills of second-order change in 

psychotherapy 

Ching-Hui Hung*  Xi-Sen X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skills of 

second-order change in psychotherapy to increase practitioner awareness of first-order 

change obstacles and facilitate second-order change in psychotherapy. Obstacle to 

first-order change is the assumption of client problem and solution to that problem. If 

an action fails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e action itself can become a serious issue in 

the problem cycle, and furth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roblem remains unchanged.  

On the contrary, second-order change comes from 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and 

the desire to change the first-order problem-solving action. It involves what clients 

want and how they reframe their logical perception of the problem.  Literature 

review on psychotherapy found a lack of systemic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on 

first-order and second-order changes. Therefore, this study hopes to explore relevant 

literature to sensitize psychotherapists to potential obstacles to first-order change and 

develop skills for second-order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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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天立地的生涯發展模型：華人生涯網之理論基礎 

劉淑慧* 王智弘 

 

摘要 

華人生涯研究中心呼應含攝華人文化的心理學觀點，發展以易經義理為依歸

之「頂天立地生涯發展模型」（The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touching the sky yet 

grounded），簡稱「TSG 發展模型」。該模型以「精挑掌控」以及「悅納變通」兩

種籌劃策略作為核心。華人生涯研究中心在此基礎上發展「TSG 實務導引」（TSG 

guidelines），以及建置「華人生涯網：兼融理性與直觀的生涯資訊與輔導系統」

（Chinese Career Net: Career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System, 簡稱 CCN）。為了

讓「TSG 發展模型」和「TSG 實務導引」得以落實實踐，CCN資訊內涵與功能

架構同步支援兩種籌劃策略：針對自我探索，分別提供量化評量與質性探索功

能；針對環境探索，分別提供客觀事實「路徑探索」與主觀敘說「故事交流」之

生涯資訊與其搜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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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心：天命的召喚 

 

第一作者自小愛問：「人為什麼活著？人要如何活著？」中小學作文的主題

常環繞著生命的意義打轉。22 歲那年因為期待「生涯」可以回答這些問題而努

力考進輔導研究所，卻在每一週的生涯課堂上嘆息：「生涯理論怎麼就說這些而

已？」好修養的生涯老師林幸台問：「你認為應該要說什麼呢？」第一作者怎麼

也說不清「應該要說什麼」，自此展開二十餘年的探問之旅。 

第二作者自小就被父母穿上西裝以博得親友的讚許：「穿西裝好帥！」因此

一路穿西裝長大成人、成家立業、踏入學界，最後甚至獨鐘西裝品牌的鼻祖

（Gieves & Hawkes），但在 10 年前，忽然覺得衣服與身體之間開始有種不協調，

怎麼穿都有些不自在，也覺得自己在諮商學術生涯發展上似乎遭遇了瓶頸，某日

驚覺這兩件事是同件事，開始注意到自己身為華人的事實，自此無論服裝與學術

都開始學習從華人文化的觀點去探求。 

2007 年，每月一次去上王鎮華老師的易經課成了兩位作者重溫同學夢的機

緣，易經思維將兩人原先在輔導與諮商領域靈光乍現但四散零落的碎片拼成一幅

幅隱隱約約的圖畫，吸引兩人一路摸索前行。當下，兩人相約，要一起努力將華

人傳承的易經智慧融入輔導與諮商領域。 

2012 年，在各自機緣中，黃光國老師所倡議的「含攝文化心理學」

（culture-inclusive psychology）之研究理路（黃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

成為兩位作者「將易經智慧融入輔導與諮商領域」共同論述起點。建構含攝文化

的理論成為兩人共同的學術課題。因此，本文採用「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理論建構之實用主義觀點（黃光國，2003，2009；Hwang, 2005, 2012）

作為理論建構的基礎，以逐步建立起華人生涯網（Chinese Career Net, Career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System, 簡稱 CCN）的理論架構，我們努力所得的結果

也就是「頂天立地的生涯發展模型」（The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touching the 

sky yet grounded），簡稱「TSG 發展模型」或「TSG Model」。 

本文說明兩位作者如何帶領華人生涯研究中心（Chinese Career Research 

Center）藉助易經之文化傳承以及華人社群之量化與質性研究發展出「頂天立地

生涯發展模型」（TSG 發展模型），以及相對應的生涯實務導引：「TSG 實務導引」

（TSG guidelines），並建置與推廣相對應的生涯網站 CCN，作為協助後現代社會

中生涯發展者的方法與資源，幫助他們「頂天立地」在世間活出生涯夢想。 

 

貳、「理性抉擇與人境適配」之適配典範有所侷限 

 

CCN 的構想發展來自於對台灣生涯發展困境的突破。由於教育部現行的「高

等教育學用合一」、「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等生涯輔導政策，反映出自職業輔導

之父 Parsons 在 1909 年促發以來風行至今的「以理性抉擇為手段，以人境適配為

標的」的適配典範（Spokane, Meir & Catalano, 2000; Tinsley, 2000; Tracey, Darcy & 

Kovalski, 2000），這是西方國家過去在現代化過程中對人們投入生涯職場的主流

思維，此等思維對於資本主義下重視大量生產的現代產業發展大有助益，人們的

生涯發展就如同產業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稱職的扮演一個配合產業生產的固定

角色。然則，時序來到 21 世紀，Miller（1995）和 Trevor-Roberts（2006）先後

指出不確定性乃是生涯發展中的核心特質，呼籲當今的生涯理論與實務工作應跨

入新典範，致力探究人們如何在變動中開展生涯。從 Miller 與 Trevor-Rober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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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倡議的後現代典範來看，現代典範的生涯發展理念固然有種種好，卻萬萬不

夠，產業的快速更替與環境的快速變化，職場的職缺有了快速地轉移與更替，學

校扮演職場職缺生產線的傳統功能開始受到挑戰。亦即，教育部以訓練學生滿足

職場固定職缺需求的生涯發展政策並無法幫助學生充分習得適合後現代社會的

生涯發展風格與能力。 

 

參、以易經陰陽之道建構頂天立地的生涯發展與輔導模型 

 

在此等台灣生涯發展的困境下，易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的變易智慧是一極佳的因應之道，易經蘊含不變的人生真理，揭示簡易的觀察原

則，傳達變異的運用法則，正提供了因應變動社會與變化職場的可行策略。據此，

華人生涯研究中心乃結合生涯觀（career view）與易經轉變哲學而提出「TSG 發

展模型」。生涯觀的整體架構如圖 1，可適切說明個人如何看待與處理諸種之生

涯議題，具體內涵包括「生涯願景」（career vision）及「籌劃策略」（projecting 

strategies, ways of being-in-the-world）（劉淑慧，1996，2005；劉淑慧、朱曉瑜，

1998）。生涯觀系列研究顯示出「精挑掌控」、「悅納變通」兩種籌劃策略原型（劉

淑慧，1996、1999；劉淑慧、朱曉瑜，1999；劉淑慧、邱美華、胡嘉琪、吳思佳、

張歆祐，2000）。 

 

 
圖 1 生涯觀之整體架構 

 

在概念化籌劃策略原型的過程中，易經陰陽之道（王鎮華，2006；南懷瑾，

1991a、1991b；陳居淵，2002；傅佩榮，2011；傅隸樸，1981；黃慶萱，2003、

2007；劉玉建，2005）所涉及的陰與陽之亦此亦彼、相互轉化、生生不息，發揮

了畫龍點睛的功效。根據陽所代表的「自強不息」、陽剛開創，以及陰所代表的

「厚德載物」、陰柔包容，華人生涯研究中心提出了表 1 與圖 1 來說明兩種籌劃

策略原型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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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悅納變通是由陰生陽。以好奇欣賞、直觀體驗之陰柔的悅納意圖迎接不確定

性，因而得以發掘資源、開啟創新目標和行動計畫，彈性調整，樂觀冒險，享受

變化。呼應 Miller（1995）和 Trevor-Roberts（2006）倡議的在變動中開展生涯的

後現代典範。 

   2.精挑掌控是由陽生陰。以冷靜觀察、理性解析之陽剛的掌控意圖迎接不確定

性，因而透過理性解析知己知彼、消除不確定性，藉以固守既定目標和行動計畫，

追求安穩。呼應「以理性抉擇為手段，以人境適配為標的」的適配典範（Spokane, 

Meir & Catalano, 2000; Tinsley, 2000; Tracey, Darcy & Kovalski, 2000）。 

 

表 1  

兩種籌劃策略原型 

視域 精挑掌控 悅納變通 

生涯理論 現代視框：知己知彼，理性抉擇，

善用資源，縝密規劃，積極行動 

後現代視框：好奇欣賞，直觀體驗，

發掘資源，彈性調整，樂觀冒險 

生涯意圖 陽剛的掌控意圖（圖 2 左半白眼） 陰柔的悅納意圖（圖 2 右半黑眼） 

生涯行為 安穩守舊：透過理性解析消除不

確定性，以固守既定目標和行動

計畫（圖 2 左半黑身） 

享變創新：透過直觀體驗迎接不確

定性，以開啟創新目標和行動計畫

（圖 2 右半白身） 

陰陽轉化 由陽生陰：因陽剛的掌控意圖，

滋生陰柔的生涯行為─遵循既定

計畫、追求穩定（圖 2 左半白眼

黑身魚） 

由陰生陽：因陰柔的悅納意圖，滋

生陽剛的生涯行為─創造新可能

性、享受變化（圖 2 右半黑眼白身

魚） 

善惡並存 善果：穩紮穩打、完成事情 

惡果：焦慮僵化、不敢冒險 

善果：創新體驗、多采多姿 

惡果：隨興所至、一事無成 

 

反映出易經陰陽之道的兩種籌劃策略原型，正可透過太極陰陽圖描繪出持

續轉化而不斷朝向本真開展的生涯發展樣貌（參見圖 2）。具體而言，生涯發展

者若能適時援用這兩種籌劃策略原型，就可讓陽剛掌控意圖帶出陰柔的安穩守舊行

為，安穩守舊所蘊含的陰柔悅納意圖則又帶出陽剛的享變創新行為，兩種籌劃策略相生

相成、持續轉化、生生不息，就能在生涯中活出韌性、熱情和幸福（李玉婷，2010；

高先瑩、劉淑慧，2012；彭心怡、洪瑞斌、劉淑慧，2013；張靜怡，2008；劉淑

慧等，2013；蕭景方，2006）。在此生涯發展歷程中蘊含一體兩面：一是活在世

間的生活經驗，一是活出天道的生命意義（亦即，華人所關切的心性修養）。因

此，理想的生涯發展者既能穩穩扎根大地（立地），也能昂然承接長天（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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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頂天立地的生涯發展模型 

 

華人生涯研究中心根據「TSG 發展模型」，說明兩種籌劃策略原型與生涯定

位、生涯定向、生涯定調方法與生涯定調目標之對應（參見表 2），並提出「TSG

實務導引」，主張生涯輔導要「善用兩種籌劃策略之相生相成、持續轉化，以帶

動生涯發展之生生不息」，其終極目標在幫助生涯發展者「頂天立地在世間活出

生涯夢想」。亦即，「精挑掌控」的核心機制是理性解析，因此傾向於採用量化評

量來了解自己、透過事實性資訊來瞭解環境，企圖安於穩定，並關注個人如何在

處境中達成目標；「悅納變通」的核心機制是直觀體驗，因此傾向於採用質性探

索來了解自己、透過敘說性資訊來瞭解環境，企圖享受變化，並謀求個人與處境

之間的和諧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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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涯變項與兩種籌劃策略原型之關連 

生涯變項 
籌劃策略原型 

精挑掌控 悅納變通 

生涯定位   

抉擇狀態 實際可行、積極準備、

成功信心 

共同接受、喜歡決定 

圓滿生涯 勝任要求 認同價值、滿意生活 

生涯定向   

個人特質 性向、知識、技能 興趣、價值觀 

環境特質 工作活動、職能要求 興趣類型、增強模式 

生涯定調方法   

 探索機制 理性思辨（活化左腦） 直觀創造（活化右腦） 

 自我探索方法 客觀量化評量 主觀質性探索 

 環境探索方法 非涉入性資訊處理 涉入性資訊體驗 

 開展風格 掌控力 開放心 

 開展力 分析力 

堅韌力 

調和力 

夢想力 

 學職涯信念 學涯：實用 

職涯：資格 

學涯：博雅 

職涯：適應 

生涯定調目標   

 終極目標 安穩 享變 

 人境關連 關注個人主體性 關注人境和諧性 

 

肆、以 CCN 落實頂天立地生涯發展模型與實務導引的具體實踐 

 

CCN 是以「TSG 實務導引」為基礎、同步支援兩種籌劃策略之網路生涯資

源與輔導中心。針對自我探索，分別提供線上量化評量與質性探索功能；針對環

境探索，分別提供客觀事實與主觀敘說之生涯資訊與其搜尋服務的功能架構，整

體功能架構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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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CCN 之功能架構 

 

一方面，CCN 透過職業組合卡、建構生涯空間與說心等生涯探索活動設計

的質性探索專區，以及結合以（Harris-Bowlsbry, Dikel, & Sampson, 2002）所謂的

環境資訊系統的概念，但以後現代社會建構取向故事敘說（Freedman & Combs, 

2000; White & Epston, 1990）的質性故事交流專區以支援悅納變通的籌劃策略。 

另一方面，CCN 透過建置多元生涯評量工具的量化評量專區，以及精心採

用並編譯自 O*NET（Hubbard, et al., 2000; Peterson, et al., 1999; Peterson, et al., 

2001;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O*NET Development, 2006）的數據資料而建置之路

徑探索專區，以支援精挑掌控的籌劃策略。 

為催化兩種籌劃策略之相生相成、持續轉化、生生不息，在使用動線上建

立(1)圖中向右的兩種環境探索之間、(2)圖中向左的兩種自我探索之間以及(3)環

境探索與自我探索之間的豐富交織路徑，導引系統使用者交錯使用並綜合應用不

同功能（劉淑慧、鄧志平、王智弘，2011；劉淑慧、王智弘、鄧志平、王思峰、

李華璋、黃健峰，2011；劉淑慧、王智弘、鄧志平、楊育儀，2012）。並以據此

以結合興趣、工作價值、知識、技能、工作活動、生涯開展風格、生涯開展力、

學職涯信念與圓滿生涯等量化評量工具，以及職業組合卡、建構生涯空間與說心

等質性探索活動以進行網站上的自我探索活動；而結合興趣、工作價值、能力、

工作風格、知識、技能、工作活動與工作環境的量化數據，以及工作任務的事實

描述以及科系學習、職場工作、議題處理、世間生活與自我探索的經驗敘說。承

此，CCN 之資訊內涵架構呈現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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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CCN 之資訊內涵架構 
 

 

   CCN 是華人生涯研究中心研究團隊歷經多年之探索與努力，乃得以發展出來

的頂天立地生涯發展模型與實務導引之具體實踐。而自 2013 年起，華人生涯研

究中心並根據頂天立地生涯發展模型進一步規劃與推動國內外各級學校之「TSG

服務方案」，嘗試將「頂天立地生涯發展模型」與依此建立的華人生涯網（CCN）

實踐於生涯發展的實務場域，以期真正立足於華人的天地之間。 

 

伍、結語 

 

本文所提出的「頂天立地生涯發展模型」及其實務導引，以及據此建構之生

涯資訊內涵架構與網站，可為現代「理性抉擇與人境適配」適配典範之侷限提供

突破之道，藉由協助生涯發展者善用悅納變通與精挑掌控兩種籌劃策略之相生相

成、持續轉化，帶動生涯發展之生生不息、落實生涯發展的終極目標，幫助生涯

發展者頂天立地在世間活出生涯夢想。這個模型是作者嘗試以「建構實在論」理

論建構之實用主義觀點（黃光國，2003，2009； Hwang, 2005, 2012），以「含攝

文化心理學」之研究理路（黃光國，2011；Shweder, et al., 1998），所從事的「將

易經智慧融入生涯諮商領域」的初步理論建構成果。它不但是華人生涯研究中心

研究團隊逐步建立華人生涯網（CCN）的理論基礎，也是探索含攝文化諮商與諮

商本土化的一個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實驗，希望這樣的用心能夠獲得所有華人文

化傳承者的關注與回應，更希望透過實務運作能夠讓尚在草創階段的 TSG 理論

模型、CCN 網站和華人生涯經驗彼此相互滋養，共同激盪出更貼近華人生活脈

絡與智慧的生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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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Touching the Sky yet 

Grounded: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Chinese Career Net 

 

Shu-Hui Liu *  Chih-Hung Wang 

 

Abstract 

Echoing Huang’s advocacy for culture-inclusion psychology, Chinese Career 

Research Center developed a Chinese-philosophy-based career model. This model, 

based on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s named “the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 

touching the sky yet grounded (TSG Model).” The two projecting strategies 

identified in this model, serving as two ways of being-in-the-world, includes 

“Choosing and Controlling” and “Appreciating and Adapting.” According to our 

TSG model, Chinese Career Research Center sets up the practice guidelines (TSG 

guidelines) and “Chinese Career Net: Career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System.” 

To support the application of TSG model and TSG guidelines, CCN provides 

information and functions needed for both projecting strategies. For 

self-exploration, CCN provides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for 

environment-exploration, CCN provides both factual information and career 

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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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  

 

（一）行文原則 

1.一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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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不大於 12 級字，標號則用阿拉伯數字，例如：

表 1.、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不大於標題，以 word 格

式製作，美觀清晰為原則。 

3.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料來源請於圖表下方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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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同一筆資料自第二行起中文須內縮兩個字、英文

須內縮 5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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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之規定體例或本季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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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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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

文、李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

銘等，2007），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2) 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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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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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

趙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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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如下：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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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317-321）。台北：天下雜誌。 

(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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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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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ria,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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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2.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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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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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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 年 9 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

體之治療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 年會暨

第四屆統計方法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郭麗安（2004 年 9 月）。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

的反思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台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

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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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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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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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3 月 1 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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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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理諮商季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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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論文經台灣心理諮商季刊（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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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ef Editor.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ten to thirty reviewers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Assistant Editor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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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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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e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feree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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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e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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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es’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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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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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courage novice 

scholar and graduate student to submit, enhance the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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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Mental Health E-Journal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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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Chinese words 

or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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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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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cq.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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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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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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tn. Editorial Board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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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886-4-723-2105 Ext.2211 

Email: 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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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age 

Manuscript Title: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maximum of five words): 

Chinese: 

English: 

Author(s) and Affiliation(s):  

(If more than one authors, please write in the order of authorship): 

Chinese: 

English: 

Contact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Aut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Please include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postal address, and email): 

Author’s Note: 

(If applicable, need to mention sources of research funds, academic theses the manuscript adapted from, 

and/or conferences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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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 still holds the  copyright of this Manuscript. If 

the Manuscript is prepared jointly with other author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uthorization form for publication requires each author to complete this form 

separately and makes two copies of each.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the author 

acknowledges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list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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