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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謹將此篇論文獻給 1994 年 11 月初開啟的冥王星緣分，因這段緣分與

占星學結緣，開始此生的自我轉化之旅，以此篇論文為這段緣分劃下句點，再以

占星學為主題的實證研究開展新的生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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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科技進步的理性時代，被視為偽科學的占星持續流行，臺灣有相同的狀況。

現今針對占星學流行現象的學術研究多採取社會學或心理學取向，社會學取向的

實證研究指出，占星學能安撫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全感，心理學取向則發現閱讀

每日星座運勢提供的資訊，確實會影響個人的認知。 

    本研究從占星學的流行現象觸發研究動機。面對不安定狀態，認識自我是第

一步，定義自我、自我增能、達成自我轉化是成人學習的重要目標，更是啟動成

人學習的關鍵動機。故本研究意圖瞭解：成人學習者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自我

轉化過程。以轉化學習理論與自我轉化為理論框架、半結構的訪談大綱蒐集研究

資料，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資料分析，在英國占星教育機構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招募研究參與者進行實證研究。本研究共訪談 10 位占星學習

者，分析其興起占星學習的背景脈絡、占星學習過程中觸發自我轉化的工具或方

法、占星學習過程中自我轉化的歷程及自我轉化的成果。本研究有以下發現： 

一、占星專欄的內容未能說服多數研究參與者，占星學習者投入占星學學習前大

多不相信星座，實際獲得解讀星盤觸發研究參與者的學習動機，而願意付費

學習占星學的動機與學習有效性有關。 

二、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是自我轉化的核心，星盤解讀是促進占

星學習者持續自我批判反思的工具。 

三、研究歸納出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三階段歷程，包括：自我萌芽階段、自我

轉化階段，以及持續探索自我階段。 

四、自我轉化後獲得 2 組 4 項自我轉化成果，2 組成果都含括個人自我與社會自

我，包括：個人自我的「成為更好的自己」與社會自我的「更開放的人我關

係」，與個人自我的「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與社會自我的「賦權後期待迎接

挑戰」。  

    依據研究結果有 4 項貢獻，包括：理論面連結精神分析取向與心理批判取向

之轉化學習脈絡，以及研究結果拓展自我轉化的可能性、解釋當代占星學可瞭解

自我與開啟機會的原因，應用面發現當代占星學技術可作為自我調控的工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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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對成人教育實務與成人學習者分別提出建議。成人教

育實務有 4 點建議，包括：成人教育需重視學習成效、轉化學習課程應提供新的

意義觀點、意義觀點轉化後仍須有相應的轉化學習活動，以及重視成人在生涯轉

換期更需要心理層面的支持。針對成人學習者有 4 點建議，包括：成人需覺知重

複出現的生命主題、善用反思工具探索歸納過往經驗、意義觀點轉化後需以行動

學習新的觀點，以及善用反思工具作為調節。相關研究結果提供成人教育相關機

構與成人教育者參酌討論。 

        

關鍵字：轉化學習理論、自我轉化、占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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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 though 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modern technology have dominated the 

human beings’ logical mind in the modern society, astrology continues to be part of 

millions of people’s life in both Western and Taiwanese societies when astrology is 

often viewed as superstition. Previous Sociolog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fortune-telling 

services, such as astrological practices, seem to ease the sense of insecurity due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Previous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content of daily 

horoscope in the media has impacts on readers’ or audience’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B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worlds read the horoscope weekly, and millions of people in 

Taiwan watch horoscope on the Facebook Live every Sunday. It is crucial to investigate 

further how astrology influences cognitive processing.  

Knowing the Self is the first step to handle the uncertainty in the time of ambiguity. 

Finding the meaning of Self, empowering Self, and achieving self-transformation in 

adulthood are essential goals in adult learning.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keys to motivate 

adult learning. The phenomenon of Astrology popularity in Taiwan motivates this stud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elf-transforming process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and their 

outcomes.  

Guided by the self-trans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ies,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astrology, 2) to 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self-transformation in learning astrology, and 

3) to investigate learners’ outcomes of self-transformation. Guided by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 astrological learners, to analyze the data through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 

and to apply triangulation techniques to validate the results. 

Results showed: 

1. Most astrological learners do not believe in horoscope contents in media before 

studying astrology. Experiences of natal chart interpretation motivate them to study 

astrology. The desire to have better learning outcome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make 

them willing to pay for learning. 

2. The self-knowledge that astrological symbols are coded is the key to facilit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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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transfomation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Regularly interpreting the natal chart is 

the tool that facilitates astrological learners to continue their self-reflection. 

3. There are 3 phases of self-transformation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which ar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elf,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Self, and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Self. 

4. There are 4 self-transformation outcomes which belong to 2 groups and which 

consist both the individual Self and social Self. The first group is “A Better Self” 

and “More open to each individual’s differences.” The second group is the “My Life 

is in My Control” and “Expectation to Face any Challenges from External 

Circumstances.”   

This study has shed light on key points of how mythology or symbolism could help 

student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within the astrological studies context. Furthermore, 

the present study advances methods of self-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outcomes also 

extends our knowledge of the self-regulated methods by applying astrological 

techniques. Findings also contribut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modern Western 

astrology helps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Self and open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earning outcome is a crucial decision-making factor for adult 

learners in paying any educational programs. Meanwhile, courses which a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need to arrange new meaning perspectives 

and related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programs. Finally, many adult learners 

seek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programs during life transition, adult educators 

need to take their psychological issue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designing course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research also has suggestions for adult learners. First 

of all, topics that deal directly with repeated themes could have enormous impact on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 approaches, such as 

journaling, could be applicated to investigate past experiences or to regulate inner and 

out worlds. Finally, the acquisition of new meaning perspective requires to plan a 

course of related action which is also important for adult learners.  

 

Keyword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self-transformation, as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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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占星學與應用占星學對於自我議題的觀點轉化的影響，

其次想要瞭解自我相關議題在觀點轉化後，學習者如何透過行動開始自我轉化，

並且觀察自身行動而後有所反思的歷程。本章第一節探討本研究之背景，第二節

敘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三節說明本研究名詞釋義，第四節討論研究限制，最後

於第五節說明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網路上瀏覽社區大學的開課表，紫微斗數等命理課程包裝成不同的名稱列於

課程表上。傳統上算命師所做的論述往往被解讀為一種統計上的現象，不能準確

預測個人未來的變化。 

    Tsai et al.（2012）認為，媒體是助長臺灣算命行為流行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

1987 年開放設立有線電視後，臺灣民眾有更多機會從不同的頻道的各類節目中

獲得各類資訊、學習各種新知，算命相關的電視節目在這波潮流中興起，中國傳

統算命方式，如，八字、手面相等，或是西方傳統的算命方式，如，星座、塔羅

牌等都在電視上廣被討論，致使算命行為在臺灣興盛。 

論命者則有不同看法。創立於 2000 年的科技紫微網號稱是全球最大的命理

網站，創辦人張盛舒認為：「只要是環境糟的人，就會抱怨命運，覺得命運是怎

麼一回事？為什麼把自己搞得那麼慘？景氣越差，算命越好。它是反指標。」（顏

理謙，2017）網際網路科技、AI 人工智慧等科技影響的 21 世紀，社會環境急遽

變遷的不穩定狀態，讓人對未來充滿不安全感，有更多臺灣人有算命經驗，360d

才庫 JCASE 外包網（2012）的「職場命運機會大調查」調查發現，74%的上班族

有算命經驗，其中 82%在近 3 個月內算過命，主因是工作不順、感情困擾、想瞭

解短期內的整體運勢。 

科技協助下，現在臺灣的算命行為已經從路邊擺攤的經營模式，轉變成跨國

際的新興經濟體。科技紫微網具有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日文 4 種版本，

每日約有 30 萬造訪人次，年營業額超過 1 億元台幣（顏理謙，2017）。瞿海源

（1999）於 20 世紀末發表的研究指出，從西洋星座在傳播媒體上的流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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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西洋星座是極為重要的新興命理方式，但礙於當時調查中只有少數幾個有

關星相的題目，當時尚不容易判斷其影響與發展。進入 21 世紀，如同瞿海源（1999）

的預測，星座越發受到重視。 

    因星座預測獨有的時間特性，可以細分至日、週、月、年等，星座專家唐綺

陽以 Facebook 或網路平台進行網路直播，最初是預先錄製的每週星座運勢，而

後發展出半年度星座運勢預測、年度星座運勢預測等，觀看星座預測現在已經是

網路虛擬世界的獨特風潮，且因觀看人數大增帶來更多周邊商業效益，如：代言、

活動邀約、置入性產品行銷的收入等，除了替星座專家創造可觀的身價（SETN

三立新聞網娛樂中心，2017），還在現代文化工業中找到一種新興獲利模式。 

占星學不只是在臺灣、也是全球各地長久以來的流行現象，本研究背景將從

社會學與心理學 2 種取向探討占星學持久不衰的流行現象，而後論述占星學在成

人教育領域中的發展現況以闡明研究背景。 

壹、占星學流行現象：社會學取向的探究 

    占星學被視為是算命行為，廣為流行的原因，社會學家有不同解讀。社會學

取向研究占星學流行的實證研究，最常使用 Adorno的著作 Stars Down to the Earth

（Adorno, 1991）中建構的理論框架，包括：社會變動不安、占星學披上偽科學

的面貌、相信占星學的人具有權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另有學者提

出相信占星學的人具有形而上的抽象需求。這 4 項解釋是目前社會學取向對占星

學流行現象所提出的解釋。 

一、社會變動不安 

經歷過 20 世紀初的戰爭變動，戰後的 20 世紀維持許久的穩定狀態，直到 21

世紀末因網際網路等科技發展打破社會穩定狀態。研究者在英國 Goldsmiths 

College 文化研究碩士班期間，不同科系、不同國籍的同學聚會時常會戲謔嘲諷：

在歐洲社會科學的學術領域，任何研究途徑與不同研究目的往往會回歸到 2 個主

題：reality 與 identity，前者討論的是在科技發展的影響下，還有真正的 reality 存

在嗎？後者探討的是，科技發展使社會變遷至難以預測的狀態，個人還能保有一

致的 identity 嗎？  

    研究者的論文主題是與 identity 相關的 self 主題。碩士論文 Astrology and the 

 



3 

 

Western Concept of the Self 以批判學派理論之文化工業為理論框架。Adorno（1991）

以 Freud 的群體心理學（group psychology）論點探討 20 世紀中美國報章的星座

專欄熱現象，以內容分析法得到的研究結果是：星座專欄主要是利用兩種群眾心

理機制吸引讀者：weakness-independence 與 threaten-help，前者是指運用現代人

的心理弱點，告知讀者該如何獨立自主的方法；後者是藉著預告可能會發生不幸

的事件恐嚇讀者，再給予建議。Adorno（1991）由此提出：算命行為與環境不穩

定性存在著依存關係，是星座專欄能在文化產業掙得一席之地的主因。        

    Adorno（1991）從觀察 1950 年代美國星座流行的現象提出的理論架構，後

續在歐、美有不同實證研究，如 Sales（1973）發現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社會

大眾對占星學的興趣大增，面對個人危機與國家危機時，占星學會給予人們一種

逃離壓力狀況的控制感。 

    至於 Adorno（1991）指出媒體的星座專欄利用 threaten-help 機制吸引讀者，

即：威脅即將發生不幸事件，讓讀者求助星座專欄的解釋。Padgett 和 Jorgenson 

（1982）以此為理論框架提出研究假設：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造成的迷信行為增

加，可從媒體上的相關文章出現量看出。研究中環境的不確定性的測量變項是指

1918-1940 年間的薪資水平、失業率、工業產量；迷信行為的測量變項是雜誌上

的占星學、神秘學、儀式崇拜（cults）的文章出現數量。研究結果有兩項發現：

首先，政治威脅與經濟威脅都會製造迷信增加，1936-1939 年間占星學的發表數

暴增，正是德國發生 1936 年萊茵蘭（Rhineland）侵略事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

戰開始時；其次，經濟與迷信之間有顯著相關，薪資水平、失業率、工業產量等

3 項經濟威脅變項都能夠預測占星學的出版量，但是薪資水準與神秘學無顯著相

關，而儀式崇拜與 3 項經濟威脅變項都無顯著相關。Padgett 和 Jorgenson（1982）

的研究結果與 Sales（1973）對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研究結果類似，同時驗證 Adorno

（1991）對星座專欄能吸引讀者的理論框架。 

    占星學被認為是一種迷信，主要與其可預測的占卜功能有關，現代社會理性

至上，個人若相信占卜所言，等同失去自由意志，只能由命運（fate、destiny）掌

控。但是 Giddens（1991）提出不同看法，認為：一般人會認為命運這類事物在

現代毫無作用，是因為相信自己有控制世界的能力；過往社會確實如此，受限於

相對固定的社會狀態，人可以從固定行動、固定習性中推估出危險、進而知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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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結果的狀況，故命運毫無作用力。Giddens（1999）指出：風險（risk）與危險

（danger）是不同的，危險可從過往經驗推估出來，但風險很難依靠經驗推估，

風險的最初概念是人類同時想要探索世界與控制世界，因此風險與控制有關，特

別是「控制未來」的需求。Giddens（1999）稱工業社會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認為工業社會發展至今已經超過 200 年至今，風險社會中存在 2 類風險：一是外

在風險（external risk），是指來自於外、無預警地打擊個人的風險事件，為能控

制外在風險，人類發展出私人保險與攸關公共福祉的公共保險；二是科學與科技

發展造成的人為風險（manufactured risk），多數工業社會理論是無法預測人類風

險，過往歷史又極少能提供處理人為風險的經驗，因此人類無法依靠原有的傳統、

社會架構控制人為風險。 

    Giddens 因此認為（1991；1999），後現代社會是相對複雜與多變的環境，

個人在後現代社會確實可獲得相對多的機會，個人可控制的人生的空間因而增加；

但不可否認的是，科學與科技發展對後現代社會的人類影響日增，個人相對要面

對的人為風險相對也高，人必須面對更趨複雜與多變的環境，傳統的社會架構讓

後現代人更加無法仰賴。Pavić（2013）從這個角度分析，認為在人為風險與外在

風險讓人類對未來的控制少，又無法發展出可控制的機制的情況下，大眾媒體中

的星座專欄除了提供消遣作用外，星座專欄的讀者將專欄視為諮詢方式，就是為

了降低風險社會的焦慮感受，即便星座專欄的閱讀者並非百分百信任專欄中的預

測。 

    星座等算命行為的流行現象在臺灣學界同樣受到重視，學者有類似見解。實

證研究指出，算命師的論述可解讀為一種統計現象，預測個人未來的變化準確性

值得存疑，但研究結果發現，人生遭逢困難、挫敗、變故是最容易想要求助算命

的時刻，因此解決困境、增進瞭解是求助算命的主要動機（郭貞，2005；羅正心，

1995；瞿海源，1993，1999）。 

    其中瞿海源的相關算命行為實證研究與 Bauer 和 Durant（1997）的研究約莫

同時期，資料來源同樣出自是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章英華，2000；瞿海源，2000），

同樣可用以驗證 Adorno（1991）架構的效度（瞿海源，2006）。 

    瞿海源（1993）認為造成算命等相關行為增加的主要原因有幾項，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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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會環境改變造成個人自由增加，選擇度變高就會造成不確定性感受增加；

1994 年（瞿海源，2000）與 1999 年（章英華，2000）的 2 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中，相信星座者的資料顯示：「無常」與「不確定性」2 個因素確實對相信星座

有顯著影響：「越覺得世事無常的，或是越覺得未來不確定的，就會越相信占星。

人們顯然傾向以占星來降低無常和個人不確定的未來帶來的焦慮」（瞿海源，2006：

317）。 

    綜合 Adorno（1991）與 Giddons（1991；1999）在不同時代提出的社會學理

論可知，外在環境的變遷引發個人想要控制環境的需求，是造成大眾播媒體占星

專欄興起、以及被相信的原因；從上述臺灣（郭貞，2005；羅正心，1995；瞿海

源，1993，1999）、歐美（Sales, 1973；Padgett & Jorgenson, 1982）等不同地區

及不同時代的實證研究確也證實，身處在生命或是社會氛圍有壓力、不確定的情

況下，人越容易求助傳統儀式、宗教撫慰、或迷信的算命行為，以安撫不確定性

帶來的不安全感。  

二、偽科學的面貌 

    歐洲文化至中世紀之前一直相信，人體是個小宇宙，天體是大宇宙，從天人

感應的角度來說，天體運行會影響人的個性與健康，因此中古世紀歐洲相信人體

小宇宙與天體大宇宙的天人感應說法（戴東源，2012）；進入 20 世紀以後，榮

格的同時性（synchronicity）概念被用來解釋占星學的「天上如是、人間亦然」

（As above, as below）的哲學觀。Adorno（1991）以內容分析法分析星座專欄發

現：星座專欄以天上如是、人間亦然的哲學觀點為基礎，提出 12 星座與行星運

行會影響人類生活，卻無實證可驗證行星運行與人類生活的關連，因此認為現代

人因為欠缺足夠的科學知識，讓星座這種看似有系統、有架構的知識系統，披上

偽理性（pseudo-rationality）的外衣，趁虛進入現代人的生活，形成流行風潮。 

  科學實證研究過程的實踐，是為了能夠提供人們可靠的知識論（Hansson, 

2017），占星學的知識體系因缺乏確切的實證研究背書，被 Adorno 視為是一種

偽理性或偽科學（pseudo-science）。 

  偽科學從字面上來論就是「假科學」，偽科學的擁護者宣稱自己的知識體系

具有正當性，但學者認為，偽科學往往具有幾項特徵：首先，偽科學所宣稱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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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往往屬於廣義科學範疇中的某一議題，是某一學說的一部分，該學說的主要

反對者試圖創造這個偽科學可以代表某中最值得信賴的知識。其次，偽科學的學

說宣稱具有理論系統、具有假設、具有科學方法可驗證，但其科學實證是貧乏的

科學方法論，如缺少具有控制變項的實證研究，沒有驗證假設，缺乏實證證據且

忽略證據的不一致性，偽科學以特別的假設公式解釋異常的結果，雖宣稱符合科

學研究規範，卻無法達到實證的研究的規範，因其理論或宣稱無法提出可符合科

學理論期待的嚴格標準的實證研究過程，研究結論缺乏讓人無法信服的信效度

（Bauer & Durant, 1997；Hansson, 2017；Kallery, 2001；Lindeman, 1998；Pavić, 

2013；Tsai et al., 2012）。 

  偽科學的知識在每日生活資訊中流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超自然信念

（paranormal beliefs）或是算命行為（fortune-telling）。超自然信念往往與超自然

或是神秘儀式（occult）有關，例如，投胎轉世、靈療、飛碟等（Rice, 2003）；

至於算命行為則是個人想要預知未來，東西方有不同的算命方式，包括手面相、

塔羅牌、星座、占卜、紫微斗數等。Tsai et al.（2012）探究觀看電視的頻率程度

與偽科學行為之間的關連性，研究發現，最常被觀看的運勢節目、算命行為類別

都是星座最多，甚至以年齡區分，星座依然是不同年齡組群的最愛。 

學界試圖瞭解相信超自然信念、算命等偽科學知識的人，相信這類知識的原

因。占星學與偽科學的相關實證研究試圖瞭解，多數實證的研究資料來自規模龐

大社會調查。例如，Allum（2011）分析兩份 Eurobarometer 的調查報告，從 1000 

份來自歐洲各地的問卷中，推究出占星學被認為是科學的其中一項可能原因是：

某些歐洲人缺乏可區分科學與偽科學差別的足夠的科學素養。Tsai et al（2012）

討論臺灣民眾觀看偽科學的電視節目與相信偽科學的相關性，包括星座運勢節目，

研究發現：觀看電視節目的時間長短對民眾偽科學信念的影響，遠遠大過於教育

影響，意味著媒體對於民眾的影響大於教育。 

    因此有學者提出相信占星學是科學素養的反指標的看法。Sugarman, Impey, 

Buxner 與 Antonellis（2011）意圖瞭解相信占星學與科學素養的關係，在比利時

的某間大學進行長達 20 年的研究，收集近 1 萬名大學生的資料，發現學生的科

學素養與是否相信占星學是偽科學之間並無顯著的相關性，因此相信占星學並不

能作為驗證科學素養的指標。學者認為，占星學在學生之間流行的現象，並非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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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生的科學素養低落，而是顯現偽科學與正統科學知識是共存的現象。 

    Bauer 和 Durant（1997）對占星學信仰的流行提出三個可能性假設：一、膚

淺知識：占星學是一個詳盡、有系統的信念體系，是以某種膚淺的科學知識面貌

吸引民眾；二、心靈形而上的抽象需求：因社區崩解或社會流動造成社會組織瓦

解，反應出一種「形而上的抽象不安定」（metaphysical unrest），占星學因而吸

引這一批人；三、權威性格：占星學的信念會吸引具有權威人格特質者。Bauer

和 Durant（1997）分析 1988 年的 British survey 後，結果支持假設一與二，但未

支持假設三的權威性格。學者的解釋是：對占星學感興趣、或是曾有過求助占星

行為的人，並非缺乏科學知識、或不瞭解科學知識，但社區組織瓦解、社會流動

快速反應出不確定性與焦慮，相信占星學、或尋求占星諮詢的行為類似一種補償

活動，吸引身處環境動盪或身處過渡期的民眾參與。 

    Pavić（2013）有類似看法，他以 Giddons（1999）的人為風險概念為基礎指

出：因人為風險往往是科學進步與科技應用帶來的結果，因此同時可能讓有些人

對科學抱持懷疑的態度，況且有些假設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研究參與者的實證研

究，研究結果也有產生矛盾時，更會加深人們對於科學的懷疑。因此 Pavić（2013）

認為，當代社會具備的危險社會特性，除加深人類的無法掌控感，且因科學知識

本身具有的矛盾性，讓占星學等偽科學恰恰在後現代社會滋長。 

    各國學者都試圖從實證研究試圖瞭解占星學與偽科學的相關性，包括：占星

學與科學素養或教育（Allum, 2011；Sugarman et al., 2011；Tsai et al., 2012）的相

關性，或是提出占星學流行的可能原因（Bauer & Durant, 1997；Pavić, 2013），

甚至占星學可能盛行的民眾背景（Rice, 2003）。不論是實證研究或是大規模社會

調查所得的結果，從結果推論科學教育與占星學的流行現象之間並無相關，但兩

者可以並存，民眾對占星學的需求，可能是來自於對環境變動以及對科學不信任

的心理補償活動。 

三、相信占星學的人具有權威性格 

    Adorno（1991）認為，星座專欄中要求讀者服從與順從行星運行的指示，是

一種權威性格的意識形態，兼之與媒體結合，透過文化產業的資訊再製一再強化

社會控制，讓讀者接受當下社會的權力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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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rno 對權威性格的論述出現於 1950 年初，以佛洛依德的心理學理論為基

礎，Adorno, Frenkel-Brunswick, Levinson 與 Sanford（1950）指出：過度嚴厲、利

用處罰的父母會致使孩子對父母有巨大的憤怒感受，礙於恐懼父母的不認同與處

罰，致使孩子不會直接面對父母，而會認同某個理想的權威人物；權威性格的另

外一個假設是：有威權症候群傾向於右派的意識形態，即傾向於獨裁與專制等政

權。 

    是否具有權威性格的人比較認同、或比較容易相信占星學呢？針對權威性格

與占星學流行現象的關連性，不同實證研究未有一致的結論。Bauer 和 Durant

（1997）對占星學信仰的流行提出三個可能性假設之一就是權威性格，但這一份

英國社會調查並未支持這個假設；Allum（2011）的研究參與者來自於歐洲地區，

研究結果推論擁護權威價值者比較容易相信占星學。因此權威性格與占星學流行

的相關性目前還莫衷一是。 

四、相信占星學者具有抽象需求 

一般認為教育程度高低與相信占星學有相關性，即：教育程度高者因具有較

高的科學知識，比較不會相信占星學這類的算命行為。教育程度和科學知識當然

不能相提並論，但概念上認為有相關性，但目前研究並不完全支持這個論點。 

1992 年的歐盟理事民意調查（Eurobarometer）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歐洲人

比較不認為占星學是科學，但 2001 年的調查（European Commission, 2001）並不

支持這樣的論述。瞿海源（1999）從三次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發現算命行為

有增加趨勢，且教育程度高低並不會影響個人是否相信算命。Shein, Li 與 Huang

（2014）的研究發現與瞿海源（1999）類似：高教育程度者會從事更多種類的算

命方式，偏好占星學與塔羅牌這類西式算命方式的民眾的特徵，多半是 40 歲以

下、教育程度高、居住地更接近城市、已婚、科學知識越高越可能會青睞西式算

命方式。Rice（2003）的研究假設是超自然信念、迷信、算命等應該在女性、非

裔美國人、教育程度較低、較為貧窮者之間流傳較廣，因為這些方式提供這個族

群，在面對不利的社會與經濟狀態時，生理與心理應變狀態的方式，但研究結果

並未支持這個假設。 

    具有一定教育程度者偏好求助占星學的現象，學者的解釋是：教育程度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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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追求形而上的心靈慰藉的需求。Bauer 和 Durant（1997）對占星學流行提出

3 種假設，包括：偽科學、形而上的抽象需求、權威人格，研究結果僅不支持權

威人格的假設，且資料進一步顯示：相信占星學者雖具有宗教傾向，卻是極少參

與、或不參與宗教組織的人，顯現這類人具有一種形而上的抽象需求。可是宗教

組織與宗教活動在當代社會逐漸失去影響力與支持性，現代人又必須處理社會流

動致使社會組織崩解帶來的不安，占星學對生命的詮釋能滿足這類人心靈的形而

上抽象需求。 

    中外文獻中可看到類似看法。瞿海源（1993，2006）指出，造成算命等相關

行為增加的一項主要因素，是科技發展增加民眾的不確定感受，科技應用促使環

境如職場等的改變，雖能夠增加便利、解決更多生活問題，卻無法處理心靈議題，

因此如星座這一類使用抽象、玄學的算命方式，更會引起高教育程度者的興趣與

討論。 

    Rice（2003）指出，西方人對靈性的定義已然改變。自 1960 年代末期的反

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開始，民眾對傳統宗教的抗拒日增，對於宗

教權威產生矛盾情節，轉而偏向個人信念結構，這個現象反應個人選擇的重要性，

在這種新的社會環境氛圍中，人們對於靈性的定義傾向於選擇「自助餐式」

（cafeteria style）的信念，不再受限於傳統宗教教義或是社會結構。新靈性強調

個人與自然、宇宙之間的互動，大眾媒體中的星座專欄興起，恰與這種「新靈性」

（new spirituality）興起有關，星座專欄除提供個人控制外在風險的方式，也讓讀

者感覺自己與靈性相連結。 

五、小結 

    綜合上述社會學取向的相關理論、研究假設與實證結果，占星學歷久不衰的

流行原因主要與「風險」感和「掌控」感有關，環境風險造成心理上的不穩定感

受，讓人想要掌控。因此實證結果指出：政治、經濟變動都會擴大相信星座的流

行現象（Padgett & Jorgenson, 1982；Sales, 1973）；即便社會變遷、科技發展給

現代人更多的可能性，變動快速的現代社會其實是兼具機會與風險（瞿海源，2006；

Giddens, 1991），增添人的不安全感，因此解決困境、增進瞭解是求助占星學的

主要動機（郭貞，2005；羅正心，1995；瞿海源，1993，199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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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占星學的哲學觀可以進一步滿足科技發展無法處理的心靈議題（瞿海源，

1993，1999，2006；Bauer & Durant, 1997；Rice, 2003），因此能滿足教育程度較

高者的形而上的抽象需求。  

貳、占星學流行現象：心理學取向的探究 

    每天有無數的讀者在不同國家、閱讀不同語言的每日星座專欄，其中有不少

人會將星座的人格特質描述視為是自我概念來源，更有不計其數的讀者將星座專

欄內容當作是決策、行動指標，但星座專欄造成影響的方式的相關實證研究並不

多。Lindeman（1998）認為，多數研究都忽略探討偽科學能夠引發動機與促使認

知改變原因，因此從動機與認知的角度解釋人會相信占星學一類的偽科學的源由，

希望能藉此瞭解占星學為什麼廣受歡迎，以及找到科學證據永遠都無法摒除偽科

學信念的理由。 

一、 動機因素 

    Lindeman（1998）將偽科學定義為：自稱是科學但是永遠都無法有科學證據

支持，或是自稱是科學但其假設永遠都無法以實證科學驗證。Lindeman 的許多

實證研究都以超自然信仰為主題，Lindeman 與 Aarnio（2006, 2007）推論，超自

然信仰或許具備一種更高層次的結構，其本體包含：物質（physical）、生理

（biological）、心理（psychological）等數種範疇的特質，從事相關研究時須注

意。 

    Lindeman（1998）認為，偽科學具備兩項因素使人相信其論述：第一項是動

機，偽科學至少滿足 2 項社會動機：瞭解自我與世界、掌控結果，瞭解自我與世

界是想要成功地適應環境，瞭解自我也有助於掌握結果。以占星學為例，占星學

會提供人格特質的描述，讓人可以善用個人特質去成就自我、達到成功、或是控

制個人事件等，這些都能誘發使用占星學的動機（Lindeman, 1998）。 

（一）巴納姆效應 

    星座專欄的人格特質描述與心理學人格特質的相關性，在不同地區、不同國

家進行的實證研究，多數都證實 12 星座與心理學的人格特質並無相關性，例如，

Russell 和 Wagstaff（1982）同時在英國利物浦大學與新堡大學的研究，或是

Saklofske, Kelly, & McKerracher（1982）在紐西蘭以大學生進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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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特質描述是星座專欄的重要內容要素，儘管實證研究認為 12 星座與心

理學的人格特質並無相關性，還是有眾多讀者相信星座專欄中的人格特質描述，

感覺專欄中的人格描述準確，這其實是一種心理現象，稱之為「巴納姆效應」

（Barnum Effect）。 

    巴納姆效應的實證研究，最早是 1948 年心理學家 Forer（1949）以學生為研

究對象的研究：給予每一位學生個人特質分析，再由學生對測驗結果與本身特質

的契合度進行評分，但事實上學生得到的個人特質分析是一樣的。巴納姆效應是

指：聲稱某人格特質描述是為自己量身訂做的時候，閱讀者往往會給於這個內容

高度準確的評價。事實上參與者得到的人格特質描述內容，往往是四海皆準、多

數人皆可適用的不精準描述。 

    占星學從個人出生的時間、地點量身定做的自我概念解說，往往會讓閱讀者

感覺內容是準確的，讓人有資料是真實的感受。相關研究指出：巴納姆效應在不

論是否相信占星學，研究對象都會受到影響。Glick et al.（1989）的研究顯示，

不論人格特質的描述是否是正面，儘管占星學的相信者比較容易接受相關描述，

但是占星學的懷疑者也具有巴納姆效應，特別是給予的人格描述內容是正面時，

如果此時告知此描述是以個人星座為基礎撰寫的時候，占星學懷疑者會更容易傾

向於認為某些描述是精確的，正面的描述甚至會增加懷疑者對於占星學的喜好程

度。     

（二）自我概念 

    Baumgardner（1990）發現，具備清楚的「我是誰」的形象能夠提升控制感，

控制感提升的正面影響包括有：有助於提升處理生活事件的自信，有助於更新對

自我、對行動的判斷，更有助於預期他人對自己的回應，提升自信、判斷、能預

期回應自然而然會提升個人的心理幸福感。比起科學原則，偽科學信念能更輕易

地同時執行多種社會動機，但科學無法一次廣納過多可滿足各類社會動機的訊息，

偽科學反而能投射出更為一致、可控制、正面的世界觀，偽科學信念的功能恰成

為社會動機的基礎，在每日生活資訊中運作（Lindeman, 1998）。正面的自我概

念是解釋占星學廣受到信任的另外一個原因。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通用概念，用以指稱一個人的自我信念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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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如何想自己、評價自己、感受自己，自我概念體現的是「我是誰」與這一

類相關問題的答案（Baumeister, 1999)。 

    占星學提供的正向人格特質描述，讓人可以快速地從個人的正向行為中找到

驗證，西方國家對於自我的認定是獨立、個人、獨一無二的，即便最初對於占星

學抱持中立態度的人，在閱讀關於自己的正面星座人格描述後，對於占星學的信

念都會受到影響，Glick et al.（1989）的研究顯示，占星懷疑者在閱讀到個人的

正面特質內容時，會增加其對占星學的喜好程度。 

Lillqvist 與 Lindeman（1998）探索占星學的自我概念對處理負面人生事件的

功能。研究提出兩項假設，一是成人學習者在參與占星課程以後更能確認個人的

自我概念，二是學員對於占星學的興趣與個人危機、傷痛之間有正面關連。自我

概念的 4 種變項是自我敘述歸因（self-descriptive attributes）、自我價值（self-

worth）、自我控制（self-control）、幸運（luck），個人危機是指離婚、解聘、

經濟困難、轉換職業跑道、中年危機等，傷痛事件則是指喪親喪友經驗、親友罹

病經驗、經歷生命危機如天災人禍等、搶劫、強暴事件等。以實驗觀察法進行研

究，占星課程選修者有 20 人，控制組的德語與心理學選修者則有 21 人。研究發

現，學習占星學確實能證實其自我概念，包括增加其自我控制的確定性與幸運；

其次，選修占星課程的學生，最近遭受到的危機多過控制組的學生，而控制組學

生中對占星學顯現興趣者，都表示近況中的個人危機大於以往。Lillqvist 與

Lindeman（1998）的研究發現，經驗到不確定性雖然會出現在學習占星學興趣上，

但是占星學的資訊確實驗證了個人的自我信念，進而可能降低與不確定性相關的

負面感覺；但會引發學習興趣往往與危機有關，而非傷痛經驗，而且研究發現，

研究參與者上完占星課後更能增加自我控制感。     

二、認知因素 

    認知因素是人會相信偽科學的論述的另外一個原因。Lindeman（1998）指

出，理性思考過於緩慢且要求的條件太多，但生活中有許多突如其來的事件，

因此很難用理性思考找出事件的發生原因，用理性思考找到決策方式甚至是極

為耗時的過程，耗時的過程會讓人更失去控制感，感受到無控制的感覺會讓人

感受到無助、混亂、沮喪，因此需要依賴更及時的解釋。為滿足每天的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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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需求所需要耗費的時間，人會使用體驗性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體驗性學習的目的不是找到正確答案，而是快速找到決策好引導接續的行為。

星座專欄或是宗教教義提供的資訊就是一種體驗式學習，滿足情緒所需，讓我們

能夠快速決定、也讓我們能夠生存。在每日需要處理的生活決策中，與其要花時

間作理性思考、找出各種可能的解決方式，體驗性思考認為：只要是可以滿足個

人使用的解釋，都是有用的、可以嘗試的解決方式，這是一種認知上的調適方式

（Lindeman, 1998）。 

    體驗性學習的決策方式一直存在，例如，臺灣社會每天有無數的小人物，依

賴星座專欄的運勢預測面對日常決策，臺灣社會中也有很多大人物會求神問卜、

參加宗教儀式或活動，來面對人生重大決定，例如，是否角逐總統寶座。星座專

欄的星座運勢預測對社會大眾的功用，與以求神問卜決定命運的下一步，有異曲

同工之妙。運勢是星座專欄吸引注意的原因，運勢提供快速的解決方式是一種體

驗性思考，但透過這種思考提供讀者重新贏回對事件的掌控性，是占星學可以普

及的另外一項原因（Lindeman, 1998）。 

一般認為西方文化強調個人動力（personal agency），而東方文化著重調整

個人去適應環境。共有 55名新加坡華人與 99位美裔白人參與研究Wang、Whitson

和 Menon（2012），以實驗法進行研究，想瞭解個人在失去控制時，若求助如星

座這一類不正確資源的，是否會有文化差異，研究發現在獲取資源的過程中，西

方人較會依賴星座瞭解自己，而東方亞洲人相對會依賴星座去瞭解他人。 

    Clobert, Van Cappellen, Bourdon 與 Cohen（2016）的研究假設：個人的情緒、

創造力、認知表現、困難情境的解讀能力，會和閱讀的星座運勢內容相關。共有

196 位比利時、說法語的大學生參與實驗，研究發現，閱讀星座運勢會影響個人

的內在狀況，進而影響個人對困難情境的解讀、創造力。更重要的是，閱讀他人

的太陽星座運勢並不會產生影響，只有閱讀自己的星座運勢才會對情緒、創造力、

認知表現等造成影響。情緒方面，只有相信占星學者才會因為閱讀到負面的星座

運勢而情緒變壞。而正面的星座運勢內容會影響創造力、認知表現等，閱讀過正

面預測內容的人，能更準備好去完成正面星座預測給予的認知與表現預測，閱讀

星座運勢，是會改變讀者的認知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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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從動機與認知（Lindeman, 1998）解釋占星學的流行現象，發現「自我」在

動機中的重要功能，正面的自我概念有助於提升自信、提升掌控感，進而有助於

調適與外在環境的關係，這有助於處理前述社會學取向探究中，論及環境變動致

使人心不安的議題；從認知的角度來看，星座運勢中的正面人格特質描述、或是

星座運勢中提供的議題解決方式，提供讀者提升正面自我概念與掌控後果的方便

之門。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發現閱讀星座運勢卻能改變認知模式，啟發閱讀者

完成目標的動機，相關機制值得探索（Clobert et al., 2016）。 

參、英國成人教育中占星學教育現況 

    研究者在英國撰寫碩士論文期間，為了能更深入瞭解占星學，研究者於課外

時間參與位於倫敦的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占星課程。即便當時參與課

程期間，對於東、西方論命觀點的本體論未曾有任何研究，在研究場域中仍可感

受到西方占星學對於論命態度的不同。 

一、占星學之本體論基礎 

    東、西方同時使用算命工具即是觀星。歷史、考古學研究發現，古老文明與

文化之間都存在著某些通則（universal pattern），東西方的占星學都以「天人感

應」為出發點，進而建立某種人生哲理的學問（范維君，2000；郭士賢 & 張思

嘉，2006）。但因語言、地理環境不同，東、西方逐漸形成不同的邏輯思考模式

與不同的人生哲理實踐方式。中國傳統的宇宙觀認為，天人關係是一種感應關係，

不是形式邏輯的因果關係（郭士賢 & 張思嘉，2006），命運是獨立在世間一股

操控人類的力量。自我實現與社會規範產生衝突時，東方命理師在論命的過程中，

給予當事人的建議多是引導當事人順天應命，認同當下的境遇而不違抗（韓良露，

2001）。歐洲在中古世紀以前同樣相信天人感應的說法：天體的大宇宙會影響人

體小宇宙的個性與健康（戴東源，2012）。但在個人主義影響下，西方人相信人

定勝天、自由意志的宇宙觀，西方占星師在論命時會強調自由意志，引導當事人

重新思考外在情境議題與自身的關連性，並且從中認識自我、進而思考自我價值，

走向自我實現。西方占星學一直努力為占星體系找到合法的定位，先以天文學為

基礎，近幾十年間又引進哲學概念、加入心理分析輔助。占星學雖然具有預測的

 



15 

 

功能，因占星體系的基礎與概念轉變，當代西方占星學論命過程中，原來從天人

感應而來的預測功能，轉變為瞭解宇宙法則和人間事物相對應的關係（韓良露，

2001），當代西方占星學的知識體系找到一種社會定位，使用占星學的目的是助

人在平衡個人與環境的關係的前提下為自我開啟更多可能。 

    研究者在占星學習場域發現，占星學教育者教授的占星基礎知識中，確實納

入天文學、哲學、心理分析等理論。占星學宣稱，個人的出生星盤刻印個人生命

密碼，在解讀占星盤的過程中，個人有機會回顧個人的生命史、瞭解形成當下生

命議題的原因、思維邏輯、選擇原因、情境形成原因脈絡等等，瞭解個人星盤、

與星盤對話等方式，給予星盤的主人機會省思諸如：生命議題、議題解決方式、

適合的職業、自我概念、理想自我等種種困擾，透過星盤的解讀重新建構人生意

義，個人有機會從不同困擾中解放出來，進而重新建構理想自我，以及找到達成

理想自我的行動方案，因此實踐占星技術的占星師強調，占星技術的使用在於重

視引導當事人認識自我、重新定義困境的意義，進而能接受自我、開啟更多契機

（狄雯頡、張悅譯，2018；韓沁林譯，2010；胡因夢譯，2009）。 

二、倫敦占星學學習機構發展概況 

    2019 年再次回到倫敦，驚覺倫敦的占星教育蓬勃發展的程度超乎想像。 

    韓良露（2015，2016）在著作中提及英國學習占星機構，臺灣開始慢慢認識

到英國的正規占星教學機構。2 個位於倫敦的占星學習機構最廣為認識。其中研

究者在 2002 年學習的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臺灣占星師魯道夫 2005 年

取得英國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占星師資格認證，而後在臺灣成立國際占

星學院（https://www.aoa.co/?page_id=64），大力推廣占星教育，英國占星學習機

構及正規的占星學教學模式在臺灣逐漸廣為人知。 

    1948 年成立的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以推廣占星學教育為宗旨，在

成人教育領域耕耘多年，組織除提供平日晚間、週末的面授課程外，每年還會在

牛津大學舉辦 1 週暑期課程，在線上販售暑期課程錄音。無法參與面授課程的成

人學習者，可以利用機構的 email 函授課程學習占星學。近年來機構跟隨科技發

展，機構的教育方式加入線上遠距課程，每周會定時舉辦網路工作坊等

（https://www.astrology.org.uk/courses-overview/），讓學習占星學無國界距離之分。

 

https://www.astrology.org.uk/course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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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面授課程，到發展函授課程、線上教學課程、網路工作坊等，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經營占星學教育的方式，與成人教育的發展模式相同，且已

建構標準的占星學課程架構、考試制度、證照認證制度。     

    另一個則是由 Liz Greene 與 Howard Sasportas 創立的 The Centre for 

Psychological Astrology，該機構的特色是將占星學結合心理學進行占星教學與相

關研究（https://www.cpalondon.com/）。目前臺灣有越來越多占星學技術的書籍

被翻譯，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與 The Centre for Psychological Astrology

的教師的著作最常被翻譯。不過，心理分析帶入占星學的機構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strology，從 2015 年起已經取消占星學進階課程，轉與其他占星

學習機溝合作，提供學員進階學習的課程；基礎課程改以線上教學方式進行，實

體面授課程多為工作坊等（https://www.cpalondon.com/index.html）。 

    除上述兩機構，尚有其他占星教學機構興起，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較為類似的機構是 London School of Astrology，成立於 2000 年，是由占星師 Frank 

Clifford 經營。此占星學機構同樣有提供實體面授的占星課程，三年的課程設計

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類似，但每一年是 3 個學季、每一學季進行 10

週的課程；此外還提供不同主題的工作坊、占星學習者的研討會等，從 2019 年

開始提供線上教學課程。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不同的是，此機構還有

提供塔羅牌與手相的教學課程（https://londonschoolofastrology.co.uk/）。 

    位於倫敦的 Astrological Loge of London 擁有固定的場地，從 1915 年成立至

今，一直都是倫敦占星師固定集會之地。每週一晚上提供免費基礎課程，

（https://astrolodge.co.uk/history/），對占星學感興趣的成人學習者可以免費參與

學習活動。 

    許多英國占星師都會加入 Astrological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 機構，該機

構從 1984 年開始舉辦占星學年會，占星學界內有名望的占星師都會參與、發表

占星學相關研究成果等。該機構並有發行期刊、販售年會的錄音檔或是 DVD 等，

以供占星學習者學習（https://www.astrologicalassociation.com/index.php）。 

    在科技發展的協助下，除面對面的實體授課模式外，線上教學業已成為占星

學習機構的重要教學方式，讓英國境外更多對占星學有興趣的成人學習者，也能

 

https://www.cpalondon.com/index.html
https://londonschoolofastrology.co.uk/
https://astrolodge.co.uk/history/
https://www.astrologicalassociation.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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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學習占星學，大大擴大占星學學習者的人數。 

三、占星學習者的回饋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網站上，有占星學者的回饋自身學習占星學

的反思，分享學習占星學有助於發覺個人的獨特性、並且進而接受自己： 

「But what I really find more impressive as a student of this astrological 

school is the recognition of each one of us as a unique, deep and complex 

human creature. 」 （ Lopes, https://www.astrology.org.uk/about-the-

faculty/our-students/） 

占星學習者表示，學習占星學有助於學習者看到個人的優勢、潛能等。 

「Our strengths, our weaknesses, our potentials all brought to light increasing 

our self-awareness, help us grow, move forward and realise our potential. 

That’s what Astrology is about and should be used as such. It’s not the tool 

itself that’s good or bad – it’s how it’s used. 」 （ Bresilley, 

https://www.astrology.org.uk/about-the-faculty/our-students/） 

失落的自我在占星學習過程中發現。 

「It all started long time ago when I discovered through Astrology a side of 

myself that was hidden and no one else was able to let me see, an important 

vision of a "Lost Self” of mine that needed to be discovered, transformed and 

empowered.  It all continued through informal courses, led by fascination of 

how a subjective, non-rational tool could help so many people when it is used 

wisely, framed on a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and psychological premises.」

（Azkona, https://www.astrology.org.uk/about-the-faculty/our-students/） 

四、小結 

    過去以社會取向或心理學取向所做的星座流行現象的實證研究，研究參與者

多是接觸星座專欄的讀者，研究方法有內容分析法，如 Adorno（1991）或 Sales

（1973）的研究；或是實驗觀察法，如，Lillqvist 與 Lindeman（1998）、Clobert 

et al.（2016）、Wang et al.（2012）的研究；或從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資料中分析

趨勢，如，Allum（2011）、Bauer 與 Durant（1997）、瞿海源（2006）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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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星座專欄為研究主體的實證研究，或是分析大規模社會調查資料的實證研究，

皆缺乏來自於占星學習者自身學習占星學的感受與詮釋。研究者從親身學習占星

學的體驗，或從浸淫在占星學知識體系的占星學習者所分享的學習過程經驗、或

學習反思敘述中，可看到占星學的正面影響等，唯這部分在上述研究中，因研究

參與者的差異無法一窺究竟。 

    從上述英國占星學習機構現況分析，科技幫助各機構紛紛提供線上學習課程，

大幅擴大成人占星學習者的人數。科技的便利性當然是增加學習動機的誘因，但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著迷於占星學習？是否占星學習歷程中有成人教育者無從得

知的部分？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以社會學或心理學理論取向探究占星學流行現象，這類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

成人面對環境快速變遷，需要瞭解自我與外在世界、需要能夠掌控外在環境、未

來，瞭解自我與外在世界、掌控環境與未來的動機、需要感受掌控的動機，以及

占星學可協助個人改變認知過程、信念的可能性。本研究認為占星學習者的學習

經驗，或有能提供實證研究不同的觀點與可能性應用，本節先敘明研究動機，而

後說明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研究者的碩士論文是以占星學為研究主題，當時採用的是社會學取向。因論

文的研究主題，有機會進入占星學學習現場、並利用占星學協助自己與周遭好友、

更曾用於工作上，因此深感以社會學解釋占星學的流行現象，會有所不足之處。

以下將以占星學的學習現場觀察、自我經驗反思、占星學的實踐觀察等3部分闡

述個人研究動機。 

一、占星學的學習現場觀察 

    碩士論文以占星學為研究主題，受限於碩士學科採取社會研究取向，以法蘭

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為框架撰寫論文，但撰寫期間為能進一步瞭解占星學，因此

進入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修習占星課程一年。 

    抱持著「占星學是一種偽科學」的心態進入占星學的課堂，所學習到的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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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並非當初想像，得到預期之外的收穫。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的一

年基礎課程內容完全沒有涉及到一般認知的預測未來。課程從12星座、10大行星、

行星之間相對的位置形成的相位等起步，星座、行星、相位等占星技術是從人格

特質出發，課堂上討論不同星盤配置者會有的人格特質、動機、行為表現等。 

    授課老師常提醒成人學習者：若類似情境發生3次以上，就不是外在環境或

他人的議題，而是自我的議題。授課老師點出認識自我的重要，占星學就是認識

自我的工具。透過占星學習過程中，老師的引導、學員的互動，研究者以占星學

的技術與個人星盤對話，反思因自我框架而形成的思考模式，反思因思考模式產

生的行為、問題解決模式等，透過占星學習產生反思、進而改變認知。學習占星

學的過程，研究者因學習占星學重新認識自我、重新定義自我，並持續嘗試相應

的行動，進而再認識自我、定義自我、接納自我。 

    抱持著「占星學是一種偽科學」的心態進入占星學課堂，卻得到想像之外的

課程內容，深感社會學取向無法解釋當代占星學全貌，占星學是否是偽科學難以

定論，但占星學應該是成人可用以瞭解自我的工具。當時曾想，若未來還有機會

可以從事學術研究，應該嘗試不同的研究取向。 

二、自我經驗的省思 

    研究者自身在碩士論文撰寫期間參與占星學課程，並利用占星學的技術回顧

個人生命史。回顧後的結論是：生命最難的功課是如何平衡自我與外在。 

    例如，生命最早的選擇是要念高中還是五專，依循社會價值觀選擇高中就錯

失選擇自己的興趣的機會。3 年後選擇大學科系時，想要選擇興趣的科系，卻得

受限於聯考成績選擇科系。就業後終於能忠於自我，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最

後仍必須向產業的薪資天花板低頭。面對人生的重要選擇時，少有人能同時得到

外在環境如關係、物質的支持而選擇自我，人生可以選擇的空間與機會越多，並

不會讓人更開心，往往只感到「屈服」或是「不得不」。 

    博士一年級就開始思考博士論文的理論框架取向，理性考量應選擇社會學取

向，畢竟碩士期間經歷過相關學術訓練，特別是現代與後現代取向的相關理論會

比較容易駕輕就熟。博士二年級修畢教育社會學後，終於清楚社會取向與研究者

信念之間的差異。社會學取向認為：社會制度、各層面等對個人的影響凌駕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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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與能力；但研究者相信，人是有能力在學習過程中改變個人認知與行動，

逐漸找到自己的立身之道，進而達到與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因此研究者希冀從相

信人的正面發展能力出發，探討成人教育的功用，而不是從人如何受到社會制度

宰制的角度瞭解成人教育的功用。 

    有沒有一種工具可以協助成人平衡自我與外在？例如，占星學？ 

    研究者自從接觸占星學以後，每每遇到選擇的時刻，就會與個人占星盤進行

對話，探究適合自己實現自我的潛能與領域、個人的物質需求、面對社會價值觀

的態度，最後找到平衡自我與外在的選擇以及相應的行動。研究者自己利用占星

學，找到平衡自我與外在的方式，也希望自己的博士論文結論能提供成人學習者

一種方式，讓人可以平衡自我與外在的議題之外，在面臨選擇的時候可以兼顧自

我，又不會覺得自己受到社會、體制等的壓迫或宰制。 

三、職涯諮詢實踐過程的觀察 

    研究者從2015年獲得全球職涯規劃師的證照後，開始有職涯諮詢與相關活動

帶領經驗。在職涯諮詢現場觀察不同年齡族群的參與學員，每一族群各有不同的

恐懼或不安。 

    大學應屆畢業生的主要不安來自就業選擇。抉擇工作的標準應該是挑起薪高、

產業有前景的工作？還是可以正常上下班、穩定的工作？或者個人感興趣的工作？

人生首次重要的職涯抉擇、且需要為個人抉擇承擔責任的時候，該選擇自己的興

趣，還是要趨向外在現實環境？ 

    30 歲以上的主要不安來自於自我與社會角色的平衡。此時已具備相當的職

場經驗、經濟基礎，但生涯發展慢慢得承擔更多的社會角色，如夫妻關係、親職

等等，生涯比重到底要考慮自己多一點，還是承擔更多一點社會角色相應的責任？ 

    40 歲以上的職場人士主要的不安同時有生理與心理的。累積二十年的工作

資歷，早形成個人觀點與判斷準則。只是在生理狀況開始衰退的狀況下，夾在教

養關係、奉養關係、夫妻關係中，同時還想要為自我再奮鬥。 

    50歲左右的職場人士主要不安是如何不被職場淘汰。勞基法修法後，1962年

以後出生者的退休年齡已延至65歲，以往超過50歲就該等退休的想法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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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科技改變職場環境，有些人甚至歷經過某一產業的興衰退場，這個年齡層

的人希冀能在職場上保有自尊的做到安穩退休。 

    研究者在職涯探索現場發現，年齡層不同但某些現象類似，職涯發展困境的

共同點往往是自我與外在之間的平衡問題，不論外在是人還是物，包括：各種關

係、社會責任、組織要求、物質需求等。其次，年紀越長的人越容易感嘆說：「如

果當初做的是感興趣的事情就好了……」、「真希望知道自己的天分是擅長做什

麼……」；若進一步探究從事興趣、天分、潛能之於個人的意義，多數參與者的

回應是：「感覺人生沒有白來這一遭」、「感覺自己比較有用」、「遇到困境也會比

較甘願」。發揮興趣、潛能、或天分之於生涯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 

    在職涯探索現場研究者若有機會透露自身曾在倫敦的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學習過占星學，往往能引發參與者好奇，引發他們興起想要透過占星學瞭

解自己的興趣、天分、潛能等的動機；也曾數次以占星學的「行運週期」（transit）

概念，引導參與者回顧與前瞻，如以木星 12 年、土星 29 年的循環為例，回顧過

往生命歷程中重要的抉擇時刻，並規劃未來的行動方案。研究者從觀察發現，以

占星學為介入方式，帶領參與者回顧、省思、與規劃行動方案，往往比職涯探索

活動更有成效。 

    基於過往學術研究背景、占星學習經驗的啟發、以及職涯諮詢活動現場的觀

察等，遂興起以心理學與成人學習理論取向探究占星學之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歷史演進過程中，總是有人相信占星學，也有人認為占星學是偽科學，相信

占星學者、與不相信占星學者，因信念不同，回應占星學的看法與行為就不同。

以下將從將從研究對象的差異性、學習歷程脈絡、研究意義與可能應用等3面相

闡述研究目的。 

一、以占星學習者為研究對象 

    占星學的批判者在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中找到的論文，多數都是否定占星學

（瞿海源，2006）。過去研究在探討星座專欄的內容時，往往都是奠基在星座專

欄的預測內容不具有科學實證基礎的先驗概念上，再去探究星座專欄流行現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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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可能原因（Adorno, 1991；Bauer & Durant, 1997；Padgett & Jorgenson, 1982；

Sales, 1973；Sugarman et al., 2011；Shein et al., 2014；Tsai et al., 2012）。 

    但星座專欄的讀者並非真正瞭解占星學的人，與占星學習者無法劃上等號。 

    占星學習者也不認為星座專欄可與占星學劃上等號。 

    占星學將每個人都視為獨立個體，星盤中提供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

才是現代西方占星學所在乎的，但真想要透過確實的占星學瞭解個人特質、給予

運勢建議，十分耗時耗力（瞿海源，2006），惟占星學使用的耗時耗力方式，可

能才是真有助於瞭解自我的方式。 

    從研究動機可知，本研究意圖從認識自我出發，探索個人因學習占星學而發

展的自我轉化的過程，自我轉化在本研究中是指個人可以因自我概念的觀點轉化，

逐漸發展出行動以平衡內在與外在的狀況。因此，本研究假設占星學是可以提供

個人認識自我、平衡內在與外在環境的輔助工具。 

    惟目前實證研究多是以星座專欄提供的內容為研究樣本，以閱讀星座專欄的

讀者為研究對象，但星座專欄提供的內容，不等於占星學提供的自我知識，星座

專欄與真正的占星學知識之間存在差異。占星專欄的讀者與實際學習占星學的學

習，對於占星學的認識也有所不同，因此兩者使用占星學的方式、對占星學的詮

釋自然不同，這或許是目前的實證研究結果總是偏向負面詮釋的可能性原因。 

    為使研究更貼近占星學的真實性，本研究將不以閱讀星座專欄的讀者為研究

對象，而是以實際學習占星學的成人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瞭解占星學協助占星學

習者的自我概念的轉化歷程。 

二、占星學習歷程中的動機與認知探索 

    社會學取向的理論、研究假設與實證結果認為：社會變遷、科技發展除提供

現代人更多的可能性，也讓外在環境的風險日增，種種因素帶給人不穩定的心理

感受（瞿海源，2006；Giddens, 1991），占星學提供正好提供個人掌控環境、滿

足形而上的抽象需求的可能（郭貞，2005；羅正心，1995；瞿海源，1993，1999，

2006 Bauer & Durant, 1997；Rice, 2003）。 

    心理學理論提出，可從動機與認知的角度瞭解偽科學是如何啟發動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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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過程。Clobert et al.（2016）的研究發現，每日星座運勢提供的資訊，確實會

改變個人認知，影響個人真實的想法、感覺、行為，閱讀星座預測是得到正面預

測內容的人，更願意好好準備去完成星座預測內容給予的認知與表現。既然每天

有千萬人將閱讀星座運勢視為每日例行公事，就有必要更瞭解星座運勢對於個人

生活的影響，瞭解引發動機與改變認知過程的機制。Shein et al.（2014）指出，

可以從質性研究的角度進一步探索喜歡從事算命的原因與動機，或許能瞭解受到

占星學影響的世代，在占星諮詢行為之後，信念與實踐改變的狀態與歷程。 

    社會學取向與心理學取向皆提到，占星學提供星座讀者一種「控制」外在的

方式，本研究之其中一項研究動機，是希望探索占星學習者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

在應用占星學於自身時，有因此更瞭解自我、進而達到自我與外在的平衡嗎？若

有，其認知改變致使自我轉化的過程為何？ 

    本研究並非意圖提供占星學是否為真的證據，而且將以質化研究的紮根理論

為研究方法，以期能歸納出成人學習者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對自我知識與自

我議題的自我轉化過程，以及後續願意展開自我轉化的行動歷程，以期對成人自

我學習能力提出不同的可能應用與觀點。  

三、研究意義與可能應用 

    Adorno（1991）認為，科學能打破星座迷思，但在教育普及、科學發展日新

月異的狀況下，每天還是有無數人在關心個人星座運勢，方式從過往的平面閱讀

星座專欄、到現今網路觀看星座預測節目，星座的流行現象並沒有隨著教育普及、

科技發展而消失，反而更日新月異、經濟產值日增。 

    逐漸有實證研究提出不同見解，認為占星學的流行現象並非科學素養低落的

指標，偽科學信念總是與正統科學知識共存，與其設計有效打擊占星學信念的策

略似乎無助益，不如正視偽科學的存在或許有其必要性（Shein et al., 2014；

Sugarman et al., 2011）；變動的社會環境中，人有追求心靈形而上的抽象需求，進

步的科學無法處理的身心靈議題，占星學等具備玄學基礎的偽科學正好填補這一

塊（瞿海源，2006；Bauer & Durant, 1997），若能正視占星學的存在，或許有助

於推展不同的研究方向與獲得實務應用可能。 

    本研究從成人占星學習者的經驗與省思中發現，學習占星學的歷程有助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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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現自我潛能、瞭解自我。成人學習者學習占星學瞭解自我後，重新定義自我

概念、展開自我實現行動的學習歷程與相關背景脈絡，與成人學習理論的轉化學

習有類似之處，瞭解這樣的歷程或有可以提供成人教育者深入研究觸發成人學習

動機、改變認知過程的相關內容。 

四、研究目的 

Giddens（1991）指出，當代社會的個人，在面對決定時刻（fateful moments）

時，特別需要迷信占卜等的幫助。Giddens（1991：112-113）對決定時刻的定義

是：對個人或是團體有特殊重要後續發展的時刻，或是當個人需從事件結果的發

展中習得什麼的時刻。個人的命定時刻往往是：需要做出困難決定、找出處理的

策略或行動方式的時刻，決定時刻甚至會讓人有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感

覺，例如，參與考試時、抉擇工作機會時、聆聽健康檢查結果時、失去財富或贏

得樂透時。但決定時刻需要決定是否冒險又與未來發展息息相關，就是在這樣的

時刻，個人最需要問天求神。Giddens（1991）認為，因現代社會的知識膨脹、分

工細緻，每個人都得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卻又是其他領域的門外漢，更是增加身

份認同（identity）的困難、決定時刻的難度，因此命運的議題在現代性中反而與

自我很有關。 

與此同時，瞭解占星學的占星師、占星學習者等，認為占星學的技術的主要

功能並非預測，而是能協助個人瞭解自我、平衡自我與環境的工具（狄雯頡、張

悅譯，2018；韓沁林譯，2010；胡因夢譯，2009）。既然外在環境的不安、變動

是不會停止的狀況，是個人永遠都需要面對處理的，那麼宣稱使用占星學瞭解自

我、平衡外在衝突對自己影響的占星學習者，是如何利用占星學完成這項任務？ 

    若占星學是能夠引發眾多學習者興趣的主題，而占星學的學習體系又有自我

實現之學習目標，應是有其可以借鏡之處。目前實務上雖不乏占星學習者的個人

經驗分享，學術研究上也不乏自我相關議題的實證研究，但是兩者的相關性學術

實證研究仍屬不足，從不同的角度瞭解占星學的流行現象，將會得到不同的應用。

故本研究意圖以占星學習者為研究對象進行自我議題的實證研究，研究目的如下： 

一、學習動機：瞭解占星學習者學習占星的背景脈絡與學習動機。 

二、轉化歷程：探索占星學習過程中自我轉化的歷程與協助自我轉化的工具或方

 



25 

 

法。 

三、轉化成果：瞭解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的成果。 

    三項研究目的相關研究問題，將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形成。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轉化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 

    Mezirow 以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研究 12 個不同的社區大學課程的婦女學

生，以「觀點轉化」（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為題，在 1978 年建構第一版的

轉化學習理論（Mezirow, 1978）。歷經 30 年的發展，轉化理論逐漸發展出不同

取向，包括：Freire 社會解放取向、Mezirow 的心理批判取向、Dirkx 的心裡分析

取向、Kegan 的心裡發展取向取向等（Baumgartner, 2001；Hoggan, 2016；Taylor, 

2008）。 

    不同的轉化學習取向著重不同。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假設是：內在觀點

與外在經驗產生衝突時，會致使個人反思經驗，思考因應策略、調整行為，反思

與行為調整會形成觀點轉化。從理論假設來看，Mezirow 著重認知與行為上的改

變，強調的是個人轉化，以個人出發重新調整個人與世界的關係（Baumgartner, 

2001；Hoggan, 2016；楊惠君譯，2002；Mezirow, 1996, 2000；Taylor, 2008）。 

    本研究意圖瞭解占星學習者在學習占星學過程中自我概念的觀點轉化，以及

伴隨自我概念的觀點轉化，個人如何平衡內在世界與外在環境的自我轉化歷程。

觀點轉化過程中，認知與行為是如何讓個人走向自我轉化是本研究的探索重點，

將以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為主要理論框架，並參酌其他轉化學習理論。 

貳、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 

    成人教育學者認為，轉化是從舊的架構到新的架構，引發個人世界觀質性發

展的改變，正面的轉化會讓個人感受到心理整合、意識到個人的存在（being），

轉化過程中個人揭露批判洞見（insight），發展出重要的理解，進而帶著整合開

始行動（Daloz, 1986：149；Boyd & Myers, 1988：262），因此現代成人教育的主

旨，在協助成人學習者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差異，在自我（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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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者（others）之間得到有意義的整合人生。 

    心理學取向認為轉化是人格的擴張與整合，唯心理學家 McAdams（1992）

指出情境因素對人格擴張與整合的重要性，因此提出透過以敘事方式，藉由敘說

「生命故事」來擴張人格進而建構身份認同（Lilgendahl & McAdams, 2011；

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 

    而後 Tedeschi 與 Calhoun（1996, 2004）與 Pals（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Pals & McAdams, 2004）同時以「創傷」的生命故事為焦點，

探索創傷事件對於人格發展的影響，提出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認為

透過敘事方式重新建構創傷的生命故事，有助於達到正面的自我轉化。自我轉化

的過程是解決個人自身衝突、或個人與外在環境衝突的內在轉化歷程；而個體因

經歷這個歷程，自我會發展出不同的自我定義、信念與價值，伴隨自我發展個人

對外在環境就會有不同的觀點，因此自我轉化是個人的自我與所處的外在環境產

生相互影響的歷程（McAdams, 1992；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 

    本研究綜合以上，將自我轉化定義為：成人能夠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

世界的差異，進而獲得平衡自我（self）與他者（others）之間的整合觀點。此為

自我轉化之定義。 

參、占星學（astrology） 

Webster-Merriam 字典對於占星學的定義是：從行星運行時的位置及其相對

角度，預測對人類事物與人間事件的可能影響（ https://www.merriam-

webster.com/dictionary/astrology）。大英百科全書則將占星學定義為一種占卜方

式，透過觀察如日、月等特定行星的運行，並且加以詮釋後預測世間事件或是人

類事件。愛好者相信，瞭解行星會對事間事物產生影響，可以預測與影響個人、

團體、國家的命運（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strology）。 

唯當代西方占星學除納入天文學基礎外，因 20 世紀初 Jung（2017）對占星

學的研究結果，使占星學受到啟發，當代西方占星師對占星學的定義與應用，有

別於上述 Webster-Merriam 字典或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當代西方占星學從觀察

行星之間的相對位置對於個人、事件、國家的 預言，轉而利用人的出生地、出

生時間和天體的位置來解釋人的性格和命運，除在解盤過程中納入大量心理學名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strolog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strology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st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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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同時納入神話學、象徵學、社會脈絡等因素。換言之，當代西方占星師對占

星學的應用，更著重於解讀個人的潛能、才華、生命模式、生命主題、習性（亞

瑟譯，2016：10, 12；胡因夢譯，2007：37-38），目的是希望引領當事人看到自

我議題、引領當事人發展自我（魯道夫、陳燕慧譯，2013：18；韓沁林譯，2010：

26-27），對於原來占星學的預測應用，轉而定義為協助當事人看到外在事件帶來

的轉機，以面對事件給予的挑戰與成長機會（胡因夢譯，2009）。 

    本研究中使用占星學一詞時，通常指稱：一、是原實證研究使用 astrology

一詞時的中文譯名；二、宣稱有系統、組織的西方占星學知識，需透過系統性

學習才知道如何解讀人格特質與相關行為等。 

肆、星座（horoscope） 

    Webster-Merriam 字典對於星座的定義是：一、特定時間，如個人出生時，

行 星 在 黃 道 上 的 相 對 位 置 圖 （ https://www.merriam-

webster.com/dictionary/horoscope）。大英百科全書對星座的定義是：在占星學中，

星座是一種天體圖表，用以顯示特定時間，日、月等各行星，以及上昇、天頂在

黃道上位置。星座用以提供現在的資訊，並預測即將發生的事件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oroscope）。 

    本研究使用「星座」一詞時，是指稱：一、原實證研究時使用 horoscope 一

詞時；二、指出現在報章、或是廣播電視等媒體，只以 12 星座分類的預測內容。 

伍、偽科學（pseudo-science） 

    偽科學的概念來自於 Adorno（1991）提出的偽理性（pseudo-rationality），

Adorno（1991）認為星座專欄並無實證驗證行星運行與人類生活關連性，但包裝

在看似有系統、有架構的知識系統底下，等同披上偽理性（pseudo-rationality）的

外衣。 

  學者認為偽科學的定義是：學說廣義科學範疇中的一項議題，宣稱具有理論

系統、具有假設、具有科學方法可驗證，細究後發現該學說缺乏嚴謹的科學方法

論，雖宣稱符合科學研究規範，卻無法達到實證的研究的規範，研究結論更缺乏

讓人無法信服的信效度（Bauer & Durant, 1997；Hansson, 2017；Kalle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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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man, 1998；Pavić, 2013；Tsai et al., 2012）。 

    與偽科學相關的重要相關議題有超自然信念（paranormal beliefs），如，投

胎轉世、靈療、飛碟、神秘儀式（occult）等（Rice, 2003），或是算命行為（fortune-

telling），如手面相、塔羅牌、星座、占卜、紫微斗數等。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推論之限制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為能獲得能夠提供相關經驗的研究參與者，將進入占星

教學場域接觸願意參與研究者，且還需確認占星學習對研究參與者確有認識自我

或自我轉化之助益。研究進行方式及研究參與者皆具獨特性，故本研究結論恐無

法全面推論至所有成人學習活動，僅能提供若干參考建議。 

貳、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紮根理論研究方法，以半結構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

以研究對象自述取得其開始占星學習的動機、學習過程中的認知改變歷程，以及

開始學習占星學以後的自我轉化經驗與行動等。 

    研究者為中文母語者，研究資料收集以英語與中文為主，研究參與者有英文

為母語者、以及英語非母語的歐洲人士與中文為母語者。研究參與者所提供之經

驗會受到幾項因素影響，包括：研究者發問問題時的英語使用精確程度，以及研

究參與者本人的語言使用習慣、回憶資料可能會有遺忘之情形或選擇社會偏愛之

內容等。故以質性研究方式獲得的研究資料，會因研究對象之經驗而有所差異，

故無法推論至所有的成人學習者。 

參、背景脈絡之限制 

    本研究將至英國進行田野調查，研究參與者使用的母語、社會制度、文化

傳統等，與臺灣成人學習者有背景脈絡上之差異，研究者透過廣納來自不同國

家的研究參與者的方式，試圖降低背景脈絡之限制，唯研究結論確有因研究對

象之文化脈絡之不同，將有難以應用至臺灣背景脈絡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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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從研究背景與動機出發，待確立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後，即蒐集與轉

化學習理論、自我轉化、占星學等相關文獻資料以確立研究問題、並發展出訪談

大綱。 

    為了解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的適切性，本研究進行前導研究，於國內採訪 3

位占星學習者。前導研究發現，首先，並非所有占星學習者都能在學習過程中利

用占星學認識自我達到觀點轉化，其原因可能有：學習占星學的時間長短、占星

教育機構課程設計重點、面對面實體學習或線上學習等占星學習方式差異，因此

本研究希望進一步精確篩選研究參與者，以瞭解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之情形。 

    為達到本研究目的，研究者於 2019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倫敦占星學

院學習占星學，以此機構為研究場域，獲得該學習機構的研究許可後，委請機

構發送研究參與招募通知，徵求有持續多年鑽研占星學之成人學習者參與本研

究，同時參酌占星學習現場之觀察筆記，修改訪談問題；招募研究者後，以一

對一的訪談方式對成人學習者與占星教授者進行深度訪談、蒐集占星學習對於

自我轉化的相關資料，而後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設計以紮根研究方法之質性研究為本研究設計。資料分析進行多元驗

證，包括交與研究對象檢正證逐字稿正確性，比對相關理論、比對不同研究參

與者之資料的同質性、相異性等，以及交於其他多元檢證者（指導教授等）進

行檢證，最後當研究者、研究對象、偕同研究者確認研究資料、對資料分析取

得共識後，撰寫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以下為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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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製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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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成人學習者的占星學學習的自我轉化歷程，其次想要瞭解自

我轉化後對於學習者的影響。文獻部分將分為三節，第一節先敘明自我與自我轉

化的相關理論；第二節探討轉化學習理論；第三節從當代西方占星學的技術中，

耙梳針對自我知識、自我轉化等議題，瞭解當代西方占星學提供的自我轉化實際

策略。最後以不同理論為基礎，比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歸納整理研究問題。    

第一節 從認識自我到自我轉化 

    群體心理學認為：變動是造成當代人類集體的不安全感的主因，社會與科技

變遷是希冀安穩生活的重要威脅，身處變動帶來的不安全與威脅中，人人需要能

夠讓自己獨立自主的調適策略或建議，心理學類的自救心理書書籍（self-help 

book）扮演這樣的角色。歷史上第一本自救心理書（self-help book）於 1859 年出

版，正好是第二波工業革命如火如荼開展時，工業革命新科技改變當時代人的生

活，作者 Samuel Smiles 將該書命名為《自救》（Self-Help），其本意是給予讀者

解決個人問題的指示，其方式是從修正個人每日行為開始（Wikipedia）。近年來

大眾心理學類別書籍常盤據臺灣書市排行榜前幾位，現代的自救心理書透露現代

人渴求相關調適策略的不安。  

    外在環境變動讓人渴求可以平衡自身發展與外在變動可能性之間的調適策

略，不同調適策略總會提醒認識自我的重要性，只有透過自我看到自己與外在之

間的關連性，才能找到調適策略，因此面對不安定狀態，認識自我是第一步。自

救類書籍的內容多是涉及的是自我心理學的範疇，特別是自我知識的部分。自我

被人格心理學、自我心理學視為是個人調適與自信的基石（Baumgardner, 1990；

Markus & Wurf, 1987）。本節將先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自我（self）的意義與自

我轉化的意義，而後探討自我轉化對占星學學習的啟發，並歸納自我轉化之於本

研究的定義。 

壹、從自我到自我追尋 

    認識自我的重要性在希臘時代業已存在，阿波羅神廟樑柱上刻著三句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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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句就是：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這裡的自己是指self。 

一、 William James 的自我論述 

    心理學領域對 self 的分析，最早起自於 William James（郭為藩，1996；Gerrig, 

2013；James, 1892；Leary & Tangney, 2003）。James 認為 self 是由 3 個部分組

成，包括：物質自我（material Self）、社會自我（social Self）、以及精神自我

（spiritual Self），3 部分的自我都是大寫 Self。物質自我分為幾個層次，最核心

的是身體，往外依序為家庭、住家、財產等；社會自我則是指個人受到周遭認可

的部分，因此 James（1892：650-661）認為，正確說來一個人會具有很多的社會

小自我（social selves），因為個人受到許多他人的認可與識別，心智中會帶著許

多不同社會自我的影響，來自於不同團體、不同人給的意見、想法都是個人在乎

的，因此具有影響力；精神自我是個人內在或是主觀存在（being），精神自我是

一種反省過程、是個人放棄往外看的觀點，變成可以主觀思考、可以視自己是一

個思考者的過程。 

    James 進一步討論「自我追尋」（self-seeking）的議題，包括有身體自我追

尋（bodily self-seeking）、社會自我追尋（social self-seeking）、精神自我追尋

（spiritual self-seeking）等 3 種。身體自我追尋是為了供給未來，而非維持現在，

因此許多本能衝動如：恐懼、憤怒等等，都是要保存自我的身體，也是為了保有

其他更廣大的物質自我；社會自我追尋的本能衝動是想要被欣賞、吸引注意、被

嫉妒、被愛、有影響力等等，簡言之就是想要被認可，人人都有被認可的慾望，

卻不表示自己「值得」被認可；精神自我追尋的衝動包括所有精神方面的進展，

不論是才智、道德、或是精神層面的。3 種自我追尋形成階層（hierarchy）排列，

身體自我位於階層最下層，身體以外的各種物質自我（material selves）與各種小

社會自我（social selves）位於中層，精神自我排列在階層最上方，人類自我尋求

的天性會引導我們強化中層的各種物質自我與社會自我，並放棄無法保留的那些

自我（James, 1892：682-726）。 

    如何意識到自我的存在？James 認為，感受到自我最深層部分時，腦中會想

要專注與省思，以便運作調節（adjustments），因此 James 對自我的定義是：自

我是自己所知覺、感受與思想成為一個人者（郭為藩，1996；James, 189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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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二、 從自我到自我概念 

    自我是心理學領域的重要議題，James（1892：650-678）的論點與後續研究

者的觀點類似。 

    第一，物質自我、社會自我、精神自我的排列方式呈階層排列，與 Maslow

（1954；1943；1976；1989）的需求階層論與 3 種自我追尋的階層排列有類似之

處，需求階層論中，與物質需求相關者排列其下，社會層面認可的需求排列於中

間，而精神自我的追尋排列在最上層。 

    其次，James（1892：650-678）區分物質自我、社會自我、精神自我 3 種自

我，此論述點出自我的多面性；James（1892：682-726）同時指出，因個人隸屬

於許多的團體，受到不同團體、他人的意見，兼之人類的自我追尋是一種天性，

進行社會自我追尋時自然期待獲得不同團體或他人的認可，這個論點同時指出自

我的形成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關係，個人不僅需要擁有穩定的自我以面對外在環境，

同時需要外在環境認識自我。 

    當代許多學者對自我的有類似看法。Markus 與 Nurius（1986）認為，自我是

許多小自我（selves）組成，這些不同的小自我並不實際存在於個人身上，而只

是一種概念，是個人期待可以獲得、或是害怕會擁有的概念，其來源可能來自於

社會期待或價值觀、人際互動等。郭為藩（1996）認為自我的形成受到個人過去

的經驗、重要他者、社會文化傳統制度等的影響而形塑自我。Markus 與 Kitayama

（2010）指出：自我的問題往往與「我是誰？」的問題有關，而這個答案往往會

來自於個人隸屬於的不同團體、組織中的熟知成員，因此自我是具有社會文化根

源。Markus 與 Wurf（1987：299-300）將不同小自我定義為一個整體的「自我概

念」結構，認為自我概念是動態的、具有改變的能力，具備有中介或調節行為的

功用以回應來自於社會環境的挑戰。 

    最後，James 點出自我具有調節作用（James, 1892：666-678）。Markus 與

Wurf（1987：299-300、306-311）提出類似看法，稱之為運作的自我概念（working 

of self concept），自我概念如果是主動的，就會運作，運作中的自我概念會持續

保持主動、會根據可使用的自我知識而改變；自我概念的運作中，最重要是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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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包括：設定目標、為產生行動作認知上的準備、以及實際的行為表現等，

以回應外在環境的需求，只是自我概念可以促進調節、也可能會妨礙調節。 

貳、從自我追尋到自我轉化 

    James（1892：682-726）的自我論述說明自我的多面性，同時指出人類的自

我追尋是一種天性，這意味著自我有改變可能，亦即自我轉化。 

    Foucault（1988）耙梳「認識自己」的實踐在歷史中的演變過程，從哲學典

籍中發現，古希臘時代最重要的倫理原則就是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意指要求人在

尋求阿波羅神諭的指示前，必須要先能自我認識。認識自我是一門技術，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which permit individuals to effect by their own 

means or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a certain number of operations on their own 

bodies and souls, thoughts, conducts and way of being, so as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 order to attain a certain state of happinesss, purity, wisdom, 

perfection, or immortality.（Foucault, 1988：18） 

Foucault（1988）的論述指出，透過認識自我的技術，就會有自我轉化的可能性，

這裡的轉化是指transform。 

    Foucault（1988）的陳述指出自我轉化的方式，包括自己的方式、或是接受

他人的協助，Foucault的陳述也提出自我轉化後的成果。不同領域的學者後續提

出進一步見解。 

一、成人教育取向詮釋自我轉化的意義 

    Daloz（1986：149）認為，轉化是從舊的架構到新的架構，引發個人世界觀

質性發展的改變；Boyd 與 Myers（1988：262）採用心理學觀點，論述轉化的意

義是：人格會有顯著改變，儘管並非所有轉化都能致使人格擴張與整合，但轉化

會使個人的心理社會發展有顯著改變；正面的轉化會讓個人感受到心理整合、意

識到個人的存在（being），轉化過程中個人揭露批判洞見（insight），發展出重

要的理解，進而帶著整合開始行動。 

    Tennant（2009, 2012）回應 Foucault 的觀點，認為成人教育正是 Foucault 指

稱的一種「他人協助」的工具。成人教育的宗旨是為成人建立可以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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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過程中，帶領成人檢驗個人的世界觀、預設、典範，將隱藏的感覺或思

想帶入覺知、重新檢視個人生命歷程等瞭解自己的教育形式與理念，業已在成人

教育領域實踐已久。Boyd 與 Myers（1988）也指出，教育在現代的開放社會扮演

的角色，旨在協助學習者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差異，對於學習者而

言，這是擴張意識，進而努力在自我（self）與他者（others）之間得到有意義的

整合人生，這樣的教育是一種轉化教育。 

二、心理學取向詮釋自我轉化的意義 

    心理學取向認為轉化是人格的擴張與整合，但 McAdams（1992）指出，人

格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往往忽略情境因素，認為要瞭解一個人的人格，最好的取徑

就是以個人的「生命故事」為題材，藉由個人敘述生命故事來研究人格，因為個

人在敘述生命故事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描述生命情境、對生命情境的認知與

反應、及後來個人反應產生的結果。個人建構生命故事意義的能力，在童年期晚

期、青少年期早期業已發展，以敘事建構個人生命故事意義的能力，有助於人格

擴張進而建構身份認同（Lilgendahl & McAdams, 2011；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敘事身份認同（narrative identity）是指個人藉由建構一段內在、變動的

生命故事，以理解自己的生命（Bauer, McAdams, & Pals, 2008）。 

    Bauer, McAdams 與 Pals（2008）指出：困難生命經驗後的情緒嚴重有礙身心

健康，Tedeschi 與 Calhoun（1996；2004）聚焦於探索生命困難經驗與自我轉化

之間的關連性的學者，同樣使用敘事方式，探索敘事方式在創傷事件上的使用及

其成果，唯其使用「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一詞，並發展出創傷

後成長量表（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Tedeschi & Calhoun, 1996），

以瞭解經歷過創傷事件者，會知覺到的自我、人際關係、生活哲學等的改變。 

    研究不同創傷環境中的創傷者，Tedeschi 與 Calhoun（2004）發現，創傷後

成長的現象會發生在不同創傷環境的個人身上，如：經驗過負面事件的大學生、

經驗過喪親之痛的成人，或是有醫療議題的成人，如，風濕性關節炎者、HIV 感

染者、癌症患者、骨髓移植者、心臟病突發倖存者、交通事故倖存者、居家火災

倖存者、性侵倖存者、難民或是遭受過挾持者等，諸如此類的各種創傷事件，往

往會挑戰個人身份認同（identity）。個人如何敘事創傷事件的過程，會受到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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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但研究中發現，能夠產生創傷後成長者，多半都有得到其所處環境的

支持，因此能夠走向自我揭露（self-closure），進而開始創傷後成長的認知過程，

因此創傷者的相關背景因素會影響創傷事件的敘事建構。 

    Tedeschi 與 Calhoun（2004）將創傷後成長定義為：在舊有的基模（schemas）

基礎上建構新基模的過程，個人在此過程中發展出一連串關於世界的信念與假設，

這些信念與假設引導行動，幫助個人瞭解創傷事件的發生源由與理由，進而提供

個人意義感與目的性。但創傷後「成長」並非是創傷的直接結果，創傷後「成長」

是個人創傷後與新現實狀況搏鬥後產生的結果，因此創傷後成長形容的是個人的

成長經驗，致使某些人不只是存活，創傷後的成長不只是回到基準狀態，甚至還

經驗極到極為深刻、重要的改變，讓個人在創傷後的現狀勝過與創傷奮鬥前的狀

態。因此 Tedeschi 與 Calhoun（2004）認為，創傷後成長的建構過程在青少年或

成人身上應用，或許會好過孩童，因為創傷成長意味著從創傷覺醒中改變，而建

立起的基模（schema）。 

    Calhoun 和 Tedeschi（1998, 2006）發展出創傷後成長模式，並嘗試建立理論

架構以解釋創傷後成長的發生過程，界定出 5 種體現創傷後成長的方式，包括：

發展出新的生命道路，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更強大的生命強度、改變生命的優

先順序，以及更豐富的內在生命與精神生命（Tedeschi & Calhoun, 2004），而這

5 個創傷後成長領域都有一個矛盾因素：個人在創傷後能獲得的成長領域得自於

失去的。 

    Pals（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Pals & McAdams, 2004）

以 McAdams（1992）的理論框架為基礎，同樣聚焦在探索生命困難經驗與自我

的影響。 

    相關研究發現，進入成人期後遭遇到的困難生命經驗，對建構身份認同無疑

是一種挑戰。而生命故事可以被視為是承載整個謎團的基礎框架，個人在敘述生

命故事的過程中，會瞭解創傷事件如何致使自我正面轉化，並且重新審視這段生

命經驗與探索調適過程，如此這一段交織過去與現在的困難生命經驗，就會被賦

予新的意義與目標，然後與轉化的自我感受整合，成為自我定義（identity-defining）

的生命故事，這一段創傷的生命故事遂能為個人織出未來，以助於自我發展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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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穩定（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進而使成人期的身份認同成熟，達

到正面的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正面的自我轉化更有助於後續中年晚

期以後的情感成熟與生活滿意度（Pals, 2006）。 

    正面的自我轉化包括獲得：自我瞭解、智慧、心智健康、信念與價值、角色

的自我界定（Pals, 2006：1093）。Pals 與 McAdams（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 McAdams, 2004）強調，困難生命經驗中往往涵蓋重要的脈絡背景，

包括文化、制度等脈絡因素，因此困難生命經驗往往涉及個人與外在環境的某些

衝突，個人生命故事的敘述是無法忽略外在環境對個人產生的衝突；同樣的，生

命中發生的成長模式和自我界定生命故事的敘事過程，也受到經濟、政治、宗教、

歷史等文化敘說因素影響，因此自我轉化的過程是解決個人自身衝突、或個人與

外在環境衝突的內在轉化歷程；同時個體因自我轉化，自我會發展出不同的自我

定義、信念與價值，伴隨自我發展個人對外在環境就會有不同的觀點，因此自我

轉化是個人的自我與所處的外在環境產生相互影響的歷程。 

    Pals（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的自我轉化，與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的創傷後成長，兩觀點的相同處在於：認同創傷對於個人自

我認同的挑戰，以及認為透過敘事方式有助於達到正面的自我轉化，唯使用不同

的名詞詮釋。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與 Pals 和 McAdams（2004）皆提出一個疑問：

創傷後發展或是自我轉化，到底是過程還是結果？ 

    兩派皆認為：創傷後成長或自我轉化不只是結果也是過程，在揭露創傷事件

後的過程中，個人因創傷事件能逐漸瞭解自我，進而因創傷事件得到正面轉化，

因此這是一個兩階段的敘事過程。在第一階段中，個人理解與驗證不平靜的創傷

事件對於自我的影響，這個敘事過程的批判論點是一種認知過程，認知到創傷事

件的負面情緒的影響；在第二階段中，個人建構創傷事件會帶來的正面結果，這

個結果應該會確認與解釋自我是如何正面的轉化（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Tedeschi & Calhoun, 2004）。 

    另一個延伸議題是，是否有任何方式，可以協助成人達到自我轉化或是協助

成人開啟創傷後成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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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指出：與他人對談、禱告、以書寫方式將事件

轉化為文字等方式，都是敘事過程中協助創傷後成長的重要促進方式

（facilitating）。Pals 和 McAdams（2004）認為：給予人們正確的指示（instructions）

有助於參與敘事過程，進而引導個人看到在創傷事件後的結果的自我正面改變；

其次，與他人對談也有類似於敘事建構的效果，因為實證研究發現，對談創造出

的背景脈絡對意義建構過程極為重要，在分享記憶的過程中，為解釋故事脈絡就

需要使故事中的意義具有關連性，因此故事的敘說者會產生意義建構過程

（McLean, 2005）；而故事的聆聽者的存在有助於故事敘說者發展敘事身份認同，

若敘事過程中有他人存在且能認同故事的詮釋方式時，敘說者更能利用該故事瞭

解自己、自己的發展歷程等（McAdams & McLean, 2013；McLean & Pasupathi, 

2011）。 

三、自我轉化的定義 

    成人教育取向認為，轉化是從舊的架構到新的架構，引發個人世界觀質性發

展的改變；成人教育幫助成人學習者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差異，在

轉化教育的過程中，個人揭露批判洞見（insight），正面的轉化有助於個人感受到

心理整合、意識到個人的存在（being），發展出重要的理解，進而在自我（self）

與他者（others）之間得到有意義的整合人生，帶著整合開始行動（Boyd & Myers, 

1988：262；Daloz, 1986：149）。 

    心理學家 McAdams（1992）提出以個人的「生命故事」為題材，透過敘事

建構個人生命故事意義的能力，有助於人格擴張進而建構身份認同（Lilgendahl 

& McAdams, 2011：393；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在此概念下，Pals

（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與 Tedeschi 和 Calhoun（1998, 2006；

Tedeschi & Calhoun, 2004）皆聚焦在困難的生命故事。實證研究發現，創傷者以

敘事方式重新審視創傷的生命經驗與創傷後的調適過程，能賦予困難生命經驗新

的意義與目標。這是一個自我轉化的過程，過程中創傷者因解決個人自身衝突、

或個人與外在環境衝突，產生內在的自我轉化歷程，而個體因自我轉化，自我會

發展出不同的自我定義、信念與價值，自我轉化是個人的自我與所處的外在環境

產生相互影響的歷程。Tedeschi 與 Calhoun （2004）認為正面自我轉化結果包括：

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更強大的生命強度、改變生命的優先順序，以及更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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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生命與精神生命，而 Pals（2006：1093）則認為是：自我瞭解、智慧、心智

健康、信念與價值、角色的自我界定。 

    不論是透過成人教育或是心理學的敘說方式，綜合上述得到的本研究的自我

轉化定義：自我轉化是過程也是結果，轉化過程中會受到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

自我轉化過程能幫助成人學習者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差異，在擴張

意識後達到自我（self）與他者（others）之間整合人生的結果。 

參、自我轉化對占星學習的意義 

    self 是心理學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Leary 與 Tangney（2003）從 2001 年 6

月的社會科學類別的期刊資料庫中，歸納出 66 個 self 字叢，最常出現的詞彙是：

self-concept、self-esteem、self-control、self-disclosure、self-actualization、self-

monitoring、self-confidence、self-awareness。Leary 與 Tangney（2003）指出，回

顧學術研究發展史發現，學術研究往往在同一時期會熱衷某一主題，以心理學為

例，1950 年代是「學習」（learning）、60 年代是「態度」（attitude）、70 年代

是「歸因」（attribution），進入 80 年代後是「認知」（cognition），但自我主題

從 70 年代至今，一直是橫跨心理學、社會學、以及其他社會與行為科學的重要

研究範疇，如 self-concept、self-esteem、self-control、self-disclosure、self-actualization、

self-monitoring、self-confidence、self-awareness 等研究一直廣受重視；時至今日，

自我相關的研究派別歧異，橫跨各領域，早已超越社會認知與社會心理學派，從

人格心理學、臨床心理學、精神科，到發展心理學、認知科學、社會學、哲學等

領域（Mischel & Morf, 2003）。 

    Baumeister（1987）耙梳文學資料、相關心理學文獻，探討自我相關議題的

歷史演變。他認為，中古時代宗教指引個人發展的各面相，自我就是要合乎宗教、

上帝的規準。16 世紀文藝復興、理性主義興起後，自我是某種內在、隱藏的空

間，與個人在公眾之間的行動有所區別，自我的獨特性逐漸為人認知。但瞭解內

在隱藏的心理實體是困難的議題，相關議題延伸集合成自我知識的議題。浪漫時

期倡導每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人人都有各自的命運與需要完成的使命，相關概念

逐漸成為自我實現的議題。過往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議題都屬於宗教統理的範疇，

但在進入工業化社會後，社會流動快速、宗教組織影響力衰退、個人主義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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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擁有選擇空間，人生不再與社會期待或宗教規範緊密相連，個人可以為自我

而活的時候，就需要重新設定自我與社會的關係，與自我相關議題日趨重要。 

    總結歷史演變，Baumeister（1987）認為自我在當代需要探討的主要議題有：

瞭解自我與形成自我概念、瞭解個人潛能並達成自我實現、平衡自我與社會之間

的關係；Lindeman（1998）指出，不論是從動機抑或是認知角度來看，Baumeister

（1987）提出的 3 項當代自我研究主題，正是占星學觸發大眾興趣的原因。 

    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認為，占星學提出個人星盤是記載天賦、潛能

的工具，提供個人瞭解潛能與可能達成的自我實現方向。其次，占星學鼓勵個人

應利用星盤與自我進行對話，以認識個人天賦、潛能、需求等，這有助於個人瞭

解自我、形成自我概念。占星學的宇宙觀宣稱，個人的經驗反應出「天上如是。

人間亦然」的宇宙觀點，透過個人行動就能夠參與宇宙的行動、實現人生，換言

之，占星學建議：透過控制個人展開的行動可讓個人活出有意義、可預測的人生，

這是鼓勵個人以行動開展自我。最後，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的實證研究

中發現，經驗到不確定性雖然會出現在學習占星學興趣上，但是占星學的資訊確

實驗證個人的自我信念，進而可能降低與不確定性相關的負面感覺，研究參與者

在上完占星課後更能增加自我控制感，這個結果指出：占星學除滿足瞭解自我的

需求，占星學的世界觀中的預測性（predictability）與控制性（controllability），

宣稱可以解釋人生風險的意義，特別在遭逢人生危機時可作為一種定錨，藉以保

護個人的焦慮。因此 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認為，瞭解自己與外在世界是

人類數千年來演化出的需求，為的是要高度的生存價值，占星學恰恰提供了這樣

的資訊。 

    從心理學取向來說，Pals 和 McAdams（2004）與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

的自我轉化研究都指出：自我轉化的歷程是處理個人自身、或個人與外在之間的

衝突，目的是想促使個人擁有穩定的自我，進而平衡自我與外在變動環境

（McAdams, 1992；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Lilgendahl & McAdams, 2011）。

唯其研究都是從個人與外在環境產生衝突、產生創傷後才展開的自我轉化過程，

換言之，衝突後的創傷是促使自我轉化的因素，那麼是否能在未有過激烈衝突的

狀況下，協助成人展開自我轉化的工具，例如占星學，以促使成人可以擁有更穩

定的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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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理學取向來說，Pals 和 McAdams（2004）與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

都認為，與他人對談有助於個人達到自我轉化的方式。唯 Pals 和 McAdams（2004）

也指出，但需要給予正確的指示。而成人教育取向中，成人學習理論中的轉化學

習中心主旨即是要協助成人學習者轉化，從成人教育取向出發，若占星學教育是

成人教育的一種，能藉助社會大眾對占星學習的興趣，讓占星學成為促使個人認

識自我的工具，將是本研究重要的應用，以協助更多成人學習者開啟自我轉化的

歷程。唯該如何正確的使用占星學協助成人達到自我瞭解與輔助成人開啟自我轉

化，是本研究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轉化教育一直受到成人教育重視，轉化教育中論及之轉化學習理論，近年來

更受到成人教育領域的重視。本章第二節將探討轉化學習理論，並討論該理論對

本研究的啟發。 

第二節 觀點轉化對自我轉化的影響 

    Boyd與Myers（1988：261）指出，可以協助個人認識自己內在世界與外在世

界的動力、擴張意識、並且走向整合自我與他者關係而獲得有意義人生的教育，

被稱之為轉化教育。而轉化學習是近幾十年來成人教育領域中，廣受重視與探究

的成人學習理論基礎。 

    Mezirow 在 1978 年提出轉化學習理論，被視為成人教育領域第一個完整理

論基礎的成人學習理論，於 90 年代蓬勃發展（楊惠君譯，2002）。除 Mezirow

外，尚有許多學者提出其轉化學習觀點，使後續學者對轉化學習理論的取向有不

同的歸類。以下將先敘述 Mezirow 理論框架中的意義建構與觀點轉化理論，而後

整理不同的轉化學習理論取向、探討相關實證研究，最後探索理論與實證研究之

於研究問題的啟發與省思。 

壹、意義建構與觀點轉化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中心是成人重新建構生活經驗、再創造經驗的意義

的方式，經驗是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的重要媒介，Mezirow（1985, 1990, 1991）

指出，人性最根本的需求，就是瞭解經驗的意義，學習是重新詮釋經驗的機會，

學習的目的是使成人學習者有能力瞭解經驗、意識到生活中的各種價值觀，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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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能在詳細闡述經驗、詮釋經驗的意義後，會建構經驗的新意義。 

一、經驗與意義觀點 

意義的生成與經驗息息相關，Mezirow（1990, 1991）解釋，與外在人事物接

觸產生的經驗，個人會反覆解讀（interpret）與建構（construct）這個經驗，而後

賦予經驗意義；意義的生成會受到傳統、價值觀、信念等等的影響，而後形成慣

性期待（habitual expectation 或 habits of expectation）。慣性期待共有 2 種，一是

意義基模（meaning schema），一是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意義基模

是一組特定的期待、信念、感情、態度和價值判斷，是用慣常、立即可解讀意義

的規則，往往帶有「如果、那麼」的關連性，例如：「如果餓了，就需要食物」

（Mezirow, 1990, 1996, 2000）。意義觀點的論述很早就出現在 Mezirow 的研究

中，他認為意義觀點是：文化與心理假設的結構，在此之內新經驗會受到個人過

去經驗的同化或轉化（Mezirow, 1985），意義觀點也是：個人典範（paradigm），

包括認知、意動與情感三範疇，能夠讓人找到行動的位置（Mezirow, 1985），意

義觀點：具備廣泛、一般性的定位傾向，藉此過濾及詮釋這個世界（Mezirow, 1996），

Mezirow 的觀點轉化欲轉化的是意義觀點。 

    Mezirow（1991）將意義生成與經驗的相關性分成 2 個階段。首先是在成人

期之前，包括嬰兒時期、孩童時期、或青少年時期等，此時個人生理發展未臻成

熟，尚未獲得完全自主行動的能力，此時經驗與意義的關係是：成人將社會制度、

文化傳統等的意義，藉由經驗傳遞孩童、青少年，因此孩童、青少年是從周遭成

人處獲得經驗的意義；進入成年期以後，個人獲得自主行動的能力，便能自行賦

予經驗意義，甚至進一步要驗證與詮釋成人期之前所獲得的某些經驗意義。  

二、扭曲的意義觀點 

    Mezirow（1991）以紮根研究的研究方法得到的轉化學習 10 階段，指出個人

開啟重新詮釋經驗意義的關鍵，往往是在遭遇困境時感受到「經驗到扭曲的困境」

（disorienting dilemma）。 

    Mezirow（楊惠君譯，2002；Mezirow, 1991, 1994, 2000）對「扭曲的困境」

的定義就是：觸發反思的事件，強迫個人質疑不合宜的觀點，例如，喪親、工作

轉換、罹病等被視為危機的特殊生命事件或生活經驗。扭曲的困境或危機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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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觸發個人重新建構經驗的意義，讓個人觀點轉化的契機，個人需要可以與扭曲

困境或危機經驗對話的方式。但造成的轉化的「觸發事件」（trigger event），可

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epochal event），也可能是「日益增加的洞見」

（incremental insights）（Mezirow, 2000：21）。 

    需要被轉化的前成人期經驗會被觸發，Mezirow 認為這些經驗背後的意義觀

點有所扭曲（distortion）；扭曲的意義觀點是一種限制，當成人以扭曲的意義觀

點觀看現實時，會趨於武斷、缺乏接受度、阻礙經驗整合（Mezirow, 1991：118）。

Mezirow（1990, 1991）提出 3 種扭曲的意義觀點也是 3 種觀點限制，包括：知識

扭曲（epistemic distortion）、社會文化扭曲（sociocultural distortion）、心理扭曲

（psychic distortion）。 

    知識扭曲是指有關知識的本質及知識使用上的扭曲（Mezirow, 1990, 1991）。

例如，習於紙本作業的員工，可能會懷疑電子版本文件的可靠性。社會文化扭曲

是指充斥在權力與社會關係中習以為常的信念系統，特別是因制度而廣被認可、

因此強加在人身上的信念系統，形成因素是社會及語言會形塑和限制個人知覺與

理解的機轉，如內隱的意識形態、語言遊戲、文化譯碼、社會規範、角色與習慣、

各種理論與哲學（Mezirow, 1990, 1991）。例如，父母教導的性別角色期待，可

能會隨社會發展不再適用。心理層面的扭曲是指阻礙行動的種種心理議題，心理

扭曲製造出感到痛苦的感覺及行為習慣，這些感覺、行為習慣是在童年創傷後產

生的自我防禦方式，但在成年期防禦功能業已失效，但卻產生限制（Mezirow, 1990, 

1991）。例如，以漠視處理家庭中的重男輕女狀況，不一定能以漠視處理職場上

的男女不平等議題。 

三、轉化學習促使觀點轉化 

    以Habermas的3種學習旨趣出發，Mezirow發展出工具學習、溝通學習、轉化

學習3種學習方式，因特性不同，反思的方式與反思的標的有所不同。工具學習

是透過任務導向（task-oriented）之問題解決方式而得的學習，主要針對問題做內

容反思（content reflection）；溝通學習是學習去理解他人的意思，以及當我們嘗

試以語言、書寫、戲劇、電影、電視及藝術以分享理念時，自己也能夠被理解，

因此溝通學習中的理解需要評估文字背後的意義、關連性、真實性、以及溝通的

恰當性，溝通學習會進行過程反思（process reflection），即所使用的問題解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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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檢核；轉化學習是學習瞭解自己與他人的觀點，及自己與他人對於問題所設

的前提觀點，轉化學習主要是進行前提反思（premise reflection），問題受到質疑

時，前提反思就會發生，以轉化受到扭曲的意義觀點（李素卿譯，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 

    前提反思促使個人產生意義觀點的轉化，前提反思中產生的批判自我反思過

程（critical self-reflection）被Mezirow（1981, 1985, 1991）稱為觀點轉化（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觀點轉化過程中，學習者意識到知識扭曲、社會文化扭曲、心

理扭曲的預設結構，是如何限制個人感知，只有瞭解到自己看待自己、看待關係

的方式與源頭，才能重新建構預設與觀點，進而獲得更廣泛、更整合的觀點。 

    Mezirow（2009）認為，轉化學習是透過工具學習的證據收集與溝通學習對

話的推論過程，而生成的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推論兼具演化與評估信念

的過程，成人在轉化學習中推論評估意義結構、確認意義結構、再重新生成意義，

因此轉化學習是理性、後設認知的推論過程，以轉化扭曲的意義觀點。扭曲的意

義觀點背後呈現文化因素的脈絡，如意識形態或宗教、政治、階級、種族、性別

等議題，成人學習者在轉化學習的過程中因批判反思而學會不理所當然地支持某

個假設觀點。Mezirow（1991：161）指出：觀點轉化會讓人瞭解社會關係、文化

是如何形塑自己的信念與感覺，並為自我增能，進而有更多功能性的策略與資源

展開行動。 

貳、不同取向之轉化學習理論 

    除 Mezirow 外，許多學者以不同取向提出其轉化學習觀點，Taylor（2008）、

Hoggan（2016）等歸納整理出 4 種主要的轉化學習的類別，以下將分述此 4 種轉

化學習的理論取向、轉化學習階段、及轉化學習的成果（outcome）。 

一、社會解放取向的轉化學習 

    巴西教育家Freire的解放教育思想在1970年代引起全球關注。Taylor（2008）

與 Hoggan（2016）將 Freire 的取向稱之為社會解放取向（social emancipatory 

approach）。 

    Freire 為社經地位低下者進行識字教育工作，Freire 相信教育的目的就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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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想要達到解放，必須轉化學習者的意識，Freire 將這個過程稱為「意識覺

醒」（conscientization），意識覺醒是批判意識的發展過程、也是解放的過程，

是指某一團體或階級覺察到自己是受到不公正的社會實踐、規範、體制所驅使的

客體，但在批判意識的發展過程中會逐漸感知到自己是主動的主體，因此產生想

要改變迫害自身的社會結構的意圖，而得到解放；在意識解放過程中，團體或階

級也覺察到自身擁有的文化、政治認同、社會角色等，便能同時從自我輕蔑中解

放（李瑛等人，2018：172；Hoggan, 2016；楊惠君譯，2002；370）。 

    意識覺醒是 Freire 的轉化學習成果，達到意識覺醒共有 4個階段： 

（一）神奇的意識（magic consciousness）：個人意識最薄弱的層次，無法全面瞭

解事情的因果關係，而是帶著宿命的簡化觀點看待事情的因果關係，將事

實歸諸於超自然的力量，並認為人只能服從此超自然力量，任由外在力量

主宰（引自李瑛等人，2018）。 

（二）素樸的意識（naïve consciousness）：個人察覺到自己對生活或許具有些許

主控權，開始質疑事物的現狀，會對事物產生爭辯，但仍會以前一階段的

神奇的意識的方式解釋因果關係（引自李瑛等人，2018）。 

（三）批判性可及的意識（the critical transitive consciousness）：個人感知到問題

時，在分析問題的因果關係時，會試圖避免已存在的概念，能深入解釋問

題，並驗證發現加以驗證，開放修正，主動見夠不同、或許更公平的真實

（引自李瑛等人，2018）。 

（四）政治意識（political consciousness）：意識到自己與他人都處在共同受壓迫

的處境，因此集結力量共同面對壓迫的課題，企圖影響政治決策（引自李

瑛等人，2018）。 

    Freire 倡導的意識覺醒是包括權力階級從教師到學生的全部改變。他提倡提

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其教學法是透過與學習者對話、提問促

進分享，學習者分析有問題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讓學習者產生批判性反思，

以便能喚醒學習者的意識，其目的是要將現實去神話，意識覺醒的過程中，被壓

迫的階級感受到自己被更大的社會結構壓迫的過程。社經地位低下的學習者用不

同的方式看到自己的處境與世界，是能為他們的觀點增能，幫助學習者發展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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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動參與改造自己所處世界的觀點、技能、信心，而不要被動的接受現下的社

會結構與社會實踐，進而對問題創造自己的解決之道，最後以行動改變自己的世

界。Freire 的理論認為，個人增能（personal empowerment）與社會轉化（social 

transformation）是相互交錯、無法分割的過程（李瑛等人，2018；Baumgartner, 

2001；Freire, 2000；Hoggan, 2016；楊惠君譯，2002）。 

    Mazirow 與 Friere 在界定成人生活中學習的性質時，都強調個人內在意義和

思維架構，因此兩取向都強調：只要能對隱藏的預設、偏見、信念和價值有批判

反思，就能帶來改變（李瑛等人，2018）；對 Mezirow 而言，批判反思後的改變

可能是個人的決定或行為改變，也可能是社會解放行動；但對 Freire 而言，批判

性反思會帶來社會行動的實踐（李瑛等人，2018；楊惠君譯，2002）。 

二、心理批判取向的轉化學習 

    Mezirow 在 1970 年代從婦女解放運動出發，以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研究

12 個不同的社區大學課程的學生，以「觀點轉化」（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為題，建構第一版的轉化學習理論（Mezirow, 1978）。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

受到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批判詮釋學與建構主義取向的影響，Taylor（2008)與

Hoggan（2016）因此認為 Mezirow 的取向為心理批判取向（psycho-critical 

approach）。 

    Mezirow（1978）的理論假設是：內在觀點與經驗不調和時，個人會反思經

驗、思索因應策略，反思與行為調整後會形成觀點轉化，因此觀點轉化是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的學習成果，觀點轉化是指：個人會變得更能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默

會前提假設與期待，並會在詮釋時做出相關評估（Mezirow, 1990: 14）。 

    Mezirow（1991:168-169）提出轉化學習會經歷 10 個階段，包括： 

（一） 經驗到一種失去方向的兩難困境：這是只失去所愛的人、換工作、生病

之類被視為危機的特殊生命事件或生活經驗，應用過去解決問題的策

略，已經無法解決這個危機。 

（二） 罪惡感或羞恥感的進行自我檢驗：學習者因為危機開始自我檢查，檢查

通常會伴隨著罪惡感或羞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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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估：對知識的、社會文化的、或心理的假設進行批

判性評估。 

（四） 認知到個人的不滿和轉化的過程是可以與人共享的，而且他人也可能

經歷過相同感受。 

（五） 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 

（六） 規劃行動的計畫。 

（七） 學習執行計畫的知識和技巧。 

（八） 努力嘗試新的角色。 

（九） 在新的角色和關係中建立自信。 

（十） 以新的觀點作為重建個人生活方式的技巧。 

    Mezirow（1990）指出：意義建構是指建構、詮釋某一經驗的意義，隨後使

用該詮釋做為決策或行動的指引時，就從意義建構的過程就會變成學習的過程。

從上述轉化學習 10 階段看，階段 5 至 10 就是學習過程。Mezirow（2000：19）

認為轉化學習的成果是改變個人的意義生成的慣性機制，這種改變他認為不只是

變得更好，而是會具備更廣泛、更區辨、更開放的情緒，並且更有能力改變、省

思與自我導向。 

    Mezirow 與 Freire 都是透過教育為成人學習者增能，其教學法都認為，透過

對話可以促進分享、批判性反思，可以喚醒意識，唯 Mezirow 著重個人轉化，透

過經驗的轉化強調個人在認知與行為上的改變，在個人的基礎之上關懷個人與世

界關係（李瑛等人，2018；Baumgartner, 2001；楊惠君譯，2002；Mezirow, 1996, 

2000）。 

三、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 

Boyd（1991）與 Dirk（Baumgartner, 2012；Dirkx, 1998b）以 Jung 的精神分

析學派為基礎，Taylor（2008）與 Hoggan（2016）因此將之歸類為精神分析取向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Jung 認為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是剝除包裹在自我外面的虛假人格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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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讓意識與無意識相互融合形成自我，個體化是精神上從死到重生的

過程。Jung 的個體化理論認為，當個體注意到內在聲音並與外在環境產生對話

時，會產生自我領悟（self-realization），因此與他人互動可加速個體化的進程。    

至於精神（psychic）的死亡與重生經驗，可以透過 2 種方式瞭解：一是解析夢或

是畫作，因為 Jung 相信夢境或畫作中承載著從無意識中流出的事物；二是神話

中的象徵與原型（archtype），因為 Jung 認為神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類經驗所

創造與集結產生的集體無意識。只是個體化的進展並不會穩定出現，若能因持續

個人反思，重複的議題會固定出現，才會一再觸發個體化進展（Jung, 1966；Saul, 

1991）。 

個體化是一生的過程，成人教育可以成為促使個體化發生的其中一種工具，

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便是以 Jung 的個體化發展為基礎。對精神分析學派的

轉化學習而言：轉化是指人格中一連串心理改變，個人轉化是指人格改變（Boyd, 

1991：203）。 

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與心理批判取向的轉化學習有許多相異處。首先

Mezirow（1991：168-169）描述轉化學習的 10 階段起自於因某一觸發事件產生

面臨扭曲的兩難；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認為，個人的扭曲兩難往往出現在個

人生命史中（Boyd, 1991）。 

Mezirow（1991：168-169）描述轉化學習的 10 階段，是以批判對話與他人

產生連結，個人進而產生反思。但精神分析取向並無反思過程，也無轉化學習的

歷程階段，而是重視想像力、象徵等在學習過程中的促進角色。Boyd（1991）認

為：神話是一種象徵語言，扭曲兩難中具有尚未被辨識出的神話原型或象徵，那

正是兩難經驗的本質，神話中的原型或是象徵，提供成人學習者意識到影響人際

關係與個人行為原始模式的機會，因此神話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能扮演穿越時

空的橋樑，將個人的某一經驗與某一可昇華的意識串連起來。當個人意識到神話

中的原型或象徵，與個人的兩難經驗事件、日常生活的種種決定模式之間的相關

性時，就有機會促進開展個體化。這種經驗轉化過程就是個體化的過程，個人可

因此進一步拓展意識，促使人格成熟（Boyd, 1991；Saul, 1991）。 

因此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透過分析個人的經驗，帶領成人學習者專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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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意從個人的情緒、夢境、幻想等無意識湧出的訊息，意圖以想像力、象徵

等拓展個人 ego 的意識，希望 ego 能夠更覺知到無意識、以及無意識的影響力，

透過反思自我的精神架構，如 ego、陰影、人格、集體意識等達到終身自我瞭解

（Taylor, 2008）。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成果，是要建立與開展個人與無意識

之間的關係，要使個人的內在與外在世界日益整合，才能更成為一個全人、更具

有自覺、擁有更多的真實性（Baumgartner, 2001；Dirkx, 1998b, 2012；Hoggan, 2016）。         

四、心理發展取向的轉化學習 

    Kegan（2000）是以建構發展心理學（constru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為理論基礎，Taylor（2008）與 Hoggan（2016）將 Kegan 的轉化學習歸類為心理

發展取向（psycho-developmental approach）。 

    Kegan 認為，轉化學習的成果不應該只是具有「改變」（change），甚至學

習者有「劇烈」改變都不能稱之為「轉化學習」，因為不論學習者改變的是知識

增加、自信心增加、自我感知改變、學習動機增進等，這些改變即便重要、是教

師應該協助學習者達到的，但學習成果很可能是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

改變，而非觀點轉化（Kegan, 2000：48）。 

    心理發展取向的轉化學習，將轉化學習視為是終生持續的成長歷程，其中心

觀點是：轉化並非是行為改變、知識量改變，轉化是認識（epistemological）方式

的改變，意指個人意義生成方式的改變，特別是指建構主體與客體關係的意義的

方式；心理發展取向也很重視關係的角色、個人脈絡的影響、以及轉化學習中的

整全瞭解方式。Kegan 認為，主體是擁有思想與感覺的個人，客體是個人訴說與

擁有的思想、感覺。轉化學習是要支持學習者發展「認識」方式，讓學習者可以

看到客體、為客體承擔責任、反思客體、控制客體、與客體融合等，這樣的「發

展」過程包括：改善個人的自我意識，能辨識出主體與客體，慢慢地主體能夠反

思客體、認同客體、甚至影響客體，Kegan 宣稱，當個人建構的世界意義有劇烈

改變時，這樣的學習成果才能被稱之為有「轉化」（Kegan, 2000：50-53；Taylor, 

2008）。 

    Kegan 認為主體、客體關係的意義的重新建構發展中，在受到生命經驗或是

同儕監督的挑戰時，個人會持續感受到一種有效性時，這才是轉化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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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ggan, 2016）。Kegan（2000：53-69）的轉化過程有 5 個階段： 

（一） 孩童時代：想像、好奇心的思維模式，是社會感知的發展時刻（Kegan, 

2000：61）。 

（二） 工具思維（Instrumental mind）階段：人生前 20 年左右的時間，此時多

數孩子、青少年、或成人的思考模式、行為等都是照著父母的價值觀所

要求的思考（Kegan, 2000：61、64）。 

（三） 社會化思維（Socialized mind）階段：兒童時期晚期開始發展出這種認

識方式，此時兒童會開始對某一些社會關係感到興趣，不再把滿足自身

需求當作主要目標，因此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逐漸要從關注自我，轉變到

重要他者對自我的關注（Kegan, 2000：64）。 

（四） 自我身份思維（Self-authoring mind）階段：青少年時期開始發展出這種

認識方式，持續發展至成人期。這個階段多數人都需要、也想要被讚揚、

被認可，但若是能夠發展出批判反思的能力，就能夠建構個人的思維模

式，形成自己的看法，而較為願意主動承擔責任、主動行動（Kegan, 2000：

64-65）。 

（五） 自我轉化思維（Self-transforming mind）階段：成人教育文獻中常常提

及的自我導向學習者（self-directed learner），能夠驗證自己、驗證文化

制度等，以瞭解該如何將自己的感受與他人的感受區分開來，因此能夠

重視自己應該重視的，從自己想要的之中區分出自己應該要的（Kegan, 

2000：65-66）。 

五、小結 

    從理論取向、轉化學習歷程、轉化學習成果，整理如表1。 

    綜合以上可知，除精神分析取向外，其他3類取向皆有論及觀點轉化之發展

歷程，只是轉化的階段歷程有所不同。提出轉化歷程的3類轉化學習理論，僅

Mezirow的心理批判取向提及能促使轉化發生的觸發事件。 

    其次，除Freire的社會解放取向強調學習者在社會結構中意識到社會的不公

平狀態，著重在解放個人意識後產生社會改革行動；其他學者多重視個人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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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zirow的心理批判取向著重於個人認知層面批判反思產生的觀點轉化；Boyd與

Dirk的精神分析取向與Kegan的心理發展取向都強調的是轉化學習中非理性的層

面（Baumgartner, 2001），但Kegan還強調關係、個人脈絡對轉化的促進（Taylor, 

2008）。 

    最後，每一取向都認同可以教育的方式促使成人學習者開啟自我轉化，唯採

用的教學方式有所不同，社會解放取向與心理批判取向倡導以對話的方式促使成

人學習者轉化，而精神分析取向則認為繪畫、攝影、甚至神話等都是可促使成人

學習者轉化的輔助。 

表 1 不同取向之轉化學習比較 

理論取向 代表學者 轉化學習成果 轉化歷程 

社會解放取向 Freire 意識覺醒 4階段 

心理批判取向 Mezirow 觀點轉化 10階段 

精神分析取向 Boyd、Dirk 意識拓展 無 

心理發展取向 Kegan 發展意識中的主體與客體 5階段 

整理製表：研究者 

參、不同轉化學習取向的共同論點 

    Dirkx（1998a）歸納不同學者提出的轉化學習理論觀點，整理出3項共同的論

點包括：意義的重要性、自我與社會的對話、實現意涵，試分述如下： 

一、 意義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 

    不同的學者雖有不同理論取向，但都強調意義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 

    Knowles（1980）指出：成人教育學的其中一項前提，就是成年人本身具備

深而廣的經驗，可作為自己與他人學習的資源。但轉化學習不只是引領成人學習

者闡述、理解個人看待社會的經驗，更是帶領成人學習者質疑在社會經驗中的假

設、信念、價值，成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在其他學習者、教育者的支持下，

挑戰那些假設、信念、價值，並且重新建構意義（Dirkx, 199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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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與社會的對話 

    轉化學習觀點都強調在學習過程中，個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 

    以轉化學習觀點為基礎，欲重新建構意義的經驗，多是來自於在社會中所獲

得的經驗，這樣的經驗多與社會價值、傳統觀念有關。為了培養轉化學習，學習

過程必須瞭解學習者在不同脈絡中的自我，還有自我所生存的社會脈絡對個人定

義經驗內容的影響性。轉化學習學者都認為自我與社會、文化的脈絡息息相關，

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孰輕孰重，因理論觀點著重不同而各有所重，但轉化學習希

望帶領成人透過學習重新建構經驗的意義，進而重新建構自我，這樣的自我才是

主動的自我、有強烈動力（agency）的自我，會為居住的社會行動、能創造居住

的世界（Dirkx, 1998a）。 

三、 實現（Actualization） 

    轉化學習強調觀點轉化以達到個人的自我實現或社會改革的社會實現。 

    身為社會一分子，成人受到社會文化價值的形塑或限制。轉化學習力圖區辨

形塑或限制因素，不論是帶領成人學習者反思、重新建構個人經驗，或是透過職

業教育讓成人學習新技能或某些工具知識，以維持個人專業能力等，都能提供成

人重新建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某些成人教育者強調社會結構的重要性，因此轉

化學習需要轉化的是這些結構，才能讓大眾意識到更為公平、正義社會的重要性，

進而達成社會實現。某些成人教育者則指出個人轉化就深具意義，個人轉化達成

自我實現，就能間接造成社會改變（Dirkx, 1998a）。 

    偏向「自我」實現觀點的成人教育者指出：學習過程中的觀點轉化能為成人

學習者自我增能，如 Tennant（2005, 2009, 2012）認為，成人教育中的職業訓練

或是博雅教育，目的都是為自我增能；而成人教育中蘊含不同形式的教學目標與

實踐已久的教學方法，如檢驗個人的世界觀、預設、典範，或將隱藏的感覺或思

想帶入覺知，或重新檢視個人生命歷程，都是認識自我的方式，目的是協助成人

建立發展基礎，自我增能協助成人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變動狀態，進而為自己、

為自我實現行動。因此，Dirkx（1998a）歸納出的轉化學習理論的要點指出，轉

化學習是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習者的觀點轉化，重新定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後展

開行動，才能同時在達成自我實現時，實現更公平正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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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轉化學習實證研究 

    從前述不同取向的轉化學習論點中可以發現，轉化學習是因為某一經驗或事

件觸發下，挑戰過往瞭解世界或是解讀事件的方式，反思後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

更進一步得到引領未來行動的觀點。本研究探討成人學習者在學習占星技術的過

程中，有機會再次解讀、建構、釐清個人的自我概念的意義觀點，這個學習過程

首重瞭解個人認知過程的改變，故選擇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為理論框架。其

次，本研究試圖瞭解引發成人學習者學習占星學的動機，以及占星學習的自我轉

化歷程、促使自我轉化的工具或方式、自我轉化的成果等，因此本研究將分此 5

項討論相關實證研究，包括：觸發事件、促進轉化學習的工具或方法、轉化學習

歷程，轉化學習成果與轉化學習的持續性。 

一、觸發事件 

    從上述轉化學習 4 種取向的討論中發現（Hoggan, 2016；Taylor, 2008），

Mezirow 的心理批判取向提及促使轉化發生的觸發事件，Mezirow 的轉化學習階

段起自於扭曲的兩難，這是個人進入轉化學習的觸發事件（Mezirow, 1994：223），

例如：喪親、工作轉換、罹病等被視為危機的特殊生命事件或生活經驗。 

    因此實證研究都意圖瞭解特殊生命事件觸發是否有助於觸發轉化學習。例如，

Mälkki（2012）訪談無法生育婦女，在面對預期之外的無法擁有孩子的狀況下，

產生轉化學習歷程；Magro 和 Polyzoi（2009）的跨國研究，訪談加拿大與希臘兩

地的難民，成為難民的身份轉變促使研究參與者產生轉化學習；以及 HIV 確診

的研究參與者產生轉化學習者的 3 篇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

（Courtenay, Merriam, & Reeves, 1998；Courtenay, Merriam, Reeves, & Baumgartner, 

2000；Baumgartner, 2002）。Van Schalkwyk 等人（2019）歸納整理美國、英國、

澳洲的相關論文共 99 篇，其中多數論文論及觸發事件是特殊事件或特殊經驗，

而這些經驗又與罪惡感與恐懼有關。 

    但有學者從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轉化學習不一定如 Mezirow

（1994：223）聲稱轉化學習起自於單一的特殊生命經驗的觸發事件。Taylor（2000）

回顧整理 45 篇以轉化學習為理論框架的研究，注意到轉化學習的過程往往是逐

漸累積而產生的（incremental）。Taylor（1994）從跨文化素養實證的研究中發現，

觀點轉化可能出於長期累積，逐漸瞭解另一文化後而觀點改變，因此 Taylor（1994）

 



54 

 

將觸發事件、或 Mezirow（1991：168-169）的扭曲兩難階段視之為「預作準備」

（setting the stage），是為後續改變預做準備的階段，不一定會發生特殊生命經

驗事件。Kovan 與 Dirkx（2003）的看法與 Taylor（1994）類似，認為不一定是

觸發事件就能產生轉化學習，可能需要經歷長久、甚至數年的準備才可能觸發轉

化學習，因此扭曲的兩難是對個人生命的一種態度或是立場。 

    這個觀點在獲得一些實證研究支持。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

歸納出 HIV 確診病人的轉化學習歷程共有 5 階段，在第一階段的最初反應期

（initial reaction）內，HIV 確診患者仍會用舊有不健全的行為模式面對確診，例

如，酗酒，此時的混亂不只有認知上的，情緒、行為也處於混亂狀態，認知混亂

時就會湧起情緒、進而行為失控。蔡怡君（2012）以 3 位曾獲自然科學博物館榮

譽教師之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個人學會利用博物館之成功經驗與觀點

突破轉化之歷程，發現單一事件與長期累積逐漸致使轉化同時存在。Mälkki（2012）

對無法生育婦女的質化研究更發現，觀點轉化不會只有發生一次，反思會有 2 個

階段，最開始事情緒觸動反思，此時即便個人的前提假設改變了，後續與重要他

人的接觸過程中，當雙方的觀點有所差異時，社會結構會再次觸動反思，轉化個

人的前提假設。Nohl（2015）的實證研究訪談 80 位德國人，其研究發現轉化學

習起自於「無法判斷的開端」（nondetermining start），這是一段過程，並無發現

特殊的生命危機。Laros（2017）的研究以德國移民女性創業家為研究主體，試圖

瞭解扭曲兩難發生前的階段，亦即扭曲的兩難的「前兆」（precursor），研究發

現德國女性移民企業家在轉化學習產生前還存在 2 個學習階段，包括：準備階段

（preparation phase），以及決定階段（decision phase），在此 2 階段中，研究參

與者是「加強」現存的前提信念，而非質疑前提信念。 

    隨著實證研究增加，Mezirow 也認為造成的轉化的觸發事件，可能是具有重

大意義、戲劇性的單一事件（epochal event）使得洞察改觀，也可能是一連串相

關的觀點，長期積累增加（increment），促使轉化開展（Mezirow, 2000：21；Taylor, 

2000：300）。 

    近來有實證研究試圖瞭解，特殊生命經驗事件融合相關教育課程對轉化學習

的影響，例如：Strange 與 Gibson（2017）將海外學習視為是一種變更環境帶來

的觸發，因此意圖探討海外學習課程的時間長短，與轉化學習與經驗學習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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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Taylor 和 Hill（2016）的研究試圖瞭解：面對可能失去孩子監護權的挑戰的

觸發下，親職教育課程是否有助於被法院強制參與親職教育課程的成人，產生親

子教育信念的轉化學習。 

    Tsimane 與 Downing（2020）探討醫療教育中以轉化學習為理論框架的實證

論文後建議，醫療課程的教學設計可特別加入觸發事件，例如：不安的情況、經

驗扭曲的兩難、挑戰個人世界觀等的醫療事件等，用以觸發醫學護理領域學生的

轉化學習。         

二、促進轉化學習的工具或是方法 

    Taylor 與 Cranton（2012）指出，轉化學習過程中有 3 項重要主題：經驗、

批判反思、理性言談（rational discourse），亦即：轉化過程始於實際經驗，如前

述 Mezirow 提到的觸發事件（Mezirow, 1994：223）。唯經驗尚不足以開啟轉化

過程，批判反思才能開啟轉化過程，成人學習者過去賴以詮釋經驗的前提與信念，

還需以批判反思進一步質疑，才能轉化觸發事件的經驗。促使批判反思的工具是

理性言說（rational discourse），成人教育者透過理性言談促使經驗產生批判反思、

進而開展後續行動（Baumgartner, 2012；Taylor & Cranton, 2012；Taylor & Hill, 

2016）。 

    Mezirow（1994：225；2000：14；Mezirow：2003）的言說（discourse）是指

對話（dialogue）。個人會從成長方式、生活文化、先前習得的能力中歸納出參考

架構（frame of reference），用以詮釋個人經驗或是所見所聞（李素卿譯，1996：

30）。言說內容的主題是某一特定的參考架構，參與者以對話辯證自身對該參考

架構的想法，進而驗證信念、感受、價值，言說讓參與者與他人積極對話，目的

是促使對話者能更加瞭解某一經驗。促使言說產生的環境需能讓參與者感受到信

任、安全；言說參與者需具備覺察、同理心、清楚的思考，願意保持開放的心態

懸置未成熟的判斷，以同理心聆聽彼此，歡迎相同與相異觀點，並準備好進一步

瞭解言說中的參考架構，與其他參與者一起找到共同認同的觀點（Mezirow, 2000：

11-12；Mezirow, 2003）。 

    Mezirow（2000：11-12；2003）認為言說的環境對轉化學習會有影響，Van 

Schalkwyk 等人（2019）歸納整理美國、英國、澳洲的相關論文共 99 篇，其中多

數論文指出：轉化學習的發生往往都是在不同的場域中，特別是在教室以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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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特別容易輔助轉化學習發生。Greenhill, Richards, Mahoney, Campbell 與 Walte

（2018）的研究探討環境差異對於轉化學習的影響，以 5 年的長期追蹤研究訪談

20 位醫學系學生各 6 次，在 3 種醫療環境不同的機構各工作 3 年，研究歸納整

理出 6 項轉化學習成果，但同時發現在某一醫療環境工作的學生確實較難產生其

中某 2 項轉化學習成果。Bullen 和 Roberts（2018a）則將環境鎖定在課室內，試

圖找出促進轉化學習的變項，包括：環境因素，如師生關係（student-teacher 

rapport）、課室環境（classroom environment），以及個人因素，包括：學習方法

（learning apporach）與批判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共有 336 位學生完成前、

後測，研究發現，批判反思是促使轉化學習最重要的變項，而老師經營師生關係

與課室環境的能力，對於學生發展批判反思的能力大有影響。 

    Bullen 和 Roberts（2018 a）證實批判反思被視為是開啟轉化過程的關鍵；但

言說是促進批判反思的方式，在教育環境中納入言說相關的學習活動，如討論、

故事敘述等，可培養學習者與有類似情況他人的連結，促進學習者在正規教育環

境中產生批判反思，進而促進轉化學習（楊惠君譯，2002：368；Taylor & Cranton, 

2012；Taylor & Hill, 2016），因此批判反思與言說學習活動的相關性，是另外一

項重要的實證研究主題。 

    Van Schalkwyk 等人（2019）指出言說參與者的溝通技巧對於促使批判反思

的重要，該研究歸納整理美國、英國、澳洲的論文 99 篇，其中有 64 篇將批判反

思列為是否可能產生轉化學習的變項，研究發現訪談、簡報、討論等溝通方式，

或是反思日誌的寫作方式都是有助於促進反思的工具或是方法。Taylor 與 Hill 

（2016）的論文以法院強制親職教育的課程為例，從接受強制親職教育的家長的

回饋發現：日記與課堂討論都能促發批判反思，促進研究參與者反思長久以來的

教養信念，有些研究參與者甚至進而反思自身的生活模式。Strange 與 Gibson 

（2017）將海外學習課程視為是環境改變的觸發事件，以線上問卷系統收集資料

後發現，學生認為透過論文寫作、引領學生做深度課堂討論，能獲得主動學習的

機會，也能展現個人的經驗反思能力。 

    言說與轉化學習的相關性在實證研究中從更多不同面相探討，包括言說參與

者的能力、言說的內容等。 

    Van Schalkwyk 等人（2019）特別指出言說參與者的溝通技巧的重要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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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理心聆聽、理性言談（rational discourse），反思言談（reflective discourse）

以及意識到他者的前提等，更是不可或缺的，這項發現支持 Mezirow（2000, 2003）

對言說參與者應具備能力的論點。 

    Blalock 與 Akehi（2018）著重在言說內容，2 位研究者因己身混血兒的身份

認同議題產生對話，而後以轉化學習為理論框架共同發表論文，分析對話至論文

發表過程，研究結果認同對話是言說的工具，能為言說參與者創造機會以便能從

他人的觀點、以及共同的觀點挑戰自己的參考架構。但 Blalock 與 Akehi（2018）

進一步指出，對話內容應具備目的性與特定意圖，例如 2 位研究者的對話內容的

目的性與意圖在於討論：身份認同、論文寫作架構、論文編輯、文獻閱讀討論等，

因此並非對話、而是有意圖與有目的的對話才能觸發轉化學習。最後 Blalock 與

Akehi（2018）認為，後續論文寫作過程與論文編輯過程則有助於轉化學習持續

發展。 

    Liu（2017）探討實習教師使用線上系統 EPortfolios 中，對於轉化學習的持

續發展議題有類似看法。EPortfolios 是實習教師書寫實習反思日記、與督導教師

討論教材及討論實習遭遇的困難使用的線上系統，研究發現以 EPortfolios 紀錄實

習教師的反思後，若缺乏後續督導教師有系統地引領實習教師再次深入反思，是

難以促進批判反思發生，致使線上系統要促進轉化學習的效果有限，因此個人產

生反思後，不論是自發的或是他人的帶領，尚需有後續的行動或反思，才能使轉

化學習持續。 

三、轉化學習歷程 

    Hoggan（2016）與 Taylor（2008）轉化理論取向分析中指出，僅精神分析取

向無轉化歷程。Mezirow 的轉化學習原本是定義為一種單一、線性的過程，轉化

歷程共有 10 階段（Mezirow, 1991：168-169）。Taylor（1997：43-44）回顧 39 篇

轉化學習的實證研究，某些論文支持 Mezirow 提出的過程，但也有更晚近的論文

發現，轉化歷程是遞迴的（recursive）、演進的（evolving）、迴旋反覆（spiraling）

的歷程，因此轉化學習的歷程還需要更多實證研究檢驗（Taylor, 1997：43-44, 2000：

300）。 

    Taylor（1994）從跨文化素養實證的研究中歸納出轉化學習 4 階段，包括：

第一階段「預作準備」階段（setting the stage），個人帶著事件發生前的經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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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這個階段，過往的經驗是參與學習準備度的前置舞台。進入第二階段的「文化

不平衡期」（Cultural disequilibriem），這是個人生命產生壓力與強烈情緒的階段；

為了回應文化不平衡，個人進入第三階段「認知主導期」（Cognitive orientation），

此時部份研究參與者會產生反思，但也有研究參與者並未產生反思，但無論是否

產生反思，到第四階段的「行為學習策略」（Behaviroal learning strategines）時，

都需要行動或是方法以平衡文化不平衡；最後第五階段是「發展跨文化身份認同」

（evolving intercuarl indetity），實際的轉化學習成果有：價值觀改變、增加自信

以及改變世界觀。 

    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對 HIV 確診病人進行的研究，歸納出

3 個歷程階段，第一階段的「最初反應期」（initial reaction），是在確診為 HIV

患者後出現，約有 6 個月至 5 年不等，此時會以舊有的行為模式、混亂的認知與

情緒狀態面對確診，如酗酒、情緒與行為失控。第二階段是「觸發經驗」（catalytic 

experience），研究參與者會因某一催化事件（catalytic event），瞭解過往的前提、

假設、觀點不再適用，催化事件加速研究參與者走出最初反應期的扭曲的兩難，

催化事件讓受訪者鬆脫（unstuck）。催化事件可能是外在的，家庭支持、支援團

體等支持系統都會是催化事件的平台，催化事件也可能是內在本質事件，如健康

惡化。觸發經驗通常是準備好要進入探索新觀點與實驗新活動的徵兆，進入觸發

經驗階段後，研究參與者才能戒除扭曲的兩難階段的不健全行為，開始好好檢視

對自我、對外在世界的種種可能前提、假設（Courtenay , Merriam, & Reeves, 1998）。

第三階段是「意義建構階段」，其下有 3 項差異顯著卻相互關連的子階段，包括：

探索可選擇的需求、促進意義建構的利他活動、深刻瞭解「某一項」觀點轉化與

後續延伸。研究參與者在第三階段的意義建構階段時，才是真正回應自己身為

HIV 確診者的身份，此階段才是造成轉化學習的核心機制（Courtenay, Merriam, 

& Reeves, 1998）。 

    Nohl（2015）的實證研究方式目的辨識轉化學習的階段，2001-2013 年間訪

談約 80 位研究參與者，歸納出轉化學習 5 階段。第一階段是「未能辨識的開端」

（nondetermining start），轉化學習是從新奇的經驗開始，完全無預期、也無計畫，

就這麼闖入生命。第二階段是「實驗與非直接探究階段」（phase of experimental 

and undirected inquiry）：研究參與者在此階段一有新發現後，就會開始探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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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方式。第三階段是「社會測試與反應階段」（phase of social testing and 

mirroring），參與者會持續新的實踐，直到得到他人的讚養，並且有機會從與他

人的互動中得到反思為止。第四階段是「關連性移轉」（shifting of relevance），

此時研究參與者會將新發現的實踐從邊緣經驗轉變成重點經驗這是轉化學習的

重要階段，而後到第五階段「社會鞏固與重新詮釋階段（social consolidatio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biography）」時，研究參與者發現，新實踐的社會關係在此

階段穩定下來，現在能夠以新觀點改寫自己的生命故事，轉化至此結束。 

    Tsimane 和 Downing（2020）的論文採取整合分析法，分析整理以轉化學習

為理論框架的醫護教育相關實證研究，研究歸納出若以轉化學習為基礎設計醫學

課程，轉化學習會有 3 個階段，階段 1 是透過自我反思拓展意識，階段 2 是包括

學習：意義互動、綜合意義與民主建構的過程，在護理學習過程中，是護理學生

建構意義知識、有用的技能與正面態度的時候，透過探索、合作互動與高度思考

學習活動協助這個階段的發展；階段 3 是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階段，此階

段需要讓學生積極觀察自己的思考過程、自我導向學習。 

    許多歷程相關實證研究以 Mezirow 的轉化歷程 10 階段（Mezirow, 1991：168-

169）為理論框架進行對話，例如 Magro 和 Polyzoi（2009）研究拿大與希臘兩地

的難民的轉化學習歷程，比對 Mezirow 的轉化歷程 10 階段（Mezirow, 1991：168-

169），發現前 4 階段已經是具有遞迴的特色，且持續很長的時間。Bullen 與 Roberts

（2018b）則討論 Mezirow 的轉化學習 10 階段中，哪些階段對轉化學習較有影響

性。以高等教育醫學相關科系一年級學生為測試對象，Brock（2010）的轉化學

習活動調查表為測量工具，想瞭解學生在修習「原住民研究」（Indigenous studies）

課程中，促使其對澳洲原住民醫療相關工作的態度與工作準備度產生轉化學習的

因素為何。研究發現：第一階段「經驗到一種失去方向的兩難困境」、第三階段

「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估」、第五階段「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

第六階段「規劃行動的計畫」是最具影響性的階段，Brock（2010）的研究也發

現：1、3、8 階段是促進轉化學習最重要的階段。Bullen 與 Roberts（2018b）的

研究進一步發現，個人在 10 階段中能體驗越多的階段，其對澳洲原住民的醫療

相關工作的態度與工作準備度的改變越高；而可使態度轉化為正面改變的階段則

是 1、3、6、8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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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en 與 Roberts（2019）從教師的角度瞭解修習原住民研究（Indigenous 

studies）學生的轉化學習歷程，是從他者觀點瞭解轉化學習歷程的質性研究，訪

談 12 名該課程的授課教師，研究歸納出 4 個階段，包括：「It wans’t as they had 

learned in high school」、「Actually it is about me」、「I want to be as open and as 

vulnerable and as willing as you are」、「Its’ not the norm yet in your life, it’s not the 

default position」，這 4 階段分別對應 Mezirow 的 10 大階段中的第一階段「經驗

到扭曲的兩難」、第三階段「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估」、第五階段的「探索新的

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與第八階段「努力嘗試新的角色」。研究發現與前述

Brock（2010）、Bullen 與 Roberts（2018b）的量化研究的發現有類似之處，Mezirow

的轉化 10 階段中的 1、3、8 階段是較容易觸發轉化學習。 

    上述探討轉化學習的研究實證研究多以 Mezirow 的 10 階段為基礎，儘管使

用名詞各有不同，但研究結果的轉化學習階段有相同性，茲歸納整理如下。 

（一） 前兆期：Taylor（1994）的「預作準備」階段、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的「最初反應期」、Nohl（2015）的「未能辨識的開端」

與 Laros（2017）探索扭曲的兩難「前兆期」等是類似的，不論時間長

短，不一定會發生特殊生命經驗事件，個人在此階段仍以舊的前提假設

面對環境，這是為後續改變預做準備的階段。 

（二） 觸發階段：與 Mezirow（1991：168-169）的第一階段「經驗到一種失去

方向的兩難困境」類似，但不一定有特殊經驗的觸發事件。在 Taylor

（1994）的「文化不平衡期」是產生壓力與強烈情緒的階段，可能並未

產生特殊事件，而是一連串類似主題的事件發生，致使後續應該產生批

判反思前提；Bullen 和 Roberts（2019）的研究發現指出，匯集許多扭

曲兩難經驗，在觸發階段才促使轉化學習發生。至於 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的「觸發經驗」，是會在此階段因某一觸發事件，開

始對之前不適用的前提假設進行反思，因此 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的觸發階段含有後續的「批判反思階段」。 

（三） 批判反思階段：與 Mezirow（1991：168-169）的第三階段「對預設做出

批判性評估」類似。Tsimane 和 Downing（2020）研究中的「自我反思

拓展意識」與 Bullen 和 Roberts（2019）的「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估」

 



61 

 

階段，都進入批判性反思階段，此時個人會開始對舊預設做批判性反思；

Taylor（1994）則是在前一階段的文化不平衡期提及並非所有研究參與

者都會產生反思。 

（四） 意義建構階段：個人在此階段重新建構新的前提假設，Taylor（1994）

的「認知主導期」、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的「意義建構

階段」與 Tsimane 和 Downing（2020）的「意義建構階段」中，研究參

與者都有顯現這個階段。 

（五） 探索新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階段：與 Mezirow（1991：168-169）第

五階段「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類似，個人在這個時期都

試圖在新建構意義的引導下嘗試新的角色、新的行動，Taylor（1994）

的「行為學習策略」、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的「探索可

選擇的需求」、Nohl（2015）的「實驗與非直接探究階段」。Bullen 和

Roberts（2019）的研究中也包含此階段。 

（六） 在社會脈絡中探索新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階段：與 Mezirow（1991：

168-169）的第五階段「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類似，卻

是個人在社會脈絡架構下探索與選擇新角色與行動。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的促進意義建構的利他活動、Nohl（2015）

的「社會測試與反應階段」、Tsimane 和 Downing（2020）的「後設認知」

階段，都是試圖將新意義的引導的新角色與行動等，放置在社會環境脈

絡中嘗試。 

    本研究歸納整理出的 6 階段中，除（一）前兆期與（四）意義建構階段外，

其他（二）、（三）、（五）階段與 Mezirow 的 1、3、5 階段類似，而（六）可

算是 Mezirow 理論中第 6-10 階段的綜合，包括個人與社會脈絡中的探索。 

四、觀點轉化的成果 

    本研究以 Mezirow 的觀點轉化為理論框架，認為成人學習者觀點轉化是轉

化學習的學習成果（Hoggan, 2016）。Hoggan（2016）耙梳 2003-2014 年間的相

關文獻，探索觀點轉化所得到的成果，獲得 6 項主要的觀點轉化的類別及其相應

的次領域。本研究試圖瞭解占星學習對於成人學習者在轉化學習成效，Hoggan

（2016）的研究是本研究是資料分析的重要參考依據，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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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觀點轉化成果分類 

類別 次類別 

世界觀 

 

1. 前提假設（Assumptions）、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s）、 

期待（Expectations） 

2. 詮釋經驗的方式（Ways of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3. 更為整全或複雜的世界觀 

（More Comprehensive or Complex Worldview） 

4. 新的覺知／瞭解（New Awareness / New Understandings） 

自我 

 

1. 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 

2. 增能／責任（Empowerment / Responsibility） 

3. 身份認同／自我觀點（Identity / View of Self） 

4. 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 

5. 自我敘說（Personal Narratives） 

6. 意義／目標（Meaning / Purpose） 

7. 人格改變（Personality Change） 

認識論 1. 更能識別（More Discriminating） 

2. 利用非理性的認知方式（Utilizing Extra-Rational Ways of Knowing） 

3. 更開放（More Open） 

本體論 1. 生命的感性經驗（Affective Experience of Life） 

2. 存在方式（Ways of Being） 

3. 屬性（Attributes） 

行為 1. 與新觀點一致的行動（Actions Consistent with New Perspective） 

2. 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 

3. 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s） 

4. 技能（Skills） 

能力 1. 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 

2. 意識（Consciousness） 

3. 靈性（Spirituality） 

製表彙整：研究者 

資料來源：Hoggan, C. D. (2016).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s a metatheory: 

Definition, criteria, and typology.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66(1), 57-

75. doi:10.1177/07417136156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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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觀（worldview）：這是指成人學習者瞭解世界的方式、瞭解世界是如

何運作的方式有了顯著的改變，這是一種心智模式，與基模和典範的概念

相同（Hoggan, 2016：65）。 

（二）自我（self）：成人學習者會經驗到自我感受的劇烈改變，自我的改變相關

敘述請見表 1 的次類別（Hoggan, 2016：66）。 

（三）認識論（epistemology）：這是指對於知識的定義、知識如何建構、知識是

如何評估、知識在何處、以及「知道」如何發生等的信念，在轉化學習的

實證研究中，知識論首要是指成人學習者在每日生活中建構與評估知識的

方式、「知道」的方式（Hoggan, 2016：67）。 

（四）本體論（ontology）：本體論是指個人存在於世的方式，關注的是深入建構

在心智與情感中的傾向（inclination），影響個人存在的整體品質與基調

（Hoggan, 2016：67-68）。 

（五）行為（behavior）：學習成果絕非只會有行為上的改變，但對許多學者而言，

卻是重要的學習成果，這也映射出 Mezirow（2000: 22）的轉化學習概念，

例如，個人會計畫行動方案、實行計畫、建立能力等等（Hoggan, 2016：

68）。 

（六）能力（capacity）：這是指成人學習者經驗到個人能力有了系統性、品質性

的改變，讓個人在世界中的觀察、詮釋、功能等具備更大的複雜度（Hoggan, 

2016：68）。 

6 類轉化學習成果（Hoggan,2016）與前述 James（1892：650-678）對自我論

述有共通之處。James（1892：650-678）提出 3 種自我包括：物質自我、社會自

我、精神自我，此觀點說明自我的多面性，3 種自我追尋進一步說明自我轉化可

能發生的範疇有物質面、社會面、精神面。Hoggan（2016）歸納整理的轉化學習

成果分別體現在物質面的的行為與能力範疇，社會面的自我與認識論，以及精神

面的世界觀與本體論。  

五、觀點轉化後的持續性 

    轉化學習的成果是想要得到觀點轉化，但觀點轉化後的後續發展狀況，值得

進一步瞭解。Courteney 等人（Baumgartner, 2002；Courtenay et al., 1998；Courten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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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0）在 1995、1998、1999 年發表的 3 篇縱貫性研究，試圖瞭解 HIV 確

診者的觀點轉化後續發展。 

    研究參與者在第一篇研究（Courtenay et al., 1998）揭露的觀點轉化包括：具

有意義的個人貢獻、重視生命的感性面，以及想要為他人提供服務。第二篇研究

（Courtenay et al., 2000）發現這 3 項轉化觀點依然存在，2002 年的第三篇研究

（Baumgartner, 2002）再次確認研究參與者在 1998 年獲得的轉化觀點持續存在。

兩份後續追蹤研究，證實確認 Mezirow（1991）的想法，研究結果可以消除轉化

學習的觀點轉化歷程是否能延續存在的疑慮。 

    但 2000 年的第 2 篇研究（Courtenay et al., 2000）進一步指出，儘管轉化觀

點依然存在，隨著時間推進，研究參與者還表現出反思本質的改變。首次訪談時，

研究參與者思考的問題多屬於內容反思或過程反思，包括：「為什麼我還活著？」

或是「人生還有什麼目的？」。但第 2 次訪談時，研究參與者已經開始評估個人

存在的原因，並評估未來該如何度過，因此會思考該如何應用個人患病的經驗，

貢獻餘生幫助他人，研究參與者的意義觀點從自我中心轉化成他人中心，對 HIV

確診經驗，產生不同的前提反思。反思的本質從內容反思或過程反思，進入前提

反思，這項研究發現指出意義基模會隨著時間改變，研究參與者原來經驗的觀點

轉化會持續進化，確認觀點轉化後還會持續的發展。2002 年的研究發現研究參

與者持續產生新的意義基模，包括：能日益欣賞身為人的存在，發展出親密觀點，

更指出社會互動是轉化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Baumgartner, 2002）。 

    3 篇縱貫性研究（Baumgartner, 2002；Courtenay et al., 1998；Courtenay et al., 

2000）確認觀點轉化後是可以持續穩定存在，同時發現意義基模的改變過程、學

習歷程中的社會互動的重要性，這兩項是成人學習實務方面可資應用的；但三篇

研究也強調，既然轉化學習的歷程既然會持續這麼久，身為成人教育者更需要考

慮相關的倫理議題。     

伍、轉化學習理論與自我轉化 

    如上所述，自我形成受到過去的經驗與外在環境的影響，如重要他者、社會

文化傳統制度（郭為藩，1996；Markus & Kitayama, 2010）等，心理學取向建議

成人以敘事方式敘述成人期以後的困難經驗，重整困難經驗的意義觀點，以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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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進行自我轉化（McAdams, 1992；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

達成人格整合與發展，獲得自我成長與維持穩定的自我，進而與外在環境達成平

衡。成人教育取向之轉化學習理論中，不論 Mezirow 的心理批判取向、Kegan 的

心理發展取向，或 Dirx 與 Boyd 提出的精神分析取向等 3 類轉化學習理論，多有

採用心理學相關取徑，故從 Dirkx（1998a）整理出的轉化學習理論的共通點中，

提及經驗、自我、與社會對話的重要性等，可以發現與前述自我轉化的相關之處。

對於成人教育者而言，欲協助成人學習者產生自我轉化，轉化學習理論是一種可

行方式。 

    此外，綜合上述各派轉化學習理論與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發現兩理論框架，

尚有其他共通之處可在應用 2 理論框架時相互參照之處，包括： 

一、觸發事件的起源 

    心理學取向的自我轉化強調自我轉化緣起於創傷經驗，如：經驗過負面事件

的大學生、喪親之痛的成人，或是有醫療議題的成人各類意外的倖存者等，諸如

此類的各種創傷事件會挑戰個人身份認同，是展開自我轉化的契機（Tedeschi & 

Calhoun, 2004）。而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第一階段是起自於經驗到一種失去方向

的兩難困境，如，喪親、工作轉換、罹病等被視為危機的特殊生命事件或生活經

驗，是個人進入轉化學習的觸發事件（Mezirow, 1994：223），與自我轉化的契

機雷同。 

二、經驗與意義重建的重要 

    成人之轉化學習與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都強調經驗與意義重建在轉化過

程中的重要性。 

    Mezirow 在轉化學習中提到，轉化學習起自於經驗到一種失去方向的兩難困

境（Mezirow, 1991:168-169），是因為經驗背後的意義觀點有所扭曲致使（Mezirow, 

1990, 1991），因此轉化學習是在學習過程中引領成人學習者重新回顧過往經驗

中的假設、信念、價值等，進而重新建構意義（Dirkx, 1998a）。心理學取向的自

我轉化，是透過敘事方式敘說一段困難的生命經驗，讓成人重新審視困難經驗與

探索調適過程，待個人能與轉化的自我感受整合後，進而提供個人意義感與目的

性（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Tedeschi & Calhoun, 2004）。兩理論取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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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重經驗，協助成人在轉化舊有的基模，重建事件意義後，發展出新的意義

（Mezirow, 1990, 1991；Tedeschi & Calhoun, 2004）。 

三、促進轉化的工具或方式 

    Pals 和 McAdams（2004）認為給予正確的指示有助於當事人參與敘事過程，

進而引導個人看到在創傷事件後的結果的自我正面改變。促進轉化的工具或方式，

Pals 和 McAdams（2004）與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則都指出，與他人對

談、禱告、書寫將事件轉化為文字等方式，有助於促進成人自我轉化。 

    Mezirow 從 Habermas 的 3 種學習旨趣出發，發展出工具學習、溝通學習、

轉化學習 3 種學習方式（李素卿譯，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

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的促進方式，與溝通學習的方式較為類似。溝通學習是學

習理解他人的意思，以及在嘗試以語言、書寫、戲劇、電影、電視及藝術以分享

理念時，自己也能夠被理解（李素卿譯，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

除 Mezirow 的工具學習、溝通學習、轉化學習 3 種學習方式（Cranton, 1994／

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外，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重視想像

力、象徵等在學習過程中的促進轉化角色，情緒、夢境、幻想等想像力、象徵都

是這個取向重視的促進轉化工具（Baumgartner, 2001；Dirkx, 1998a, 2012；Hoggan, 

2016）。前述實證研究發現訪談、簡報、課堂討論等溝通方式，以及論文寫作、

反思日誌的寫作方式，都是有助於批判反思、進而促進轉化學習的工具（Strange 

& Gibson, 2017；Taylor & Hill, 2016；Van Schalkwyk , et al., 2019）。 

四、轉化的過程與成果 

    不論是 Pals（2006）的心理學取向認為正面的自我轉化成果包括有：獲得自

我瞭解、智慧、心智健康、信念與價值、角色的自我界定等，或是 Tedeschi 和

Calhoun（2004）發現個人將發展出新的生命道路，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更強大

的生命強度、改變生命的優先順序，以及更豐富的內在生命與精神生命，皆是強

調個人若有正面的自我轉化，會因自我轉化後對外在環境產生有不同的觀點，進

而能與外在環境產生不一樣的共處過程。Pals（2006）與Tedeschi和Calhoun（2004）

都認為，自我轉化既是過程也是成果。 

    Mezirow 的轉化學習歷程本是一種單一、線性的過程，共有 10 階段（Mezi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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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68-169）；但有實證研究認為轉化學習是遞迴的、演進、迴旋反覆的歷程

（Taylor, 1997, 2000）。除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外，其他轉化研究取向同樣

認為轉化學習是階段發展；轉化學習的成果，不同取向也有不同定義。 

    關於轉化學習成果的後續成效，數篇研究指出觀點轉化後是可以持續穩定存

在（Baumgartner, 2002；Courtenay et al., 1998；Courtenay et al., 2000）；心理學

取向的自我轉化認為，自我轉化不只是一種成果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此觀點可

供轉化學習相關研究參照。    

陸、轉化學習理論與占星學 

    跨國、跨文化研究皆證實，在生命或是社會氛圍有壓力、不確定的情況下，

人越容易求助傳統儀式、宗教撫慰、或迷信的算命行為，以安撫不確定性帶來的

不安全感（郭貞，2005；羅正心，1995；瞿海源，1993, 1999；Bauer & Durant, 

1997；Padgett & Jorgenson, 1982；Sales, 1973）。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

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個人危機、傷痛與占星學習之間有正關連，研究中區分危機

與傷痛的差異，前者是指離婚、解聘、經濟困難、轉換職業跑道、中年危機等；

而傷痛事件則是指喪親喪友經驗、親友罹病經驗、經歷生命危機如天災人禍等、

強劫強暴事件等，唯引發學習興趣往往與危機有關，而非傷痛經驗，這些都是觸

發成人學習的學習動機，本研究受此啟發，也將探討觸發成人學習者興起學習占

星學、探索自我的動機。 

    其次，Taylor（2008）與 Hoggan（2016）歸納的 4 種轉化學習理論取向中發

現，生命經驗是個人自我轉化的重要工具；Dirkx（1998a）也指出重新建構經驗

意義對於轉化學習的重要性。占星學習者因自身懂得占星解讀技術，遭逢困境時

可利用星盤與相關經驗對話，有助於重新建構困境經驗的意義，因此星盤是否為

輔助轉化的工具？又該如何利用？這是本研究想要探索的。 

    從 Taylor（2008）與 Hoggan（2016）的歸納整理中亦發現，除心理分析取向

外，其他 3 類取向皆有轉化歷程，因此本研究也將探索占星學習者透過星盤解讀

重新建構生命經驗的意義、及後續自我轉化的歷程，歸納上述實證研究對於轉化

學習的歷程發現，Mezirow 之心理批判取向的轉化學習 10 階段，最常受到理論

檢正，也是本研究觀察占星學習者的轉化學習理論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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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zirow（1991：161）指出：觀點轉化包括增能自我，對於社會關係與文化

是如何形塑個人的信念與感覺產生批判認知，並且會發展出更多功能性的策略與

資源展開行動。但不同轉化學習理論有不同的轉化學習成果認定，本研究對於占

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成果認定，將以 Hoggan（2016）的歸納整理的 6 類為主，

以及前述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的成果。 

    在使用占星學為工具重新建構自我概念、自我實現的定義之前，必須先學

習與熟稔占星學的技術，以下本研究將探討占星學技術中與自我相關的概念，

以理解占星學是如何帶領學習者進入自我轉化的歷程。 

第三節 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 

    占星學的基礎是天體的運行，中古世紀歐洲相信天體大宇宙與人體小宇宙與

天人感應說（戴東源，2012），變成占星學的天上如是、人間亦然的哲學觀（Kelly, 

1998），因此占星學認為觀測天際能瞭解世間人生；與一般天文愛好者的行星觀

察不同的是，占星師觀察的是由 12 星座組成的黃道帶，每年從三月份的春分開

始，如此地球上的生命韻律年周而復始運轉，占星學家瞭解當下行星的位置，並

且熟知地球運行與不斷改變的天際環境（Gunzburg, Brady, & Curry, 2019）。 

    占星學使用的論命工具是個人星盤（birth chart），或有翻譯為星盤、出生盤

等，「出生盤就是從一個人確切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繪製一張從地球觀測天體

的行星地圖」（狄雯頡、張悅譯，2018：91），占星師建構的生命盤是以地球為

天體中心的個人出生地圖，這張出生地圖在西方通常包括占星學的重要元素，包

括：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等行星（planets）、黃道 12 星座（signs）、

宮位（houses），以及兩兩行星之間形成角度稱之為相位（aspects）（Kelly, 1998）。

天體行星包括。報章傳播媒體中常使用的 12 星座概念僅指個人的太陽星座，只

是占星學體系中的一小部份。 

    當代西方占星學除以天文學為基礎，還加入心理學等不同學科理論，使其越

發受到重視。20 世紀初心理學家 Jung 對占星學的一連串研究（Jung, 2017），當

代占星學深受啟發，開始大量使用一些心理學名詞，如：原型（archetype）；天

上如是、人間亦然的哲學觀，在 20 世紀以後以榮格的同時性（synchronicity）概

念解釋這項哲學觀的基礎。占星象徵系統使用大量符號，占星學加入符號學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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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占星學與神話、元素象徵、語言使用的演變、社會詮釋脈絡等產生連結（劉

品志，2012）。占星師 Liz Green 結合心理分析、符號學讓占星學有不同面貌，

出版的占星書中常引用神話，或應用神話或英雄原型說明自我議題概念（楊沐希

譯，2017；胡因夢譯，2011；韓沁林譯，2015；陳筱宛譯，2017），是為現代占

星學結合心理分析的範例。     

    以下將從當代占星師的角度，闡述占星學技術與自我議題的相關性，而後耙

梳占星學局內人的實證研究，最後闡明對於本研究之啟發。 

壹、占星技術與自我認識 

    在占星諮詢過程中，占星師會為當事人「解讀」（interpretation）星盤。個人

星盤主要由三個重要元素組成，包括：行星（planets）、星座（signs）、宮位（houses），

只是這一張承載個人相關資料的出生命盤極為複雜，錯綜複雜的相關資訊需仰賴

占星師的介紹，個人才能一窺自己的生命奧秘，即便是占星學習者也需要花費多

年時間鑽研才得以瞭解一、二分的基礎（Kelly, 1998）。 

    行星在個人星盤中是論及天文學上主要的 10 大行星，包括：太陽、月亮、

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Sasportas 認為行星

好似動詞、顯示「特定的心理動力、渴求、和動機」（韓沁林譯，2010：25），

例如，水星的核心內涵是溝通、火星的核心內涵是行動，但個人傾向的溝通「風

格」或是行動「方式」是會因水星與火星座落的星座不同；12 星座好似形容詞，

每個星座代表的是一種「人性本質或是人生觀」（韓沁林譯，2010：25）。星盤

劃分出 12 宮位，每一個宮位代表一個生命的領域，例如，當事人星盤上的水星，

位在牡羊座、第 9 宮，意指當事人溝通的方式有白羊座的特質，喜歡探討 9 宮領

域的議題、或是常在 9 宮掌管的場域進行溝通。瞭解星座、宮位、行星的基礎知

識後，進一步尚須瞭解「相位」（aspect），意指星盤上兩顆行星之間形成角度，

使行星的運作具有關連性（星光餘輝譯，2017：32）。解盤中心原則是：解盤不

應該只看單一元素，必須要看整張命盤的綜合（Kelly, 1998）。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教材將占星學定義為一門藝術、一門科學。

占星學是一門科學，乃是因為占星學是以天文學為基礎上發展，是藝術是因為星

盤解讀需要對於占星學的象徵符號、及其與人類各領域的經驗的關連性有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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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熟稔占星學的宇宙觀的占星師在解讀星盤的過程中，並非試圖預測事件或

預測吉凶，而是嘗試為當事人判斷，在某一段時間內的狀況對當事人的境遇是較

有利還是較衝擊的；教材對個人星盤的定義是：星盤中顯示個人潛能，在遺傳與

環境因素制約下以各種方式顯現個人潛能，因此占星師在面對當事人諮詢過程中，

會從占星盤中看到個人性格特徵，這讓占星師能瞭解在面對一連串特殊狀況時，

個人會如何反應，善用個人星盤是可以看到職涯發展方向、創造力、物質需求等

等（Filbey, 1998）。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講師 Tompkins（胡因夢譯，2009）強調星盤

解讀使用的 interpretation 一詞，字首的 inter 是「居中」之意，是指占星師是當事

人的星盤與當事人本人的中間人。Tompkins（胡因夢譯，2009）將星盤定義為個

人生命潛能的地圖，星盤上記載個人所有的可能性發展；占星師的任務是以更大

的視野為當事人詮釋其自身的可能性，占星師對星盤上的各種象徵符號及其背後

意義越嫻熟，對不同生命領域的意義越瞭解，越能引導當事人反思遭遇境況對自

身的意義。但解讀星盤的過程中，占星師需謹記：「天上如是、人間亦然」雖指

出個人生活的外在大宇宙影響著個人生命的小宇宙，但這並非指個人的每一項發

展都受到行星運行左右。個人星盤上載記的個人潛能、天賦不會只有一、二項，

到底會發展出哪一項潛能或天賦，是操之在當事人的個人意志，要發展什麼、如

何發展，都是該由當事人決定。占星師的主要任務並非預測未來，而是詮釋當下

事件。解讀星盤時占星師需先摒棄好壞、對錯的價值觀點，謹記當事人的特質、

潛能會同時帶來挑戰與成長，因此星盤解讀是試圖喚起當事人的覺知、觸發當事

人省思，進而重新詮釋事件的意義或是找到發展方向；其次，在星盤解讀過程中

必須要加入文化背景的考量，不管是當事人的文化與成長背景，或是該議題的相

關社會文化價值或背景因素等。若占星師對於星盤上的各種象徵符號及其背後的

意涵、人類各生活面向的意義越能深入瞭解，就越能引領當事人反思當下議題之

於自我發展的意義（胡因夢譯，2009）。 

    以職涯困境為例，許多人往往會因職場環境變動而萌生更換工作的念頭，如

主管更換或職場環境變動等。Tompkins（胡因夢譯，2009）舉例說明，若此時當

事人恰有行運土星與個人星盤太陽成相位的議題，土星代表限制、責任、權威等

議題，太陽代表當事人的自我，土星與太陽的相位確實恰能說明當事人遭遇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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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但占星師不應只為當事人預測是否有更換工作的機會，或是判斷新主管的領

導風格、工作環境是否不適合當事人發展等等。占星師應當扮演促進當事人反思

的角色，提醒當事人反思個人與權威之間的議題，帶領當事人反思生命時，如：

個人與權威關係的議題過去曾發生的情境、過去處理時的狀況，以及權威與自我

需求之間的議題等。 

    占星師 Sasportas（魯道夫、陳燕慧譯，2013）將個人星盤定義為地圖、導覽

圖，記載著個人可能的發展樣貌、可能的發展道路等，以引導自我發展。Sasportas

開宗明義指出：「心理占星學的哲學前提就是：一個人的現實遭遇是源自於他內

心的思想、感受、期望和信念。」（韓沁林譯，2010：27）以宮位來看，12 個宮

位代表 12 個人生領域，位於該宮位內的星座和行星是個人與該生命領域相關的

生命經驗或原始期待。以星盤的土星在 11 宮者為例，11 宮代表朋友、團體、期

待、願望，土星意味限制、責任、權威、師長等，許多占星師會將此詮釋為：會

遭逢限制自己的朋友、權威或師長。但心理占星學看到的 11 宮是：超越小我的

渴望，土星 11 宮者在團體中遭遇到的限制，不論是來自於朋友、權威、團體，

都是自我的議題，是當事人害怕將自我延伸到團體中，因此不是友誼限制自我，

而是自我限制個人在團體中發展友誼與發展關係。Sasportas 認為：「想要找到生

命的意義，必須要先相信個人都有一個深層或更內在的自我，這個自我指引、調

整個人成長的發展」（魯道夫、陳燕慧譯，2013：18），星盤解讀須引導當事人

看到自我設限、協助當事人發展自我（韓沁林譯，2010：26-27），占星師在這個

過程中，正是扮演促進當事人反思的角色，應用占星學工具，引導當事人看到自

我、認識自我，進而能開啟自我議題的觀點轉化。 

貳、占星技術與自我接受 

    Arroyo 在長期實踐心理諮商與占星諮詢後發現，占星學能「清楚描述自我的

內在情境，包括動機與需求、特定時刻的因應，甚至是自我意識的本質」（亞瑟

譯，2016：22），因此星盤之於 Arroyo 除了記載個人的潛能、才華外，還揭露

個人的主要生命模式、深刻的生命主題，以及個人的習性與固著的觀點（亞瑟譯，

2016：10, 12；胡因夢譯，2007：37-38）。看到自己固著模式的方式，是自我接

納與接納他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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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占星學更進階的占星技巧之一是「合盤」（synastry）或「組合盤」

（composite），人際關係往往是影響人的重大事件，關係可從 2 個人個別星盤組

合而成的「合盤」或「組合盤」探討。 

    Arroyo 認為當事人求助占星學時，想要得到的是「清楚的說明，來指引人生

方向」（亞瑟譯，2016：11）；占星師解讀星盤是要透過星盤讓當事人看到固著

的觀點、生命模式、生命主題，因此占星學能幫助當事人的是「透過本命盤讓個

人認清自我的責任和接納自我的方式」（胡因夢譯，2007：37-38）。以關係為例，

人際關係或情感關係也是當事人尋求占星協助的主要一項議題，通常占星師除了

需要解讀當事人的星盤，另一關係人的星盤也得納入解讀考量，還可使用合盤技

巧比對關係雙方的星盤。在解讀當事人星盤過程中，若發現當事人的生命主題確

與金星的議題（自我價值、關係、愛情議題）、月亮的議題（情緒、安全感、家

庭議題）有關的時候，Arroyo 認為占星師在解讀星盤過程中，應該協助當事人理

解的是關係與情感經驗「在意識發展的大範疇內的意義是什麼、目的是什麼，或

者究竟能讓我們學到什麼。」（狄雯頡、張悅譯，2018：24）；使用合盤比對兩

張星盤的目的，就是要「幫助人們更瞭解自己和彼此，總會對狀況有所幫助，即

使有時真相難以面對。……探索自我、瞭解他人，應該是所有人際占星分析和討

論的基礎。……隨著時間，雙方可以真正學會接納和真誠欣賞彼此的態度，而不

是想要改變對方，或者壓抑對方的天性。」（狄雯頡、張悅譯，2018：382） 

參、占星技術與自我轉化 

    從上述不同占星師的論述中看到，占星師將個人星盤視為是生命地圖、生命

藍圖等，記載當事人的潛能、才華、創造力、生涯或職涯發展方向等，也顯示個

人重要的生命主題，特別是習性與執著的觀點。但社會大眾對於占星學的功用往

往會與「預測」劃上等號。占星學中確實有許多預測技術，例如，行運（transit）、

太陽迴歸（Solar Return）等。 

    占星學中的「行運」技巧，是指觀察續移動的行星對個人星盤可能造成的影

響、可能發生的事件（星光餘輝譯，2017：28），這個技術具有預測功能。對當

代占星師來說，傳統形式的占星學偏重強調預測與觀察外在的行為，以及同時間

發生的內在情緒與感覺；1980 年代以後的占星學帶入心理學，心理學派別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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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學則強調因為無法觀察行為，預測在心理占星學中被避免使用（Kelly, 1998），

較為著重自我在事件中的角色與重要性。所以當代占星學同時探索外在環境的事

件與個人行為，以及個人內在世界與情緒、感覺。 

    社會學取向的學者（郭貞，2005；羅正心，1995；瞿海源，1993，1999，2006）

指出：是因為不穩定讓人求助於算命的預測功能，例如求助於占星。占星師承認，

當事人求助占星學時，多半是在遭遇危機時，想要藉助占星學的預測功能得到人

生發展方向。占星學的預測功能基礎是行星的行運，行運的力量會以事件呈現，

如，喪親、搬遷、失業、生病，或是藉由人際關係改變展現，如離婚、結婚、戀

愛等（魯道夫、陳燕慧譯，2013）。但當事人求助於占星學時，不論議題為何，

占星學預測功能的準確性並不是主要考量。Tompkins（胡因夢譯，2009）認為占

星諮詢的主要目的，是要喚起當事人的覺知、觸發當事人省思，重新詮釋事件意

義，最後找出發展方向；Sasportas（魯道夫、陳燕慧譯，2013）認為遭遇危機求

助占星學時，看似是希望獲得轉機帶來改變，但希冀改變才是求助占星學的真正

動機，這類似中國人對危機的看法，危機是「危險」也是「轉機」，因此占星諮

詢的主要目的是幫助當事人探索自我、認識自我，能正視自我樣貌與尊重自我樣

貌才是個人的轉機。Arroyo 有類似看法：「如果說學習占星學及其深層意涵能夠

為我們帶來些什麼，那會是一種信賴自我的真實信心，能激發我們的能力，鼓勵

我們放鬆接受自己的本性。」（狄雯頡、張悅譯，2018：35） 

    總結 3 位占星師的看法，當代西方占星學的主要功能不再是預測，而是透過

星盤協助當事人重新建構危機經驗的意義，同時促進當事人產生反思，引導當事

人認識自我、接納自我，進而協助當事人跨出自我成長的一步。 

    與大眾認知的另外一項差異是，占星師雖認同占星學可以提供找到天賦、潛

能的方式，但是同樣強調天賦、潛能的展現是需要經歷「發展」過程，因此占星

師解盤是引導當事人思考「發展」的議題，才真能在自我意志選擇下，讓星盤上

記載的潛能、天賦獲得發展的機會，邁向自我實現的契機。 

    例如，星盤解讀中不可避免的會碰觸大量當事人詢問工作或職涯議題，占星

解讀中常聞及的問題諸如：我的天賦可以做什麼？我有與生俱來就該從事的天職

嗎？A 工作和 B 工作，哪一個比較合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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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星師 Clark（陳燕慧、馮少龍譯，2016）指出，職涯是生命「發展」的議

題，當事人求助占星學時，需先釐清阻礙職涯發展的困擾。例如，有一類當事人

從當下的工作中得不到滿足，因此認為應該會有一份「對的」工作在等自己，做

對的工作才能讓自己感到滿足。但如何會才感到滿足？當事人本身也不清楚。這

樣的職涯議題在進行星盤解讀時，可從討論 1、9 宮與太陽星座等引導這類當事

人思考「工作的意義」，而非預測哪一種工作比較合適。還有一類當事人表示想

要找一份達成自我實現的工作，但同時期待這份自我實現的工作應能滿足相應的

收入、晉升機會。這類當事人混淆天職之於自我實現與職業支持物質需求的意義，

可從第 2、6 宮引導這類當事人探討個人的物質層面需求，從太陽星座與 10 宮引

導當事人思索個人天職為何、思索如何讓天職成為專業等議題。還有一類當事人

飽受價值議題困擾，有些職業確實能帶給當事人更為豐厚的社經地位，有些則不

然，這類人搖擺在職業區分貴賤的社會價值觀與從事自我實現的天職之間，不知

道該如何取捨，提供星盤解說時，同樣可從太陽與金星的自我價值與 10 宮的社

會期待著手。 

肆、占星師為研究者的的占星學實證研究 

    1950 年前，占星學的實證研究還非常少，從 Google Ngram 的數據發現，占

星學實證研究發表數的高峰期有兩階段，一是 1938 至 1945 年，約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以及 1955 至 1962 年期間，因此 1960 年代往往被視為是占星學復興

時代（Genovese, 2015；Kelly, 1997）。至 1975 年，心理學期刊上關於占星學的

相關實證研究業已超過百篇，但多數都鮮為人知；時至今日，實證研究的數量已

經超過 500 篇，讓大眾對占星學有不同的認識，只是超過 80%的研究並未有電子

摘要登錄在諸如 PsycINFO 此類的網站上，因此依舊鮮為人知（Dean & Kelly , 

2003）。 

    電腦問世後，繪製命盤所需耗費的時間已經從一天縮短為幾秒鐘，研究者可

以從事占星學研究的便利性超乎 20 世紀前期的占星師的想像。今日多數的實證

研究都在探討占星學的基本主張、測試太陽星座專欄的正確性，研究結果多是負

面表述占星學（Dean, Mather, & Kelly, 1996；Kelly, 1997），本研究第一章歸納

整理之社會學、心理學取向之相關實證可為這類實證研究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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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有數篇占星師自身的學術論文發表。其原因與英國大學開設占星學碩

士課程有關。2002 年英國 Bath Spa University College 開設 Cultural Astronomy and 

Astrology（MA in CAA）的碩士課程，該課程從 2002 年持續至 2012，約有 75 名

研究生獲得學位。課程自 2008 年起改為線上授課課程，至 2012 年結束後，課程

轉至 University of Wales Trinity Saint David 的 The Sophia Centre 持續進行至今，

並提供博士學位課程（Brady & Bird, 2013）。 

    這一批受過學術訓練、同時具備占星師身份的畢業生，這幾年開始以局內人

（emic）觀點從事占星學主題的相關研究，雖各類主題的實證研究數量都還不多，

卻可從另外一個面向瞭解占星學。 

一、以「「使用者」為研究主體時 

    以占星使用者為研究主體的實證研究，是指研究參與者非占星師、星座專欄

閱讀者或一般大眾，而是相信占星學的個案、使用占星學占卜或有其他類型算命

行為的個案。 

    占星學被視為是一種算命行為，那麼求助於占星學的個案尋求占卜的問題類

型為何？詢求占星學諮詢抱持什麼動機與心態？Butchart（2013）的實證研究試

圖從個案經驗的角度出發，瞭解個案最需要求助的生命議題為何。研究以半結構

訪的問卷收集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尋求占星學諮詢解答疑惑的個案，主要想要

諮詢的問題有 3 類：感覺生命失去焦點或是目標、感覺自己的世界有一部分失去

意義，以及希望重新獲得失去的人事物等。前兩者與失落（loss）議題有關，而

處理失落議題的方式，多數人宣稱都是接受、哀悼、再持續往前進；除了求助占

星學外，祈禱也是個案常會利用以處理失落議題的方式，祈禱與求助占星學諮詢，

是個案常會同時使用的兩種方式。 

    Suskin（2013）的研究並非著眼在占星學本身，而是試圖瞭解天兆（sky omens）

與迷信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個關連性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以結構性問卷在南非開

普敦（Cape Town）進行面訪收集資料，共回收 73 份問卷。問卷設計主要調查當

地居民是否相信傳說中星星或是彗星、月亮、太陽、彩虹天氣等出現是具有某一

種預兆，並且個人會有相應的後續行為實踐以獲得某些正面結果。研究並從問卷

中有意願進一步面對面訪談的回應者中，以立意取樣方式檢選 5 名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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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名全然不相信天兆，1 名不相信但是會有後續行為回應天兆，2 名相信天

兆但從未因為相信獲得任何結果，最後 1 名是相信也曾獲得結果。研究結果顯

示，多數人承認這是迷信行為，不相信迷性行為有用，但依然會有行為回應，例

如，在看到流星時會許願。研究認為：傳統會影響個人展現這樣的迷信行為，回

應天兆的迷信行為的動機往往是意圖主動控制或對意識產生正面影響，企圖從連

結自然環境以獲得正面的結果。 

二、以占星師為研究主體 

    社會學取向研究占星學往往會挑戰占星學本身具備的預測性質，以及這個性

質對於社會和個人的影響。如前述 Adorno 挑戰占星學在社會上的角色，將占星

的生活形態定義為：當占星師必須緊緊追隨占星學的指示時，就並不是真正的代

表自己是一個主體人類而行動，是讓自己依靠命運行動。如此一來占星師某種程

度在免除自己的責任（Adorno, 1991）。 

    預測之於占星師、占星學界的意義讓占星師感興趣，這類實證研究以占星

師為研究參與者，探討占星師實踐占星學的種種行為與信念。 

    Gunzburg（2019）以半結構訪談大綱收集資料，共有 7 名執業、教授占星學

超過 25 年以上、現今仍活躍於占星學界的英國、法國、奧地利、美國占星師參

與訪談。訪談主題是想要瞭解占星師為個案進行占星學解盤的歷程，從占星執業

與占星信念之間的交互作用瞭解占星師執業過程的脈絡。參與訪談的占星師認為，

日復一日的諮商解盤過程，對他們而言完如一種固定儀式，解盤的過程初始，是

占星師將自己年復一年鑽研占星學所得的知識與專業帶入解盤，此時占星師的專

業知識是指：占星學的象徵意義在個案命盤上代表的意義及其潛能，但占星師對

於個案的生命故事知之甚微；個案則是帶著個人的生命故事來解盤，但個案此時

對於占星學的象徵意義與個人生命的連結性知之甚少。解盤過程的矛盾之處在於：

雙方所知都僅限於自己所知，占星師所知的是占星學的象徵意義，個案所知的是

自己的生命故事。占星師與個案在解盤過程中資訊交換，占星師將占星學的象徵

意義的種種故事，與個案的命盤上產生的樣貌的連結敘說給個案聽，而個案聆聽

故事的時刻，利用占星學的故事與自己的生命故事產生連結，如此個案的生命故

事與占星學的象徵故事相遇，為個案創造出瞭解自我的空間，也為占星師創造出

 



77 

 

瞭解個案生命故事的空間。這個過程讓兩者可以交換資訊，同時豐富彼此

（Gunzburg, 2019；Gunzburg, Brady, & Curry, 2019）。 

    網路上進行占星諮詢也是採用類似模式，Clynes（2019）的研究發現，網路

媒介或是面對面諮詢等媒介差異，對於訊息或是內容傳達並未有任何影響，諮詢

的信效度也不會因為媒介差異而有所影響。 

    Gunzburg（2019）的研究指出神話、象徵的重要性。Dean 和 Kelly（2003）

指出：占星師工作的世界與象徵主義（symbolism）、影像基模（image-schemas）

有關，這個世界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交相互動，並且需要被解釋其意義。Brady 

（2011）也認為，當代西方占星師將解盤視為是象徵地圖，對他們而言，這個象

徵地圖承載著關於歡樂與悲傷的資訊，能賦予個人不批判的個人終生指南。 

    Gunzburg, Brady 與 Curry（2019）指出：命運的議題確實是占星學的中

心。對占星師而言，出生命盤上的行星位置，在個人出生時已確定，記載個人

的潛能、觀點、行動方式等等，運行中的行星與個人命盤發生碰撞，發生不同

的事件被認為是命運。占星師連結個人出生星盤與行星運作，看似是在議論命

運，但其實占星師嘗試將視為是命運的事件帶入個案的活動意識中，以引領個

案參與自己的人生。讓個案與命運產生連結的方式，就是占星學中的各類符號

極其象徵意義與神話故事等。 

    Brady（2019）的研究試圖瞭解占星師使用占星學的方式，以及他們對於命

運的看法等。針對英國、美國、澳洲等英語使用者的占星師發送電子郵件，詢問

的研究問題是：占星師如何與命運信念共生，以及占星學之於占星師本人的意義。

共收到 902 封電子郵件回覆個人的占星學生命故事，以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Nvivo 

8 進行資料分析，占星師使用占星信念的方式共得到 3 項主題：將占星學視為是

幫助靈性發展的工具，將占星學視為是個人反思的工具，將占星學視為是生命計

畫的方式。將占星學視為是幫助靈性發展的工具的占星師認為，占星學提供一扇

窗，讓他們窺探到宇宙有某些目的是建立在天體規律上，一個天體運行可以造成

個人探索一個生命事件，告知黑暗的命運時刻、困難事件的變動天性，因此探索

天體運行是幫助自己瞭解該事件或是與該事件和平共處，這樣的信念給予占星師

平靜的心靈，同時增添自己屬於宇宙一部分個歸屬感，將占星學與命運加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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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瞭解神性宇宙的對心靈影響的一扇窗，這類占星師追尋在自己、他人、環境之

間建立和諧，以此作為推動生命更靠近神聖的助力。將占星學視為是個人反思的

工具的占星師認為，每個人都是為是世界的一部分，命運是有背景脈絡，透過占

星學個人有能力與生命事件對話，這是在與生命對談（negotiation），學習占星

學讓他們有能力對命運表達想法，他們以這種方式參與自己的生命。將占星學視

為是生命計畫的方式的占星師相信，行星運行與個人星盤產生連結時會反應在生

命事件，這類占星師將占星學視為是未來計畫的輔助，利用占星學回推過往產生

連結時的事件做反思、預測未來產生連結會發生的時間作預測，如此可以可以再

次造訪過往決定與計畫未來行動與目標，這是以行動與命運合作以減緩命運的影

響或是獲得期待的結果。 

三、小結 

    來自占星學界局內人的實證研究數量並不多，多數研究都是以占星師為研究

主體，探索與其相關的種種主題。多數研究都是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的訪談

大綱收集資料後進行分析。 

    上述研究指出，占星執業現場統計發現，個案求助占星學處理的議題與探索

意義和處理失落議題有關，這與前述社會學取向提出的占星學可滿足教育程度較

高者的心靈需求有雷同（瞿海源，1993，1999，2006；Bauer & Durant, 1997；Rice, 

2003）。 

    關於占星學的命運相關議題，Adorno（1991）認為占星師盲目地活在一種由

星星控制秩序的生活中，沒有思考或是質問。從這個觀點 Adorno 宣稱占星師一

定從接受命運的角度被誤判，而放棄了自由意志的意義，因為占星師讓自己的生

命被星星指示。占星師從局內人觀點，以占星師為研究主體的實證研究，提出不

同看法，認為透過神話、象徵等方式，占星師是將命運的議題帶入問命者的意識

中，讓個人與自己的生命產生對話，進而參與或是規劃自己的命運與未來發展目

標等（Brady, 2019；Gunzburg, 2019；Gunzburg, Brady, & Curry, 2019）。 

伍、占星學習與自我轉化 

    Mezirow（1991, 1994, 2000）強調喪親、工作轉換、罹病等扭曲的困境，會

使個人重新檢視生命歷程、檢驗預設的世界觀或典範等，進而觀點轉化、認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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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危機之於占星學或扭曲的困境之於 Mezirow 的觀點轉化，都有重要的學習意

義、是重新建構經驗的意義的時機，讓該經驗得到觀點轉化而認識自我，才能為

自我增能，進而展開自我轉化。Butchart（2013）的實證研究資料來自求助占星

學諮詢的個案，發現尋求占星學占卜方式解答疑惑者的主要問題尋求生命的目標

以及意義，但研究雖未指出這個族群尋求生命目標與意義的相關背景脈絡，卻吻

合前述社會取向中提及，相信占星學者的靈性需求（瞿海源，1993，2006；Bauer 

& Durant, 1997）。 

    占星師在解盤過程以占星學的象徵意義為主要工具與個案進行對談，象徵意

義是個案與自己生命經驗連結的方式，透過與占星師對談讓個案更瞭解自己

（Clynes, 2019；Gunzburg, Brady, & Curry, 2019；Gunzburg, 2019）。與他人對談

是開啟自我轉化的重要輔助工具（Pals & McAdams, 2004；Tedeschi & Calhoun, 

2004），也是轉化學習中重要的教育方式（Freire, 2000；Mezirow, 1994, 2000, 2003；

Strange & Gibson, 2017；Taylor & Hill, 2016；Van Schalkwyk , et al., 2019），用

以協助重新建構經驗意義；而運用的象徵意義則是轉化學習理論精神分析取向使

用的輔助工具（Boyd, 1991；Saul, 1991）。占星學的諮商過程，巧妙的結合了對

談與象徵意義兩種工具。  

    自我轉化的意義是成人能夠達到一種內在與外在世界之間的平衡。從 Brady 

（2019）研究發現，占星師使用占星學作為回溯過往發生重大事件意義、規劃未

來人生目標的工具，因此占星學之於占星師是：幫助靈性發展的工具、個人反思

的工具、生命計畫的方式。占星學強調與星盤對話，釐清個人的內在天賦、外在

需求與價值觀，在學習占星學與星盤對話的過程中，占星學習者是如何達到靈性

發展、生命經驗反思、以及計畫生命目標，這樣的轉化改變歷程有何特別之處？

是否能適用於所有的成人學習者？是本研究亟欲探討的議題。 

第四節 研究問題 

近年來臺灣燃起一股占星熱，坊間的星座書籍同樣以 12 星座劃分出 12 種人

格特質，唐綺陽的每週、每年星座運測，也是以 12 星座為劃分標準，如此的分

類方式讓人質疑，世界上那麼多的人口，怎麼可能只會有 12 種人格特質、或 12

種運勢狀況、或 12 種天賦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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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西方占星學的技術來看，占星學並沒有將人分成 12 種類型，人格特

質、運勢、潛能的基礎是個人的星盤。占星學上的論點還認為，潛能的發展還需

要透過個人自由意志的抉擇、以及潛能的發展歷程後，才算是真正發展出潛能。

占星學局內人的實證研究更提供對於占星學工具使用的不同觀點（Brady, 2019；

Clynes, 2019；Gunzburg, Brady, & Curry, 2019；Gunzburg, 2019）。 

一、自我轉化的定義 

    綜上所述，不論是透過成人教育或是心理學的敘說方式，兩種理論取向都認

為，不論是透過成人教育或是心理學的敘說方式，自我轉化者能夠重新審視創傷

的生命經驗與創傷後的調適過程，能賦予困難生命經驗新的意義與目標，進而在

自我（self）與他者（others）之間得到有意義的整合人生，帶著整合開始行動（Boyd 

& Myers, 1998；Calhoun & Tedeschi, 1998, 2006；Daloz, 1986；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2006；Tedeschi & Calhoun, 2004），因此本研究將自我轉化定

義為：能夠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差異，進而能獲得平衡自我（self）

與他者（others）之間的整合觀點或心理狀態。 

二、研究問題 

    在此定義前提下，綜合心理學之自我轉化理論、成人教育之轉化學習理論、

以及當代西方占星學的技術與實證研究等類似與相關論點，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問

題如下。 

研究問題一：占星學習動機的觸發事件或背景脈絡為何？ 

    自我轉化理論以個人的「生命故事」為題材，特別是創傷經驗或困難經驗的

生命故事，都是協助成人自我轉化的觸媒（Calhoun & Tedeschi, 1998, 2006； 

McAdams, 1992；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 McAdams, 2004；Pals, 

2006；Tedeschi & Calhoun, 1996, 2004）。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同樣以心

理學取向出發，指出個人危機、傷痛與占星學習的動機之間有關連；來自占星學

界、由占星師所做的實證研究指出感覺生命失去焦點或是目標、感覺自己的世界

有一部分失去意義，以及希望重新獲得失去的人事物是觸發求助於占星諮詢的時

刻（Butchart, 2013）。 

轉化學習取向中，以 Mezirow（1991, 1994, 2000）為代表的心理批判取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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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喪親、工作轉換、罹病等被視為危機的特殊生命事件，可觸發個人進入轉化學

習；精神分析取向的 Boyd（1991）認為，觸發轉化學習的特殊事件，是出現在

個人生命史中的重複主題；而成人教育學者 Daloz 發現，學生以教育方式作為尋

求生命意義的方法或工具時，往往都是處於生涯發展轉換期時（Baumgartner, 

2001；Daloz, 1986, 1999） 

    受到上述研究啟發，本研究探討占星學的成人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時，是否有

特定之觸發經驗或是背景因素。與觸發事件相關的定義歸納整理為表 3，為研究

資料分析時，資料分析、資料編碼與理論檢正之比對參考依據。 

表 3自我轉化、轉化學習、占星學習等理論取向之觸發事件整理 

 

理論取向 觸發事件案例 

自我轉化的觸發經驗 

創傷經驗：負面事件經驗、喪親經驗，醫療議題、事

故意外倖存經驗 

困難生命經驗  

學習占星學的觸發經驗 個人危機、傷痛經驗 

占星學諮詢的觸發經驗 尋求意義、失落議題 

轉化學習的觸發經驗 

喪親、工作轉換、罹病等 

生涯發展轉換期 

個人生命史中重複出現的主題 

整理製表：研究者 

研究問題二：占星學習過程中促使自我轉化的工具或方法為何？ 

    Mezirow 從 Habermas 的 3 種學習旨趣出發，發展出工具學習、溝通學習、

轉化學習 3 種學習方式（李素卿譯，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    

心理學取向指出，與他人對談、禱告、將事件轉化為文字的書寫方式，有助於促

進成人自我轉化（Pals & McAdams, 2004；Tedeschi & Calhoun, 2004）這幾種方

式與 Mezirow 提出的溝通學習方式類似。溝通學習是學習理解他人的意思，以及

在嘗試以語言、書寫、戲劇、電影、電視及藝術以分享理念時，自己也能夠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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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李素卿譯，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 

    Taylor 和 Cranton（2012）指出，促使轉化學習發生重要因素是批判反思，

Bullen 和 Roberts（2018）的實證研究支持這個論點；Taylor 和 Cranton（2012）

同時指出：對話是促使批判反思的重要工具，多篇實證研究找尋在教育現場有助

於產生批判反思的教學活動，包括：訪談、簡報、課堂討論等對話溝通方式，以

及論文寫作、反思日誌的寫作方式，都有助於促進批判反思、進而促進轉化學習

的工具（Strange & Gibson, 2017；Taylor & Hill, 2016；Van Schalkwyk , et al., 2019）。 

    其他轉化學習理論取向中，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重視想像力、象徵等在

學習過程中的促進轉化角色，情緒、夢境、幻想等想像力、象徵都是這個取向重

視的促進轉化工具（Baumgartner, 2001；Dirkx, 1998b, 2012；Hoggan, 2016），而

前述占星師的著作與占星師為研究者的實證研究也強調神話、象徵對於占星學的

重要（楊沐希譯，2017；胡因夢譯，2011；韓沁林譯，2015；陳筱宛譯，2017；

Dean & Kelly, 2003；Gunzburg, 2019）。 

    若占星學習有助於自我轉化，其使用的促進轉化工具或方法為何？此乃本研

究想要瞭解的第二個研究問題。 

表 4 自我轉化、轉化學習、占星學習等理論取向之轉化促進工具或方法 

理論取向 促進工具或方法 

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 他人對談、禱告、以書寫將事件轉化為文字 

占星學 神話、象徵 

轉化學習取向 

社會解放取向 對話 

心理批判取向 

對話溝通：訪談、簡報、課堂討論 

書寫方式：論文寫作、反思日誌 

精神分析取向 神話、象徵 

整理製表：研究者 

研究問題三：占星學習過程的自我轉化的歷程為何？ 

    心理學取向的自我轉化理論認為，自我轉化是兩階段的敘事過程，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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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理解與驗證重要生命經驗對自我的影響，第二階段建構此經驗對自己的正面

影響，而自我轉化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一種成果（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

Pals, 2006；Tedeschi & Calhoun, 2004）。 

    轉化學習理論因派別不同，除精神分析取向之轉化學習理論外，Taylor（(2008）

與 Hoggan（2016）歸納的 4 種轉化學習理論取向指出，多數轉化學習是具有階

段性的歷程。自我轉化、轉化學習不同取向的轉化歷程階段，歸納整理為表 5。 

    目前實證研究多以心理批判取向的轉化學習歷程為理論框架，歸納整理從多

篇實證研究發現，Mezirow 的轉化學習 10 階段中，第一階段的「經驗到一種失

去方向的兩難困境」、第三階段的「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估」、第五階段的「探

索新角色、關係和行動」，以及第六階段「規劃行動的計畫」等 4 階段，最常發

生在轉化學習的歷程中（Bullen & Roberts, 2019；Courteney, Merriam, & Reeves, 

1998；Laros, 2017；Nohl, 2015；Taylor, 1994；Tsimane & Downing, 2020）。 

至於占星學習者若有自我轉化，是否具有歷程？自我轉化歷程是否具有階段

性？表 5 從理論中歸納整理不同歷程，以及前述實證研究的結果，是此研究問題

之資料分析、資料編碼與理論檢正之比對參考依據。 

表 5 自我轉化與轉化學習之歷程 

理論取向 歷程 

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 2階段 

轉化學習取向 

社會解放取向 4階段 

心理批判取向 10階段 

精神分析取向 無 

心理發展取向 5階段 

整理製表：研究者 

研究問題四：占星學習獲得的自我轉化成果為何？ 

    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實證研究中，Pals（2006）認為正面的自我轉化包括

獲得：自我瞭解、智慧、心智健康、信念與價值、自我角色界定。Calhoun 和 Tedes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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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則歸納出 5 種自我成果，包括：發展出新的生命道路，更有意義的人際

關係、更強大的生命強度、改變生命的優先順序，以及更豐富的內在生命與精神

生命。 

    Hoggan（2016）的歸納整理的 6 類轉化學習成果，包括世界觀、自我、認識

論、本體論、行為、能力等 6 大類別的改變。本研究依照 Hoggan（2016）的分

類標準，比對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成果為表 6，以此作為是討論占星學習之自

我轉化成果之資料分析、資料編碼與理論檢正之比對參考依據。  

表 6 自我轉化與轉化學習之轉化成果 

轉化成果分類 理論取向 轉化成果 

物質層面 
自我轉化 

發展出新的生命道路，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改變

生命的優先順序 

轉化學習 行為、能力 

社會層面 
自我轉化 自我瞭解、角色的自我界定、更強的生命強度 

轉化學習 自我、認識論 

精神層面 
自我轉化 

信念與價值、智慧、心智健康、更豐富的內在生命

與精神生命 

轉化學習 世界觀、本體論 

整理製表：研究者  

整理製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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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人占星學習過程中自我轉化的學習歷程，但目前相關實證

研究仍舊不足。 

    進入本研究之前，研究者曾與數位占星學學習者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占星

學習對於其自我概念的觀點轉化之影響，此可視為本研究之前導研究。本章將先

說明前導研究之研究結果，接著說明本研究取向與研究架構、以及研究設計。 

第一節 前導研究 

    本研究最初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為能瞭解占星學習是否有助於個人達到自我

實現之目的。故研究者於 2019 年 2—3 月進行前導研究，目的是為能更熟悉自

我、自我實現概念理論、轉化學習理論與占星學習者與自我實現觀點轉化相關性

之推論。前導研究首要目的是想瞭解研究架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對象

之間的關聯程度，以及訪談問題的適切性（王若馨、黃郁青、夏媺婷、李怡芳譯，

2006），研究目的與訪談大綱之設計，請見表 7。 

壹、前導研究實施 

    前導研究以深度訪談方式訪問 3 位占星學習者，研究參與者 A 是研究者之

友人，研究者熟知其占星學習背景；研究參與者 B、C 是朋友介紹後接觸，獲其

同意參與研究，3 位研究參與者的相關資料請見表 8。 

    前導研究資料收集期間，研究者與每一位研究參與者至少有 3 次密集的聯繫

與互動，初次聯繫是以電子郵件發出邀請信，信中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訪談進行

方式等，待獲知對方參與研究的意願，以通訊軟體確認訪談時間，最後再進行半

結構式訪談以收集資料。訪談過程中會再次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倫理、研究進行

方式，簽署訪談同意書後進行訪談。每一位研究參與者訪談 1 次，每位訪談時間

約為 1-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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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前導研究之訪談大綱 

研究目的 訪談問題 

一、瞭解占星學習者學

習占星的背景脈絡。 

1. 開始學習學習占星的背景脈絡？ 

2. 為什麼會選擇占星學這個方式？ 

二、探究占星學習過程

中自我實現的轉化

歷程 

1. 占星學習對個人最大的幫助？ 

2. 占星有幫助你認識自我嗎？  

3. 學習占星學前，是否有思考過「自我」議題？

若有，當時對於「自我」的解讀是？學習占星

後，對於「自我」的解讀是？ 

4. 學習占星前，是否做過什麼樣的事情、行動等，

試圖實現當時的「自我」概念？ 

5. 學習占星後，如何運用占星學去實現「新的」

自我概念。 

6. 這個「新的」自我概念之於你的意義？ 

7. 這個新的自我概念有幫助你展開自我實現的

行動嗎？ 

三、占星學習者應用占

星學實踐自我轉化

的後續狀況 

1. 自我轉化的行動過程，占星學習扮演怎麼樣的

角色？ 

2. 占星學習者如何應用占星學去平衡外在環境對

你的自我概念的質疑？ 

3. 占星學習者在實踐自我的過程中，如何評估自

我轉化的成效。 

製表：研究者 

   前導資料由研究者將訪談內容謄打成逐字稿後，先反覆閱讀逐字稿，找出與

研究目的相關的意義單元，而後進行意義單元編碼。編碼規則為：第 1 碼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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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代號，其次為訪談日期共 8 碼，最後一碼為該名研究參與者的逐字稿中的

意義單元流水號。 

表 8 前導研究之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 

代號 年齡 性別 
學習時

間 
學習方式 現職 訪談時間 

A 46 歲 女 約 10 年 

1. 魯道夫國際占星學院網

路課程 

2. 韓良露團體占星課程 

3. 閱讀自習 

美術部門 

主管 

2019/02/21 

B 33 歲 男 約 7-8 年 

1. 美國 NCGR 占星研究

協會台灣分會網路課程 

2. 閱讀自習 

行銷企劃 

占卜師 

2019/02/28 

C 36 歲 女 約 2-3 年 

1. 美國 NCGR 占星研究

協會台灣分會網路課程 

2. 閱讀自習 

行政人員 2019/03/01 

製表：研究者 

貳、前導研究結果 

以下依照研究目的分析研究資料，研究結果分為：學習占星學的背景脈絡、

占星學習者自我觀點轉化歷程、占星學習者之自我實現歷程等 3 部分論述，最後

並將彙整前導研究省思，以供研究設計參酌。 

語料引述將以不同字體、前後縮排方式呈現。 

一、占星學習者之學習背景脈絡 

    為廣納背景相異的研究參與者，從表 8 可看到 3 位研究參與者年紀、學習占

星學的時間、學習占星學的派別各異，僅研究參與者 A 的占星學習場域派別屬

於英國占星學機構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而其他 2 位則是屬於美國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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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機構（NCGR）的臺灣分會（https://tw.ncgr.asia/）。兩機構皆有認證課程與課

程規劃，但臺灣的課程規劃是由其臺灣創辦人規劃。比較兩機構的課程設計，兩

機構皆以占星技巧區分課程難易程度，但是英國機構在初階階段的課程僅有個人

星盤解讀課程，NCGR 在初階課程中已經納入占星預測技術，如流年占星學，以

及人際關係技術。兩機構的初階占星課程設計比較，請見圖 2。 

 

 

圖 2 美國 NCGR 占星研究協會臺灣分會與英國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初階課程比較 

資料來源： 

1. 美國 NCGR 占星研究協會臺灣分會：https://tw.ncgr.asia/ncgr-paa/ncgr-paa-

intro/ 

2. 英國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https://www.astrology.org.uk/courses-

overview/foundation-course/ 

製圖：研究者整理繪製 

    比較 3 位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經驗與目前占星技術的程度，研究參與者 A

是唯一參與過實體面授課程者，重要的占星學技巧，如：合盤、行運，甚至較為

深入的二次推運等皆有學習涉獵；研究參與者 B、C 則在參與 NCGR 網路課程學

習，個人星盤的解讀與行運技巧，人際合盤、或深入的二次推運、中點盤等並未

涉獵。 

 

https://tw.ncgr.asia/ncgr-paa/ncgr-paa-intro/
https://tw.ncgr.asia/ncgr-paa/ncgr-paa-intro/
https://www.astrology.org.uk/courses-overview/foundation-course/
https://www.astrology.org.uk/courses-overview/foundation-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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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 A 在學習占星學之前曾遭遇過負面的生命事件，占星學解盤協

助她處理負面生命事件的經驗，讓她興起學習占星學的動機。 

就是朋友，因為那時候他就是不只是每週、是常常三不五時就會利用占星學的

角度幫我解讀很多我生活中的那些困境（註：家暴），甚至我就是那種每天要

回家，那個朋友都會耳提面命這禮拜要注意什麼。那時候我想，如果占星真的

可以知道這些，可以理解這麼多事情，為什麼不自己學，我總不可能靠別人一

輩子。（A20190221_1） 

其他 2 位研究參與者均表示，興起學習動機時並未遇到人生困境。 

我會開始學，是覺得像是古代軍事很帥，就是看了天相，然後那時候也只知道

12 星座，等到唐立淇出了一些書之後，就跟著唐立淇一起接觸，那那個時候

也只是看看當興趣，好奇真的是這樣子嗎？一開始我是抱持懷疑的態度，其實

到現在還有時會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然後藉由自己的樣本來說服自己。

（B20190228_1） 

就覺得它很有趣。（C20190301_2） 

進一步追問研究參與者 B 與 C 是否會時常與自己的星盤對話，研究參與者 C 表

示會，但 B 則不會。 

我跟其他占星師比較特異的地方在於，我很少去看自己的命盤。（B20190228_5） 

我會，我會常看命盤耶。（C20190301_1） 

小結 

    Mezirow 認為喪親、工作轉換、罹病等被視為危機的特殊生命事件或生活經

驗會開啟轉化學習（Mezirow, 1994：223）；Maslow 同樣認為悲劇、死亡、創傷、

皈依、頓悟等經驗是人生重要的學習經驗；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的研究

更指出，遭逢負面生命事件會增加學習占星學的動機，更進一步將區分生命事件

為危機與傷痛兩種，危機是指離婚、解聘、經濟困難、轉換職業跑道、中年危機

等，傷痛事件則是指喪親喪友經驗、親友罹病經驗、經歷生命危機如天災人禍等、

強劫強暴事件等，但 Lillqvist 和 Lindeman（1998）的研究發現，危機事件才會增

強學習占星學的動機。  

    研究者將 3 位研究參與者的學習背景脈絡，與文獻進行對話，與理論框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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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之間存有差異。除研究參與者 A 外，B、C2 位興起學習占星學的動機都與

負面生命事件無關。讓研究參與者 A 興起學習占星學的動機的生命事件，是屬

於傷痛事件，而非危機事件。 

二、占星學習者之自我概念轉化歷程 

    個人使用占星學的方式，3 位研究參與者有不同的看法。研究參與者 B、C

大量使用占星學的「預測」功能。 

占星這個的東西最好還是一個預測工具而已。（B20190228_8） 

可能是用來決定這件事情要不要去做。（C20190301_3） 

繼續追問 2 位學習占星是否有助於認識自我，研究參與者 B 與 C 都表示，並未

深刻感受到占星學習與認識自我或自我實現的關連性。 

我覺得還好，因為我……我對它就是覺得它，如果是作占卜師這塊的話，可能

有吧。因為我的凱龍星位置跟佛洛伊德類似的，可能因為這樣我可以一直說服

自己我可以做這一行，但其實我們在這一行常常會承受到一些壓力，那可能是

這點讓我不斷堅持下去。我覺得說不定是這樣，所以占星可能支持我繼續做占

星師，但是自我實現要講到哪裡，我就不太確定了，因為或許不斷幫助別人就

是我的自我實現。（B20190228_7） 

應該是說，如果、就是因為我占星是比較後面學嘛，就是其他東西（註：能量

療法）學起來的話，它是比較後者，你如果說要以占星來看說就是活出自我這

件事情，對我來說，其實我覺得應該不算有。（C20190301_4） 

Mezirow（1981, 1985, 1991）認為是前提反思中的批判自覺過程造成觀點轉化。

研究參與者 A 清楚記得學習占星學過程中的觀點轉化的背景脈絡，個人的批判

反思、以及自我概念的意義觀點的前後差異。 

沒有，當然完全沒有，我以前（註：學占星以前）不是說很宿命的，對啊，超

宿命的，怎麼會想說「自我」是什麼。（A20190221_15） 

改變有很大的就是那時候我的木星進 12 宮，就是 2006、或 2007，差不多就是

我剛學沒有很久，就講到木星 12 宮，因為木星走一圈是 12 年嘛，尤其當木星

進入 12 宮的時候，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可能是個很好去思考說：我要

怎麼過下一個 12 年。其實，老師那個當下除了占星之外，還會分享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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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我影響很大，就想說：有人這樣過人生，可是我覺得我把人生過得跟垃圾

一樣，你就是、你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就是就等於是被命運拖著走、每

天都想要結束這一整個人生，甚至，說實在，即使這樣你還是覺得是永無止境

的過，這樣是很不負責任的。所以、在那個當下、韓老師那樣子的提醒，我就

會去思考說：對，我要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那個當你在那個階段有意識的力

量，不管在許願或者是你立下了什麼，那個影響很大。我覺得對我來說，影響

滿大的。我那時候跟我自己講說：我不要，就是我要過一個新的十二年，我不

要過去那樣子的人生，所以，我覺得以前都是那種等待耶，被外力、怎麼講、

被外力拖著，對，就是差不多那個意思。但那個當下會覺得我想要改變些什麼，

我自己應該、我本來就有的主導權，屬於我的主導權應該要拿回來。

（A20190221_4） 

我覺得韓老師講得很好：當你不懂占星學的時候，你覺得你是被命運之輪拖

著，可是當你理解占星之後，你是跟命運之輪同步在轉動，我覺得這個是、真

的是後來的感受很深刻。（A20190221_3） 

    研究參與者 A 很明白表示，學習占星學或利用占星學、星盤之於個人的意

義有幾項，認識自我的天賦是其中一項。 

對，沒錯，星盤上有些剋相，有一些困難，應該說困難相位好了，困難，但是

其實困難相位裡面其實還是有一些好相位，比如說你的優勢是什麼？為什麼

我現在做這個職業？你的優勢是什麼？我為什麼現在做這個職業？我覺得都

可以上面都可以從上面看出一些，嗯，邏輯性。（A20190221_6） 

研究參與者 A 在學習占星學以前就一直從事保護動物相關活動，至今仍然參與

相關活動。她表示以往並不理解對保護動物活動感興趣的原因，但透過星盤瞭解

個人特質後，她重新理解參與這個活動之於自己不只是感興趣而已，還是個人潛

能發展的一種方式。 

以前可能會，你可能只是知道自己對什麼東西感興趣，其實我對 11 宮的東西

滿感興趣的啊，還有海王的東西、海王的議題我也是感興趣的，我覺得，還有

照顧小動物也是算吧，就是一個無名，就是這樣。對。以前不知道為什麼，但

是看了星盤就知道為什麼，對於我為什麼、或者是只是我喜歡嗎？其實我覺得

不是，這上面很清楚告訴你就是這樣，這不是宿命，但是你必須去了解你的特

質、去理解自己。當你理解自己的時候，你才有機會去理解別人。對啊，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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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這個樣子。（A20190221_7） 

占星學之於研究參與者 A 不只是認識自我天賦、發展自我天賦，透過與星盤對

話，占星學還是重新建構經驗的工具，特別是面對危機或困境時。扭曲困境或是

危機經驗，是開啟 Mezriow 的觀點轉化、發展 Maslow 的自我實現的起點，其中

的關鍵點在於當事人本身如何重新建構扭曲困境或是危機經驗的意義。研究參與

者 A 利用占星學重新建構經驗外，也找到轉化危機為轉機的行動方式。 

因為以前其實是可能，30 幾歲之前，我都覺得自己是非常宿命的，你，最好，

隔天就是過完這一生就算。這所謂宿命日子、還債樣子的角度去看待很多事

情。可是，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常談的時候，比較常強調說所謂「臣服」這件

事情。那，其實沒錯，臣服會寫，但是你要用什麼角度跟心態去看臣服這個東

西，而不是想我就臣服就套用在生命，也如果說套用的生命範圍太廣，你可能

是針對一些比較明確的議題，再去思考重複這件事情在星盤上面是什麼意義，

怎麼展現你臣服的心，或臣服的態度，或是你要怎麼去用臣服的那個去看待事

情。那時候其實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因為我覺得當時可能就是自己不理解，也

很難去想通。後來那當然是，因為我學占星了，現在看起來你就覺得說：我為

什麼會遇到這些事情是真是有跡可循，因為心煩就看圖說故事。我覺得還有一

個好處就是說，你知道這些困難，但是你可以去掌握說不管是自己、或者是你

行星當中的好相位，或是你怎麼去運用它，去把這個、這個能量、或是找到這

個出口，會去轉化，這樣子其實是滿有意義。（A20190221_2） 

我覺得它（註：星盤）就是很明確的看圖說故事耶。就像，沒錯、沒錯、有去

學塔羅，可是我覺得塔羅真的有很大一部份，是你要透過人的解讀跟眼光去說

明現狀，我覺得那個變數比較大，但是星盤非常明確，不管是剋相、順相、然

後走到哪一宮、在哪個舞台上面，那個是很明確的錯覺，我覺得那太好用，所

以它是了解自己的好用工具，也是你能理解當下的好用工具，你知道當下發生

了什麼。所以你知道，我覺得，嗯，譬如說以前遇到同樣挫折好了，以前會覺

得就是整個人可能受到打擊會很大或幹嘛。那現在看到會理解說：我知道為什

麼，我可能說我該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去看待，因為會發生什麼事情，它背後一

定有什麼意義，所以你一定要去試著去思考說：這事情會給你帶來什麼，為什

麼它不是放在別人身上，而是發生在你身上。（A20190221_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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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研究者試圖將研究參與者 A 之自我概念轉化歷程與文獻進行對話，有以下

發現。 

    首先是轉化學習的開展，Taylor（2000）、Mezirow（2000）都指出，轉化學

習有可能是逐漸累積而產生的。研究參與者 A 在訪談中曾提到，一開始學習占

星學時連筆記都不會做，但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後，才逐漸抓到做筆記的訣竅，而

轉化學習的開展、批判反思都是在這之後產生的，請見訪談資料內容編號

「A20190221_4」。 

    Courtenay et al.（2000）在 HIV 患者的研究中發現，觀點轉化還會表先出反

思本質的改變，起初多會思考內容反思或是過程反思的議題，但隨著時間演變會

開始思考前提反思。研究參與者 A 有類似的狀況，訪談資料內容編號

「A20190221_4」中看到她對自己發問：「我為什麼這樣活？」而後慢慢開始思

索「怎麼活？」，例如，臣服於生命的方式（A20190221_2）、個人天賦的展現

方式（A20190221_7）。 

三、占星學習者之自我實現歷程 

    研究參與者 B、C 不覺得占星學或學習占星有助於認識自我或有助於自我實

現，因此自我實現的歷程僅研究參與者 A 可提供相關經驗。 

    Mezirow（Cranton, 1994／1996；Mezirow, 1981, 1985, 1991, 2000）認為，應

用工具學習、溝通學習，可以協助轉化學習的觀點轉化，工具學習是透過任務導

向之問題解決方式而得的學習，研究參與者 A 在利用占星學認識自我，對自我

的狀態有批判反思，同時進利用工具學習有意識地改變自己。 

行動跟火星有關，我以前就是有一隻死掉的火星，你忘了喔？我覺得當我有意

識要去改變我的火星的時候，這個差異很大，我的火星是一個 Yod，你記得嗎？

我以前會左思右想我的火星就是始終沒有發動，甚至我覺得我在表達的部分，

不夠清晰、不夠果決、不夠……怎麼講，就是很就是顧慮太多了。但是當我有

意識去讓火星活起來的時候，而且我比較願意，我比較敢去做自己。

（A20190221_11） 

（註：針對改善火星、改善行動力的練習）每次的練習你就是提醒自己：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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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清楚、我要做清楚，我想要做的當下，我就去做，我不要再猶豫了，我不要

就是被拉扯，被那個 Yod 的兩端拉扯。所以前陣子還有一個同事問我：所以

你以前就是這種人嗎？我說我以前不是，我是沒有行動力的人，然後甚至現在

很多人說我就是直來直往，但我以前不是，對不對？你應該很了解，因為我們

認識很久的，現在我是直來直往的人，為什麼我覺得是有意識之後，你那個特

性是有，但是也是被拉扯的，沒有辦法顯現出來，你要怎麼去克服？就是每次

不斷的練習提醒，就是每一次你的行動就是練習這件事情，就是這樣。所以占

星真的很重要。（A20190221_12） 

Maslow 指出：自我實現者的人格特質中，因具備自己的價值系統，讓自我

實現者較不會受到傳統與文化價值的束縛或抑制。研究參與者 A 認為，占

星學讓她認識自我、認識個人特質，在這些基礎上她擁有個人的價值系統，

幫助她從外在環境的評價眼光中解放出來。 

參與者 A：我覺得占星，當從占星瞭解自己的特質的時候，我就覺得會接受自

己，這些東西給我幫助很大。 

研究者：沒學占星之前你不喜歡嗎？ 

參與者 A：不是，我喜歡，但是會在意別人眼光。那是衝突的嘛，那現在就是：

喔，我就是這種人啊，不然勒。就是喜歡啊！因為你就會看到你的舞台，那些

宮位裡面有什麼東西。（A20190221_8） 

對，那也許以前會覺得說，我想要轉業或幹嘛？就是光是這個，其實上面就是

很清楚的呈現你的特質適合什麼。也比較能，我覺得比較安於某一種狀態。因

為我已經理解了嘛，不會一天到晚浮躁或幹嘛的。（A20190221_14） 

Maslow 認為自我實現的重要意義是：發揮自己更大的潛能，更能面對各種

挑戰等等，因占星學研究參與者 A 更認識自我，幫助她更願意接受不同的

可能性以發揮自我。 

我後來啊（註：學占星之後），就是不管是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會先說 NO。

但是以前會，因為我覺得其實人的可能性實在是……很大，因為說實在，我覺

得會發生自己身上的事情不會太離譜，不會有人要去作會計啦！就像是這次

人事長要出國，所以叫我說就是帶社團活動，的確我是花了一段時間做練習或

什麼的，如果是以前，我就會說不行，因為它有 2 個方案，一個是我做練習帶

社團的社員，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以請外聘老師，就是我們租場地的老師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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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帶這些空檔課，可是那個當下我覺得說，我又沒試過怎麼知道不行，現在

的我會這樣，因為我覺得是屬於我的範疇，但如果今天你說叫接會計什麼，我

覺得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也不會來找我啦。（A20190221_9） 

小結 

    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 A 走向自我實現的脈絡，與文獻進行對話，有以

下發現。 

    Baumeister（1987）指出，Maslow 的自我實現需求動機，還需釐清自我

實現的樣貌，這是指個人對於自我實現的定義，包括個人有什麼天賦、潛能

等。研究參與者 A 在訪談中（A20190221_7）表示，從個人的星盤中看到海

王星的個人的天賦、潛能，如，從事美術編輯相關工作，如，從事流浪動物

照護相關志工工作。以占星學的星盤作為瞭解自我樣貌、自我實現定義的工

具，在研究參與者 A 身上可初窺成效。 

其次，Hoggan（2016）探索觀點轉化所得到的結果，其中一項是展現在

行為上，包括：計畫行動方案、實行計畫、建立能力等等。從研究參與者 A

的訪談資料 A20190221_11、A20190221_12 可以看到她建立個人火星能力的

方式。同時，Mezirow 指出，觀點轉化能為自我增能，進而有更多功能性的

策略與資源展開行動（Mezirow, 1991, p. 161）。研究參與者 A 以占星學的

星盤作為調適自我的工具，有意識地改變自己的行動力，也可以從訪談資料

A20190221_11、A20190221_12 看到。 

四、其他：學習方式差異性 

   實體授課、網路課程、自我閱讀進修是 3 位研究參與者共同使用的占星

學習方式，但研究參與者 A 與 B 特別有論及學習方式差異對占星學習的影

響。 

因為上課，不過要看上怎樣的課程。上課多了，還是會有一些實例上的分享跟

互動，大部分、比方說愛卡那樣的課好了，比較有邏輯性，他就會有案例，而

且會有一些互動，這個真的是另外的獲得，我覺得是加分加很多分、更深刻。

那比如說 XXX（註：指占星課授課老師），我們在大同上課，你知道，我覺

得有趣的是說，他每次上課就會檢視行運、檢視每個人的狀況，你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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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怎麼去演繹這一組東西，我覺得這樣很有趣，而且你可以看到行運加上

那個人本命吧，那個人會拒絕還是接受呢？因為我們大家都會給他意見喔，那

個互動很好玩，你會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我自己也會反思說，如果我碰到

的時候，我會怎麼樣？（A20190221_10） 

看書念最大的缺點就是會受到翻譯者的個人風格影響，因為我覺得胡茵夢的

翻譯風格蠻強烈的。那在來就是，書本的話，比較沒有跟講的人的對話空間，

因為有很多小眉角是必須要問清楚的，像是胡茵夢翻譯的書都是用等宮制處

理，星盤，嗯，有些小細節還是需要作者去做一個說明。大概是這樣。

（B20190228_6） 

小結 

    觀點轉化的實證研究中，都論及社會脈絡對培養反思、促成觀點轉化的

影響（Courtenay , Merriam, & Reeves, 1998；Mälkki, 2012），課堂互動的情

境脈絡對於占星學習者的自我概念、自我實現的觀點轉化的影響，需再累積

更多實證資料瞭解。 

參、前導研究之省思 

    本研究意圖藉由前導研究瞭解理論框架、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聯程

度。從前導研究資料有以下幾點省思。 

一、 並非所有占星學習者都能在學習過程中利用占星學認識自我、達到觀點轉

化、甚至進入自我實現的階段。但從研究參與者 A 的經驗中發現，A 在學

習占星學的過程中，確有觀點轉化的脈絡、甚至有類似 Maslow 對自我實

現者的人格敘述，可證實理論框架與研究目的的關聯性。 

二、 比較 3 位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背景，占星教育機構的課綱設計的最大差

異是：美國占星機構在初階課程中已經納入占星預測技術（請見圖 2），而

從研究者 A、B、C 對占星學的應用，體現出美國與英國占星教育派別的

課綱理念差異，因此需將占星教育機構的選擇納入研究設計考量。 

三、 僅研究參與者 A 展現出 Maslow 對自我實現者的健康人格特質，原因是 A

的學習年限較長？抑或是相較於 B、C 的占星技術，A 具有更完備的占星

技術？若有學習年限的差異，占星學習者會從何時開始才會可能產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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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的契機呢？占星學習者的占星技術程度需納入研究參與者選擇的考

量。 

四、 3 位研究參與者的學習方式包括：實體授課、網路課程、自我閱讀進修，

但僅研究參與者 A 具有實體授課的經驗，她特別提出實體面授課程的互

動過程的重要性，特別是授課者的引導（訪談資料編號：A20190221_4）。

研究參與者 B 雖只有參與網路課程的經驗，卻也感受到課程中發問、互動

的的重要。前述觀點轉化的實證研究中，都論及社會脈絡對培養反思的影

響（Courtenay , Merriam, & Reeves, 1998；Mälkki, 2012），因此實體面授課

程中的情境，包括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授課者的引導等，對培養觀點轉化

會產生的影響，因前導資料不足無法判定，後續將會透過更多實證訪談資

料更進一步瞭解。 

第二節 研究取向與研究概念架構 

壹、研究取向 

    本研究最初之研究目的試圖探討占星學習對於自我概念與自我實現的觀點

轉化的影響，論文計畫書發表後，修正為占星學習對於自我概念與自我轉化的影

響。 

    因研究探討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過程，相關實證研究需仰賴具有占星學習

經驗者提供自身的主觀經驗與主觀認知，包括學習占星學之前與自我概念相關的

經驗，以及學習占星學之後對於自我概念意義重建的過程等，因需瞭解學習者自

身對變化過程的解釋與意義、更需瞭解研究參與者如何詮釋其想法與行動、以及

相關意義與行動的發展脈絡，故本研究選擇質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 

    本研究將採取後實證主義典範。後實證主義指出，人類不完美的知覺感官是

無法完全理解被自然律控制的實體，因此需要廣泛的批判檢視才能瞭解實體（潘

慧玲，2003；Guba, 1990；Lincoln & Guba, 2000）；就本研究而言，從目前西方

占星學技術書以及前導研究的結果推測，占星學習的過程有可能會促進占星學習

者的自我轉化，唯相關論述來自於占星學習者的個人認知與行為，尚需經過轉化

學習理論與自我轉化理論的批判檢視，並與當下相關實證研究進行對話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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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實證研究結果。 

    就知識論而言，後實證論者強調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要力圖保持客觀，所以

更需遵循嚴謹程序以獲得真實的結果（潘慧玲，2003；Guba, 1990；Lincoln & Guba, 

2000），就本研究而言，研究假定觀點轉化與自我實現歷程的存在可能，但因研

究參與者經驗的差異或有不同，需要更廣泛、嚴謹的批判檢視與驗證，才能建立

觀點轉化與自我實現歷程的行動歷程。 

    就方法論而言，後實證主義側重在較自然的情境中進行研究；蒐集較多的情

境資料以及更注意局內人（emic）的觀點，以瞭解人們賦予行動的意義（潘慧玲，

2003；Guba, 1990；Lincoln & Guba, 2000）。本研究意圖討論占星學習者因學習

占星學，而經歷自我轉化的歷程，將大量使用占星學習者的局內人訪談資料，以

瞭解這些觀點轉化、自我實現行動的意義。 

    本研究將以紮根理論為主要研究方式，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為主要研究工

具進行深度訪談收集資料。 

    選擇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有 3 點原因。首先，本研究採用之轉化學習理論，

最初之研究方法即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Mezirow, 1978），從理論框架與研

究方法之一致性而言，紮根理論為較為適切之研究方法。其次，美國學者 B. G. 

Glaser 與 A. L. Strauss 於 1967 年提出「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Glaser & Strauss, 

1967；Strauss & Corbin, 1998），其研究典範是後實證主義式的，主張研究者進

入相關研究場域，針對特定的現象在場域有系統地收集資料、分析資料、並且驗

證資料，進而發展出相關理論。紮根研究強調使理論紮根於相關研究場域中，本

研究欲進入特定的占星學教學機構，該機構有別於其他私人占星教學機構，已發

展出課程設計、嚴謹的證照考試制度，嚴謹教學制度對於自我轉化的影響，是本

研究採用紮根研究意圖從此研究場域中發展出理論的原因，此外紮根理論強調採

用局內人資料，也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設計。最後，紮根研究的的方法論設

計是提供「嘗試與真實的分析過程」（tried-and-true procedure）（Corbin & Strauss, 

2015：11），讓研究者可以從不同角度驗證主題與相關行為以發展出全面性的解

釋，這樣的分析方式能讓研究者在舊問題中找尋新洞見，在個人行為中找尋行動

的意義，進而發現個人回應事件或是處理問題時，在行動與互動背後的情感與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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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獲得的研究結論可能是實質的理論、也可能是較為廣泛的理論。本研究試圖

瞭解占星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自我轉化的過程；協助成人學習者自我轉化是成

人學習的重要目標，更是成人教育者長期以來探討的議題，但是學習所謂的「算

命知識」，如何讓成人學習者達到自我轉化，以及成人學習者如何同時在外在環

境質疑的狀況，持續學習行為、進而達到自我轉化，是過往相關研究較少論述的，

無法預知可能的研究結論時，本研究需要借重紮根研究的嘗試與真實的分析過程，

探索這一批成人學習者的行為、情緒、與行動等相關轉化歷程。 

    紮根研究的後實證論式的典範，現已廣泛應用在護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

相關領域，因紮根理論強調從實務觀察中歸納出理論，符合成人教育的實踐與理

論相輔相成的特性；其強調客觀的、嚴謹的分析程序以達到研究的客觀性，將使

本研究以對文本資料進行更深入分析，瞭解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的歷程，瞭解其

賦於自我轉化實現行動的相關意義，以建立自我轉化的脈絡與歷程。基於上述原

因，本研究將以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進行。     

貳、研究概念架構 

    由研究概念架構圖（請見圖 3）中可見：本研究之目的在：藉由探索成人

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的自我轉化歷程，建構成人的轉化歷程階段，研究架構分

為 3 個階段，包括：觸發階段、轉化階段、成果階段。 

一、觸發階段 

    自我轉化的過程是解決個人自身衝突、或個人與外在環境衝突的內在轉化歷

程（Lilgendahl & McAdams, 2011；McAdams, 1992；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心理學取向（Lillqvist & Lindeman, 1998；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

Pals, 2006；Pals & McAdams, 2004；Tedeschi & Calhoun, 2004）與轉化學習理論

取向（Baumgartner, 2001；Daloz, 1986, 1999；Mezirow, 1991, 1994, 2000）不約而

同指出：轉化往往起自於某個觸發事件。本研究探索占星學習者開啟占星學習的

背景，將從瞭解觸發學習占星學的動機出發，觸發事件發生的原因與脈絡、選擇

學習占星作為回應觸發事件的動機等都是本階段欲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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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轉化階段 

    轉化學習理論及相關實證研究中發現，轉化學習歷程可能會有不同的階段，

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也假設自我轉化會有 2 階段（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J. L., 2006；Tedeschi & Calhoun, 2004）。兩種取向皆認為，應有促進

轉化之工具或方法。本研究欲建構占星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自我轉化歷程，與

協助轉化的工具或方法，因此促進自我轉化的方法或工具，占星學者之自我轉化

發生脈絡與行動等歷程，是此階段欲探討的問題。 

三、自我轉化成果 

    若占星學有助於自我轉化，本階段想要瞭解學習者自我轉化的成果。 

 

圖 3 研究概念架構圖 

製圖：研究者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角色 

    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中特別強調研究參與者的選取是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意思是指根據「理論」選取所要的研究參與者，因此研究分析是從

第一位研究參與者的資料收集完畢後就開始進行分析，根據分析結果所得概念作

為暫訂的理論，選取可以提供該暫訂理論的資料的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如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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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復始，直至理論飽和（Corbin & Strauss, 2015：135）。唯本研究至海外進行資

料收集，受限於時間、地點等相關因素，無法進行如此縝密的研究資料收集方式。

故本研究以前導研究之結論作為基礎，進行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與研究資料分析。

相關過程陳述如下。 

壹、研究場域選取 

    前導研究省思二中發現，占星教學機構的課綱設計概念，對占星學習者認識

自我的觀點轉化或有影響。為確保研究參與者學習背景的一致，欲選擇有嚴謹課

程架構、考試制度、認證方式的占星學習機構，以確保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先備技

術的一致性與學習成效。 

    本研究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成人學習者中招募研究參與者。該

機構成立於 1948 年，以推廣占星學教育為宗旨，在成人教育領域耕耘多年，已

發展出標準的課程架構供面授課程、線上教學課程統一使用，世界各地對占星學

有興趣者，皆可透過網路學習占星學。機構尚有網路工作坊，讓占星學習者可以

針對不同主題進修。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有完整的考試制度、證照認證

制度，以確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具有嚴謹的占星教授課綱，包括初階課程

（Foundation Course）共 3 門課，兩階段進階課程（Diploma Course Level I & II）

共 6 門課（https://www.astrology.org.uk/courses-overview/）；並具備學術研究委

員會處理考試方式、資格認證等事宜（https://www.astrology.org.uk/examinations/）。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認證規定是：需修完基礎課程的學分、通過初級

考試者可以得到證明書（Certificate）；修畢兩階段進階課程，並通過進階課程的

兩次考試後，就可以得到占星學院學位證照（Diploma of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D.F. Astrol.S）（https://www.astrology.org.uk/examinations/），課程架構與

證照認證制度，請見圖 4。 

選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另一項原因，是研究者 2002 年、以及

2019 年在該機構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機構的教學過程中重視引導占星學習者思

考自我轉化的議題，這樣的教學特性對占星學習者思考自我轉化議題的影響以及

產生的自我轉化教學成果等，相關議題現有文獻鮮為探討，因此觸發研究者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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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瞭解在該機構學習過的成人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脈絡

的相關因素。 

 

圖 4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課程架構、證照考試、證照名稱 

資料來源：https://www.astrology.org.uk/ 

製圖：研究者 

貳、研究參與者選取與招募 

    研究對象選取研究對象選取採立意取樣，選擇能提供與研究目的相關資訊者。 

一、研究參與者選取準則 

    研究參與者的選取的篩選標準有以下幾項準則： 

 

https://www.astrology.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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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研究場域：前導研究省思二與前導研究省思三發現，占星學習者的學

習內容、學習年限與占星技術成熟度差異，有可能影響占星學習者的自我

轉化契機；此與學習機構是否提供標準的課程架構、考試制度、證照認證

制度等息息相關，此為本研究選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為接觸研

究參與者的場域的原因。 

（二）學習年限：前導研究省思三指出；研究參與者學習占星學的時間，與自我

轉化歷程有可能的相關性。鑑於占星學習者在機構學習前，可能已經有透

過閱讀等自習方式學習占星，研究者將自學與在機構學習的總占星學習年

限，一併納入篩選標準之中。 

（三）占星技術：占星學習年限越長，接觸的占星技術越多，不同的占星技術是

否有助於自我轉化呢？從前導研究參與者的研究資料中，前導研究省思三

提出疑惑，除解盤技巧外，最常用的兩種基本占星技術為行運與合盤，前

者用於個人事件預測，後者用於探討人際關係，本研究將此兩種技術的熟

稔程度納入篩選研究參與者的標準之中。 

二、研究參與者招募     

    研究者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抵達倫敦，並於 2019 年 10 月—12 月期間，參

與 5 項課程。研究者參與之課程名稱、課程時間請見表 9。參與課程時間，研究

者向機構提出研究申請，研究倫理之申請文件請見附件 1。 

表 9 研究者參與之占星課程列表 

課程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進行時數 

2019/11/2、3 
Synastry（合盤） 

Composite（組合盤） 
12 小時 

2019/10/19 Midpoints（中點盤） 6 小時 

2019/10/12、26 

2019/11/7 
Transit（行運） 18 小時 

2019/11/23 Rectification（命盤校正） 6 小時 

2019/12/7 Solar Return（太陽回歸） 6 小時 

製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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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場域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於 2019 年 12 月 6 日通過申請，2019

年 12 月 14 日，機構對其學員發出研究參與邀約信件，信件內容請見附件 2。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止，共收到 65 封電子郵件回應。研

究者一一回覆，確認回應者之資格，確認郵件請見附件 3。確認信件的目的，主

要是要篩選研究參與者。其篩選原則是根據前述特定場域、學習年限、占星技術

的熟稔程度，因此確認信件中特別要求占星學習者不論是自學與在占星教學機構

中，總學習時間需達四年，而在教學機構中學習的時間至少需要兩年，以及必須

至少熟悉預測的行運技術與討論人際關係的合盤技術。 

    因地點因素、資格因素，最後共計獲得 10 位研究者資料，其中有 3 位研究

參與者是在上述研究者選讀的課程中一起上課學習。所有研究參與者相關背景

資料請見表 10。 

    受限於海外研究之資料收集過程中，研究參與者的時間因素，以及研究者可

以停留海外的時間因素，最後是可以選擇的訪談地點的場域因素等，本研究無

法確實如紮根研究的理論取樣（Corbin & Strauss, 2015：135），亦即在進行資料

分析後，根據資料之內容再確認下一位研究參與者。本研究採取較為折衷的方

式，共以兩種折衷方式取代，首先，每次進行訪談時，研究者會記錄相關重要資

訊與概念，於下次訪談時加入訪談問題。其次，從表 10 第三欄的訪談時間可看

到，研究參與者 I 與 J 的訪談時間較晚。此時研究者已經將研究參與者 A、B、

C、D、E、F、G、H 的訪談內容的逐字稿謄寫完畢，並進行開放式編碼的分析

練習，在 A、B、C、D、E、F、G、H 的資料中來回審視、檢核與分析內容的選

取、命名、概念化與類別化的適合性等，而後在研究參與者 I 與 J 的訪談中進行

確認，以確認概念是否達到資料飽和（Corbin & Strauss, 2015）。 

參、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紮根理論為研究方式，需透過研究者收集資料、分析資

料、驗證資料，研究結果的優劣與研究者息息相關，以下將從研究者的專業訓練、

學術背景、實務經驗、在研究中的角色與立場等討論研究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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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研究參與者之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國籍 教育程度 過往／現在工作資歷 年齡 職業占星師 1 

A 女 2019/12/26 倫敦 中國 大學 塔羅師／學生 30 否 

B 女 2019/12/29 巴黎 美國 大學 藝術品經理人 40 是 

C 女 2019/01/07 倫敦 澳洲 大學 博物館人員／芳療師 36 是 

D 女 2020/1/11 倫敦 瑞典 大學 大學助理／客戶服務 61 否 

E 女 2020/1/12 倫敦 美國 博士 小學教師 53 是 

F 女 2020/1/12 倫敦 斯洛伐克 專科 舞台攝影師／店員 32 是 

G 女 2020/1/14 倫敦 英國 大學 
戲劇院演員／舞台劇製作人／

臨床催眠治療師／靜坐帶領者 
69 是 

H 女 2020/1/14 倫敦 法國 大學 秘書／學校助理／造型顧問 53 否 

I 女 2020/1/30 倫敦 英國 大學 小兒科護理師／精神分析師 57 否 

J 女 2020/2/16 倫敦 斯洛伐克 大學 策展人員 30 初 否 

註 1: 職業占星師是指是有進行收費占星諮詢服務。 

製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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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研究相關的專業訓練與學術背景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研究者自身已經發表的 3 篇期刊論文皆是使

用質性研究方式，其中 1 篇期刊論文正是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方式，對於研究方

法的實施程序有一定程度瞭解，有助於維持研究實施過程的品質。此外，研究資

料場域將在英國倫敦，研究資料收集、逐字稿謄寫、研究資料分析等過程，英語

能力是重要關鍵。研究者具有英國 Goldsmiths College 獲得文化研究碩士，畢業

後從事翻譯工作多年，具備有以英語收集資料、分析資料的外語能力。     

    研究者的碩士論文 Astrology an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Self 是以批判理

論為理論框架，探討占星學與文化產業的相關性。碩士論文研究期間，為能深入

瞭解占星學，研究者曾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學習占星基礎課程 1 年，

回臺灣後在韓良露的占星學院學習占星學約 5 年，至今仍持續閱讀占星學相關書

籍自習。研究者浸淫在占星學之中已有 10 年以上，對於占星學的相關技術、術

語等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有助於更深入理解資料收集過程，包括：課堂中師生等

局內人互動過程，與一對一深入訪談時研究參與者使用相關術語的背景脈絡。 

    除學術訓練背景與占星學實務經驗外，研究者在研究招募場域學習、並且自

身熟稔占星學，這種將局內人知識帶入研究的方式有兩項益於研究的優點，包括：

因研究者同屬於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成人學習者，進行訪談時此身份

可以增加研究參與者的信任感與安全感，更有意願分享經驗；其次，因熟悉相關

占星術語等，於訪談時運用研究參與者認同且熟悉的用語，有助於增加訪談資料

的品質及資料分析的品質（Butchart, 2013）。 

二、與研究相關的實務經驗 

    從 95 學年度至 99 學年度期間（2006/8-2011/6），研究者曾為淡江大學蘭陽

校園兼職講師，常會遇到學生詢問生涯發展、職業選擇等議題，也曾用占星學協

助學生從事選擇；而後在 2015 年獲得全球職涯規劃師（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的證照，有更多機會實務接觸職涯發展的相關議題，或是帶領相關工

作坊活動，研究者曾結合 Erikson 的生涯發展與占星學的行運，設計生涯探索工

作坊數次，也具有占星諮詢的實務經驗。職涯發展是目前主要的研究關懷，這些

實務經驗對於本研究的研究意識多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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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占星學習與實務工作的反思 

    研究者在 2015 年獲得全球職涯規劃師（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

的證照，職涯發展是主要的研究關懷議題，從實際所見的案例，感受到不同年齡

層的研究參與者或是個案因為環境變動感受到的不安或威脅。 

    在職涯諮詢現場或是在校園活動中，以占星學的概念為切入點，帶入職涯發

展等相關議題時，確能引發當事人、團體參與者的興趣，進而省思個人職涯發展

的歷程、或為未來發展方向規劃行動方案。故研究者盼藉由確切研究占星學習者

的學習經驗，為相關理論與實務工作做出貢獻。 

四、研究者的角色與立場 

    研究者熟稔占星學技術的背景，有助於瞭解占星學習者、占星教育者等局內

人的觀點，與在研究場域內活動進行資料收集。但本研究採後實證論取向（潘慧

玲，2003；Guba, 1990；Lincoln & Guba, 2000），研究者在研究場域中將保持中

立的立場，以局外人視角收集研究資料；資料分析過程也會秉持客觀、批判的觀

點驗證相關資料，減少研究者主觀價值與個人觀點的詮釋，盡可能完整、如實呈

現研究參與者的視角與行動意義。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半結構性訪談大綱作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

修正前導研究的半結構中文訪談大綱（見第 86 頁表 7），研擬英文訪談大綱（見

表 11），後，經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學術委員會審查通過用於訪談。 

    研究工具乃前導研究之訪談大綱修正，分為幾個部分，包括研究參與者的背

景資料以及個人學習占星學的源由；其次是占星學習過程，包括學習方式對自身

的啟發、個人與自我定義、自我轉化定義的相關議題；最後是每一位研究參與者

背景特殊部分的提問。 

    與前導研究之訪談大綱相比有 2 項修正。首先，從前導研究省思四發現，實

體面授課程的互動過程中，對培養觀點轉化有可能性影響，特別是授課者的引導，

故特別增加課程方式差異的相關問題，請見訪談問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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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占星學習者之英文半結構訪談大綱 

1. Your background? Such as, your age, professions and education. 

2. Would you tell me reasons you started to lean Astrology? Were there any 

particular events that motivated you to learn Astrology? 

3. Would you tell me reasons you want to take courses at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Any particular event that motivate you to study in the organization? 

4. Wha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elf-taught and study at an organization?  

5. Usually tutors at the Faculty would apply a lot of symbols and myths in class. Do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myths or in applying myth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Do you think myth is a good way to open the possibilities in chart 

interpretation or in understanding your Self more? 

6. Do you think learning Astrology helps you to know your Self? If it does, how to 

help you? What helps you and why you think it did help? Please give me some 

examples, if you could it is ok to share them with me. The meaning of self-

transformation is: you could balance your inner world and outer world. 

7. So, how do you define “self” if you think astrology helps you to know your self 

more? 

8. Do you think learning astrology help you to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previous crucial life events? Please give me some examples, if it is ok to share 

them with me. 

9. So, how would you define “self-transformation?” Do you think astrology helps 

you to transform your “Self”?  

10. Do you think you might have different reactions or plans for dealing with similar 

critical life events now? What would you do? Please give me some examples, if it 

is ok to share them with me. 

11. Have you ever wanted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astrologer? I mean, to live on 

astrology? Why or why not? 

12. Any particular event or stories you could tell me that you help your friends or 

clients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13. Do you read your own chart often? How often? 

製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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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實際參與課程數次後發現（見第 103 頁表 9），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有一標準教學大綱，即便課程教育者不同，教學多是從神話、

象徵意義、關鍵字等開始，而後進入技術面講述，最後是實際案例練習，包括：

個人輪流發表對案例的看法，或是兩人一組討論後共同發表討論結果。以

2019/10/12 的行運技術課程為例，當日的課程流程為： 

一、 暖身：講述 

1. 何謂星盤、何謂行運、預測的意義、行運的技術。 

2. 兩人一組討論「預測」（forecasting）與「自由意志」（free will）的意義，而

後小組發表看法。 

3. 課程帶領者分享斯多葛（Stoic）學派與 Spinoza 對於預測、自由意志的觀點。 

二、 冥王星行運：講述 

1. 冥王星相關神話。 

2. 課程帶領者與占星學習者複習冥王星相關關鍵字。 

3. 冥王星的運行週期與冥王星行運之於個人的意義。 

三、 海王星行運：講述 

1. 海王星相關神話。 

2. 課程帶領者與占星學習者複習海王星相關關鍵字。 

3. 海王星的運行週期與海王星行運之於個人的意義。 

案例分享：兩人一組討論冥王星或是海王星行運。 

實際參與參與數項課程後研究者將其課程設計歸納整理如圖 5。 

    因課程帶領者不同，有些課程只會利用希臘神話，有些課程除希臘神話外，

會加入美索布達米亞或是東方神話、哲學觀點等。因神話學、象徵意義、關鍵字

等幾乎是所有課程的基礎，因此訪談大綱納入關於神話學、象徵學的問題，請見

第 108 頁表 11 訪談問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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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課程設計架構 

製圖：研究者 

訪談時發現，研究參與者 B 是唯一非以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為主

要占星學習機構的研究參與者，但神話與象徵意義在其學習機構同樣受到重視，

其占星學習課程脈絡同樣從神話學、象徵學出發，故此訪談問題對研究參與者 B

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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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與訪談者確認是否符合研究參與標準時，多數參與者都會提供部分

個人背景資料，根據背景資料不同，研究參與者會於訪談問題中再增加 1-2 題額

外的資料，例如，訪談內容研究參與者 F 因有學術相關訓練，故研究參與者特別

詢問：「Wha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arning astrology at the adults’ organization 

and in academic fields?」部分研究參與者已是職業占星師或是占星教學者，訪談

中若主動提及，會對此多加釐清；而尚未執業者，則會問及未來是否有執業之計

畫等。 

第五節 資料收集、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蒐集之方法將包括半結構式訪談以及相關文獻比對。 

壹、資料收集 

    研究場域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每年固定於 9 月底、10 月初開始新

學季、為期 10 週的課程，課程內容分為基礎課程、進階課程等；學季期間不定

時還會舉辦相關工作坊等，研究者實際參與進階課程 1 學季共 5 種不同的課程，

課程時間與名稱請見第 103 頁表 9。 

    課程進行過程中，研究參與者會記錄課堂筆記。課間與老師、同學交流，因

此招募了研究參與者 A、H、J。而後透過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招募，獲

得其他 7 位研究參與者。其他 7 位研究參與者中，研究參與者 B 是在不同的占

星學院學習並取得證書，研究參與者是從學院其他成人學習者處獲得研究招募資

訊；其他 6 名研究參與者都是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學習，有些會同時

在其他占星機構學習。 

    確認訪談時間前，會先將訪談同意書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給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確認無誤後，才確認約訪時間。除研究參與者 B 之外，其他參與者的

採訪地點多在倫敦市中心的咖啡廳或是個人選定的地點，訪談時間請見第 105 頁

表 10。 

    確認訪談時間與地點後，研究者會寄出訪談同意書，請研究參與者先行閱讀。

訪談開始前，會再次向研究參與者確認內容與簽署訪談同意書。每一位研究參與

者之訪談時間約為 1-1.5 小時，訪談結束後致贈每位研究參與者 10 英鎊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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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酬謝。 

    每次訪談後由研究參與者進行逐字稿謄寫，並且將逐字稿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送給參與者確認。因此從接觸、到約訪、以及訪談結束，研究者會與每一位研究

參與者約有 3-5 次的信件往來，以及 1 次面對面接觸。 

貳、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分析過程依循紮根理論的分析方式（Corbin & Strauss, 2015；Hansen, 

2005）共分三個步驟進行，包括：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  

一、 開放式編碼 

每一次深度訪談後進行開放式編碼，包括將資料化整為零找出與研究主題有

關的意義單元，比較、概念化、分類意義單元，以及研究者備忘錄（Corbin & Strauss, 

2015：107-134、220-267）。 

研究者以 Excel 檔案進行資料分析，開放式編碼分析方式如表 12。 

以研究參與者 F 的資料分析為例，意義單元之編碼方式為：「研究參與者之

英文編號＋訪談時間共 8 碼，以及意義單元之流水號」，請見表 12 第一欄。以

比較、概念化、分類意義單元，以及研究者備忘錄（Corbin & Strauss, 2015：107-

134、220-238），請見表 12 第二、三、四、五欄。分析所有研究參與者訪談資料

後，共獲得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意義單元共 277 組。 

分析資料過程中仍需持續與現有文獻對話以進行理論校正，因此加入文獻對

話一欄，請見表 12 第四欄，以紀錄該意義單元與現有文獻、理論框架的相關性。 

Corbin 與 Strauss（2015：121-124、220-238）提醒，研究者備忘錄的用途在

於紀錄研究過程，以利後續分類、紀錄等。進行開放式編碼過程中，研究者陸續

記錄意義單元的備忘錄，請見表 12 第五欄。備忘錄內容包括：閱讀文本時的想

法、不同研究參與者的文本中的類似或相同關鍵字、類似或相同的概念、相異或

對比的概念等，以利後續追蹤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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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開放式編碼之資料分析格式 

編碼 概念 意義單元 
文獻 

對話 

研究者

備忘錄 

E20200112_1 
personal 

background 

So my father is white, my mother's 

American Indian. So I've always 

spent some time with my white 

family a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American Indian family on the 

reservation. So it kind of grew up in 

that two, two pathways. And my, 

my father's side of the families are 

very religious, very Christian. So we 

also went to church for the Salvation 

Army. So I when I got to be the age, 

I wore a little band uniform and 

everything. But of course the 

Salvation Army is an anti-astrology 

like any other Christian church. 

社會學

取向

中：相

信占星

學者具

有抽象

需求 

宗 教 信

仰 vs.占

星 學 信

仰 ?關聯

性? 

E20200112_2 
personal 

background 

So my family is very humble, you 

know, neither my parents finished 

high school and I was quite clever 

as a kid and I got a scholarship to go 

to university because my mom is 

half American Indian and its part of 

the treaties 

占星學

相信者

的教育

程度相

關研究 

  

E20200112_9 

functions 

of myths 

and 

symbols 

one of the gifts I have been an 

American is that we are storytellers 

and I've always understood that 

does the stars tell the stories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re's all 

sorts of divines, such this thing, you 

know, the right moment. Like when 

I tell kids a story, you know, I know 

that I'm speaking to different level. 

I'm not just talking to into their ears. 

I'm going to speaking to their hearts 

and the same one, same way when 

were with a client never telling them 

using symbols and stories to 

describe what's happening, they will 

find something in what you're 

saying and they'll be able to put it in 

their heart. So, it's taking the stories 

of the sky and putting in there. You 

just the translator. That's all you 

doing.  

remaking 

meaning 

vs.轉化

學習 vs. 

self-

transfor

mation 

個 人 會

將 自 己

投 射 於

symbols 

與 myths

等 的 故

事中，在

故 事 之

中 重 新

找 尋 個

人的 self

的意義。 

製表：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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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階段，研究者將意義單元比較概念後進行歸類，建立類別之間的關

係（Corbin & Strauss, 2015：107-134、239-294）。主軸編碼是指將類別之間的行

動、互動的背景脈絡串連成架構，用以解釋概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時間上的前後

脈絡、互動過程等（Corbin & Strauss, 2015：156）。 

    本研究中，研究者使用 excel 進行開放式編碼；進入主軸編碼階段，先進行

意義單元的歸類命名。利用 excel 的篩選功能，找出每一位研究參與者所具有的

不同類別，而後再重複進行比對以歸納彙整相同之概念。彙整與歸納相同之概念

的準則有 2 種，最常使用的不同的研究參與者共同使用關鍵字，或是不同研究參

與者的回應中出現類似的情境。與此同時持續與文獻進行對話，持續比對相關概

念與其下的意義單元後，再為不同相關概念進行進一步分類而後命名。命名方式

有 2 種，大分類的命名原則來自於研究問題或相關文獻內容，如：personal 

background、connection to astrology、outcome of self-transformation 等；次分類會

依照意義單元中重複出現的關鍵字命名，如：self-acceptance、insight 等。歷經數

次閱讀資料文本、資料分析、歸類命名、比對文獻等過程，次分類與分類之間還

會再次交互比對，最後共彙整出 26 組相關概念並命名，請見表 12 第 2 欄。 

    依照發生的順序先串連研究參與者與各類別之間的關連性，如：研究參與者

A 在命名為「Personal background」的意義單元，與「connection to astrology」之

間的相關性；又「connection to astrology」與「（non）Aha Moment 之間」的關

連等，以此類推完成占星學習者的「占星學習者學習動機」（見 132 頁圖 7）、

「占星學習者的轉化學習脈絡」（見 164 頁圖 8）、「（Non）Aha Moment 者之

轉化學習歷程與成果」（見 187 頁圖 9、190 頁圖 10），最後串連所有研究參與

者的所有歷程之完整主軸編碼請見圖 6。 

三、 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是有系統的將類別之間的關係，建構概念架構以發展出本研究

的理論（Corbin & Strauss, 2015：107-134、295-309），形成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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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主軸編碼 

製圖：研究者 

    Corbin 與 Strauss（2015：121-124、62）將理論定義為：一連串系統性發展

的概念、主題，將概念或主題總結成一、兩個字，串連起來，概念或主題的性質、

面相、相互關係可以形成理論框架，用以解釋一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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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擇性編碼階段進行理論化，是指將不同階層的概念，根據其原始資料的

性質、面相，相串連，以便能：一、定義一個主要的議題、事件、或問題；二、

解釋行動與互動之間的可能背景脈絡；三、將問題、議題、相關事件的的行動與

互動關連起來，以給予意義；四、將行動、互動之間的結果與後果串連起來（Corbin 

& Strauss, 2015：62）。 

    在進行選擇性編碼時，研究者從第 115 頁圖 6 之主軸編碼中，比較所有研究

參與者相似、相異之歷程，同時一再與現有文獻比對後，以確立本研究的合理性

與實用性，而後完成研究結果，請見第四章第 195 頁圖 12「占星學習者的自我

轉化學習歷程」。 

第六節 研究的信效度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式，質性研究重視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實體發生的脈

絡與歷程；以 Corbin 與 Strauss（2015）的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是立基於後實

證主義之哲學觀，研究檢核上還是強調客觀的、嚴謹的分析程序，以確保研究品

質。 

    關於紮根理論的質性研究之信度、效度的檢核方式，Strauss 與 Corbin（2015：

346）並不建議採用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的方式檢核，建議採用可

信性（credibility）、應用性（applicability）來驗證，針對可信性、應用性提出檢

核標準。 

    關於可信性，Corbin 與 Strauss（2015：345-346）建議採用 Glaser 與 Strauss 

（Glaser & Strauss, 1967：223-235）的定義，是指：可相信度（believability），

意指研究發現是信實（trustworthy）、可信（believable），能反應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讀者對於該現象的經驗，同時理論的解釋也只是從研究資料中所得到的

眾多詮釋之一。Glaser 與 Strauss（1967）提出 4 項關於可信性的評量標準： 

一、 有充足的細節描述，能讓讀者感受到好似自己身處於場域中，如此能讓讀

者自行評斷； 

二、 有充足的證據證實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過程，如此讀者才能評估研究者是

如何獲得研究發現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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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發現來自於不同組別的比較； 

四、 研究者需說明其詮釋所採用的資料類別。 

    關於應用性是指利用紮根理論研究方法所產生之理論的應用性。Corbin 與

Strauss（2015：345-346）同樣建議採用 Glaser 與 Strauss （1967：237-250）的 4

項標準，包括： 

一、理論需符合出自原研究場域，並可應用於該場域之教學、研究、應用。 

二、該理論需讓一般人與專業人士立即能懂。 

三、該理論應足夠通俗到可以適用於多樣情境與群眾。 

四、該理論應該提供使用者足夠的掌控度可以在情境中修正。 

    本研究以 Strauss 與 Corbin（2015：345-346）提出的可信性與應用性進行信

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收集過程，研究場域選取、研究場域倫理、研究參與者招募，

以及研究資料之分析過程請見前述第五節之敘述，以及附件之相關表格。資料分

析過程中，以 2 種方式確保資料之信實度。首先，訪談過程中，類似主題會以不

同的方式交叉提問，以確認研究參與者提供的資料的一致性。其次，訪談結束後，

由研究者謄寫逐字搞，並請研究參與者負責校對、確認意欲分享之內容，以確保

逐字稿之正確性。同時採用理論檢和方式，將研究資料比對文獻探討中歸納整理

之心理學取向之自我轉化理論、與成人學習理論之轉化學習理論，並於第四章第

四節中進行理論對話。相關語料資料中區分出有達到自我轉化與未能達到自我轉

化者兩組，而後獲得研究結果，相關分析過程請見第四章。應用性的部分，請見

本研究之第五章陳述。 

第七節 研究倫理 

壹、保密與匿名 

    對參與本研究之教師、研究參與者，將保護其機密與匿名性。 

    本研究將採用編碼或代號，取代研究參與者的姓名，以避免洩漏參與者的身

份，作為匿名處理的方式。訪談資料中若有涉及研究參與者身份的相關資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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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行號、學校名稱等，都會以符號隱去，以備註說明，不會出現可辨認研究參

與者的相關資料。研究對象的個人資料、錄音檔等都會加密收藏保存，研究者會

在進行訪談前將相關隱私保密的作法，妥善說明。 

    研究者以嚴謹的態度呈現研究分析與結果，研究資料的逐字稿亦將寄給研究

對象閱讀，依照研究對象的建議修正，研究對象的同意後才正式採用。資料僅供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分析討論之研究之用。研究結果除發表於科學性刊物外，不會

對外公開。     

貳、知會同意 

    研究進行前，已告知相關機構與人士並取得其同意，包括研究場域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研究倫理申請（請見附件 1），與研究參與者的研究訪談

同意（請見附件 4）。 

    研究者會在研究訪談前，向研究參與者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性質、實施

程序和方法、相關權益和義務，同時讓研究參與者瞭解，其個人有參與或退出研

究之自由決定權，上述隱私保密之作法，也會妥善地向研究參與者說明。在研究

參與者同意上述內容，且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後，才進行訪談與研究分析。 

參、研究場域的研究倫理 

    本研究主要將以研究場域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占星學習者為主

要的研究受訪對象來源，該機構具有自身的學術審查機構處理考試和認證事宜，

欲進入場域研究需取得相關認可。故進入場域前已經先取得該機構的研究相關許

可，請見附件 1：Ethic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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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從 2019 年 12 月 14 日由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發出研究招募

信後，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止，共收到 64 封電子郵件回覆，經由研究者一一

回覆後，共獲得十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 

    因 64 位回覆者的資料中回覆資訊不一，回覆者的背景資料無法確實統計，

概略統計發現明顯女性多於男性。居住地以英國最多；美洲地區中，美國有 9

名，加拿大與墨西哥各有 1 位；歐洲地區中，法國、瑞士、義大利、克羅埃西

亞各有 2 位，荷蘭、葡萄牙、瑞典、塞爾維亞各有 1 位；亞洲地區中，伊朗、

印度、香港各有 1 位；大洋洲則有澳洲有 2 位。職業背景部分，有幾位有述明

教育或工作背景，如，伊朗的回覆者是心理學領域博士，美國回覆者中有 2 位

是職業心理分析師等。 

    回覆資料中女性多於男性，第 105 頁表 10 可看到研究參與者清一色為女性，

性別比例與回覆資料的性別比例類似；從研究參與招募信件可知道學歷並非本研

究的主要篩選條件，但參與的研究參與者多數擁有大學以上學歷，來自不同領域，

年齡層分布廣泛。 

    本章分 4 節闡明研究結果，前 3 節為回應研究目的，包括：一、占星學習者

的學習動機；二、占星學習過程中的轉化學習脈絡；三、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的

歷程與成果，最後在第四節中完成選擇性編碼。相關語料引用，將以前後縮排、

不同字體的方式呈現，並以「XXX」隱去可能洩露研究參與者身份背景與個人隱

私的資料。 

第一節 占星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本研究主要關切的第一個問題是：占星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訪談大綱中的第

一題訪談問題，除蒐集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外，更重要是想要瞭解研究參與者

興起學習占星學的動機及其背景脈絡。 

    經整理分析語料後，將學習占星學的相關動機的相關意義單元以

「connection to astrology」命名，並比對不同參與者與占星學連結的背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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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研究參與者學習占星學的發展階段，將分為認識占星學的背景、觸發學

習占星學動機的背景、決定選擇占星學的背景、以及選擇進入占星學教學機構的

背景等 4個背景脈絡討論。 

壹、認識占星學的背景 

    經比對後發現，多數參與者與占星學的連結背景脈絡可分為 2階段，第一階

段是認識占星學。從語料中發現將研究參與者認識占星學的背景脈絡分為 2組，

其中一組是屬於自發性認識占星學，另外一組則是受到身邊重要他人的影響。 

一、自發性的興趣 

    自發性認識占星學的如研究參與者 F、J，都是在年幼時期，因為對神秘

事物感興趣的時候，同時開始對占星學感興趣。 

I literally loved it since I was a small kid. I was just standing outside the window, looking 

and thinking like how I could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in the universe. I was already 

like that. So for me, to find a book or to find a newspaper that there was like astrology, 

I think: Oh my God, that's there.；Even when I was kid, I read about it, but it was not 

officially.（F20200112_2；F20200112_3） 

I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astrology like, of course, there was like, when I was 12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children, something spiritual in children in 

general, like they do like all those colors and like even if you think about like, like 

esoteric shops, they all those colors, and for example at the moment, I'm not too much 

into the colors. I do wear mainly navy blue, but as a kid I did, did like to go and touch 

the any crystals in the shops, and I fou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J20200216_7） 

    研究參與者 C與 D同樣是自發性認識占星學，但起心動念的原因是想要瞭解

個人生命的意義，C是在跨入青春期前後開始對占星學感到著迷的。 

I became fascinated in astrology probably when I was about 13 in order to understand 

yourself and for the meaning of life.（C20190107_1） 

    研究參與者D是在 30歲前後，即語料中所提到的土星回歸（Saturn return）

時，因探索生命意義相關問題時對占星學感到興趣。 

I became interested in astrology in my early 30s. I think, I was, I now understa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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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my first Saturn return. I didn't understand that at the time, but I was asking myself a 

lot of questions and took an interest in different type of, sort of New Age related subjects.；

Questions such as: Am I living the lives that is authentic to me?（D20200111_1；

D20200111_24） 

二、重要他人引介 

    另外一組研究參與者是因為重要他人的介紹進而「認識」占星學。例如，研

究參與者 E、H 都在進入青少年時期前、後，來自母親或母親的友人的介紹。 

And so I had this interest in astrology, but I started off being very . . . my mom was 

reading the newspapers astrology to us when I was about, I think, I was about 10.；When 

I was upset or angry, she just says, “oh you're just a Cancer and you're just too 

emotional.”And so I was very anti-astrology.（E20200112_3；E20200112_5） 

That is a funny story because when I was 15, there was a lady who was very close to my 

mom, said to my mom: your daughter should study astrology because it's part of her. 

And for me, I was like whatever. But I did buy the book. I didn't look at the book, I never 

studied. So I put it on the side.（H20200114_1）   

研究參與者 A、B、G、I 有懂占星學的朋友，經友人介紹認識占星學時已經成年。 

我是個塔羅牌的 reader，但是當時我的老師（註：塔羅牌老師）跟我說，塔羅

牌裡面涉及到很多占星學的東西，所以當時我的老師跟我說：你應該要學習占

星學，從占星開始學習。（A20191226_2） 

Someone suggested at a dinner party that like she had the most amazing reading from an 

astrologer who just told her all this amazing stuff. And I got the name of the other 

astrologer from her who was an astrologer in New York City and I continued seeing him. 

I was a client like a regular client of his for several years.（B20191229_1） 

A friend was studying astrology. I knew her then. She said to me: Can I do your chart? 

That was my first introduction. That was 1978, on my first Saturn return. I found it so 

good, so useful. I thought I will study this.（G20200114_4） 

At that time, I had a very good friend who was an astrologer. And so that's when I got to 

know in 2000. I don't think I have noticed to any particular event. I think I started to 

learn when I met this person.（I20200130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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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認識占星學時的年齡因素，身邊有熟悉占星學的人際網絡是這一組研究

參與者認識占星學的重要的因素，如母親（研究參與者 E、H）、或是友人（研

究參與者 A、B、G、I）。 

    但認識占星學後，並不意味研究參與者都接受占星學，如研究參與者 E 在前

述語料中提到，因為母親將星座專欄中的性格描述套用在她的身上，使她非常的

「反占星學」（anti-astrology）。 

    同樣的「認識」占星學後，不一定就立刻開始學習占星學，因此研究參與者

投入占星學「學習」的背景脈絡是本研究所關切。 

貳、學習占星學的背景脈絡 

    從「認識」占星學到「學習」占星學的過程，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的狀況都不

太一樣。實證研究將占星學定義為偽科學，在眾多可以協助自我轉化的方式中，

研究參與者為什麼選擇學習占星學作為個人自我轉化的工具？本研究想要從此

問題中進一步瞭解研究參與者決定學習占星學的動機。 

    分析研究參與者決定投入占星學的脈絡，大致可分為 3種不同的狀況，包括：

因興趣使然而興起學習動機、友人介紹觸發學習動機、解盤後觸發學習動機。 

一、興趣使然而興起學習動機 

    第 1種是在認識占星學以後，一直以自學的方式接觸媒體的星座或是閱讀占

星學書籍，可能經過多年以後才進入占星教學機構學習，例如，來自中國的研究

參與者 A、出身澳洲的 C 與來自克羅埃西亞的 F，認識占星學後以自學的方式學

習占星學，如：閱讀占星學書籍、找私人師資學習、觀看網路平台的占星學免費

課程、或是網站占星學資訊等，而後因有機會移居倫敦，發現倫敦有不同的占星

學教育機構，遂進入占星教學機構學習。 

當時我的老師跟我說：你應該要學習占星學，從占星開始學習。所以我就開始

學習。後來我就發現說，每當我進一步的去瞭解塔羅牌，我就發現說，其實偉

特也好，其實很需要占星的，80%的內容都是在解答需要占星的。真正、真正

接觸到占星學，其實應該是 2013 年 10 月到 11 月至今。（A20191226_1；

A20191226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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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started reading some different Australian astrologers, psychological approach and 

other websites like astro.com to see there were more depth to study astrology than they 

are in magazines, like that. And I wanted to study astrology more than others. When I 

came to London, it was one of the things I wanted to do and I found there was different 

places you could study. So I started to go to the Astrological Loge and The College of 

Psychic Studies. They have some psychic astrology, kind of ideas,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Astrology as well. （C20190107_2） 

I found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which here I didn't know we have, respect in my 

country, I was just kind of like studying on my own and then I found, like an astrologer 

in 2009, and she told me like basics with astrology, numerology and everything else.

（F20200112_2） 

二、友人介紹觸發學習動機 

    研究參與者 I是英國人因參加朋友的占星介紹課程而引發學習動機，不過在

認識占星學後，I經歷約 15年的自學經驗後，才投入占星學教育機構學習。 

I don't think I have noticed to any particular event. I don't think I have noticed to any 

particular event . . . I think I started to learn when I met this person who laid out the 

library. In that way. But I didn't commit myself to this until 15 years later. But I did, I 

got a lot of books and I read a lot by myself. My interest begins when I met this person.

（I20200130_4） 

三、解盤後觸發學習動機 

    第 3 種是因朋友解盤而觸發學習占星學的動機，如研究參與者 B、D、E、G、

H、J。 

    研究參與者 H與 J的狀況類似，自異國移居英國後得到朋友解盤，而觸發學

習占星學的動機。 

    研究參與者 J 來自克羅埃西亞，在英國大學畢業後留在英國工作。年幼時對

神秘事物感興趣而認識占星學，但並未觸發學習動機。而是成年後在英國，因為

懂得占星學的朋友為她解讀星盤，她受到啟發後曾自學占星學一段時間，才決定

進入占星教育機構學習。 

My friend, she had an astrological reading, and she sent me, I think she sent me both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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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and the recording, or maybe not the recording, but just the chart and she 

summarized her experience. And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ntriguing. And that's 

that was the moment when I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just only sun signs. So then I 

continued to read more on the internet, then the YouTube videos, started to popup and I 

listened to it a lot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me. And only later, like, like two years 

after I thought that okay, maybe I could actually study this because I already read so 

many information about astrology on internet and YouTube that I thought that it might 

be something what I could actually study.（J20200216_2） 

    來自於法國的研究參與者 H 有類似的情境。H 曾在銀行、教學機構擔任行

政職，因教學機構的倫敦分部有職缺來到倫敦工作。15 歲左右被告知應該要學

習占星學的念頭沒有讓她真的開始學習占星學。H 在學習占星學前就一直在探索

自己與家庭的關係，直到在倫敦遇到懂得占星學的朋友解讀她的命盤，解盤過程

中看到許多不為人知的事情，讓她興起要透過占星學瞭解自我的動機。 

At the age of 36 when I came in London. And then I connected with someone who was 

studying astrology. And, and I asked her if she can read my chart. And she said to me as 

she read my chart that she told me things no one knew about it. And I said: why do you 

know that? And she said: because it's all on your chart. And I was like, I want to know 

more. She said to me you should go and study, there is a school for that, you know, but 

I wasn't aware of which school because no one was telling me which school.

（H20200114_2） 

    研究參與者 G 是英國人，在英國戲劇院從事演員工作多年。在 30 歲前後，

即文中提到的土星回歸時，因為朋友解盤認識占星學。 

That was 1978, on my first Saturn return. I found it so good, so useful. I thought I will 

study this.（G20200114_4） 

I mean you say, you talk about people being normal, but I started t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So I found the understanding myself through my chart enabled me to 

overcome depression. Anti-depressants counseling, psychotherapy -- no! Astrology -- yes.

（G20200114_5） 

但在 44 歲前後，即文中提到的天王星對分時（Uranus opposition），G 因為發生

舞台恐懼，無法繼續演員工作，因此決定受訓成為占星師，進而開始學習占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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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n my Uranus opposition, I developed stage fright, so I could not work. So I had to 

find something else to do so. I decided to train to be an astrologer. I trained at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I didn't take the diploma because I didn't need everything. I didn't 

want collection or history. I didn't want that. I'm also a trained healer. So my astrology 

work is very much about healing people through astrology.（G20200114_2） 

    B是因為友人介紹，得到朋友建議去付費占星。 

Someone suggested at a dinner party that like she had the most amazing reading from an 

astrologer who just told her all this amazing stuff. And I got the name of the other 

astrologer from her who was an astrologer in New York City and I continued seeing him. 

I was a client like a regular client of his for several years.（B20191229_1） 

And I was just so fascinated and I started learning on my own. And then I studied with 

a few different astrologers.（B20191229_2） 

B 起初有固定的占星師提供諮詢，但該占星師曾有一段時間無法提供諮詢服務，

當時 B又急需占星諮詢服務，因此興起學習占星學的念頭。 

There were the time where I had questions, he wouldn't let me see him. It was kind of 

weird. So there was a time I kind of, at the moment where like my life was like falling 

apart and I finally just said: okay, let me check the transit and Saturn was right on my 

Uranus. And which is when I decided to learn astrology.（B20191229_14） 

但是 B 同時提到，其實在持續尋求占星諮詢的那幾年中，她同時對該名占星師所

提供的建議有所有疑慮，因為占星師給予的建議不會為她增能，而會讓她降低信

心。 

Just, just because the astrologer I went to was very predictive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that at first I was fascinated by it, but it also wasn't right all the time even though 

he was one of the top astrologers and still is, supposedly, in New York. And but I also 

felt very disempowered by it. Like this is my fat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And so it's like sometimes I would, you know, wait for months for this one 

thing to happen, you know. And I wouldn't know exactly when it would happen or how 

would happen and it was just it was not a good place to be. But, but, I still was convinced 

that was something right about the planets and how their effect on us, but that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it just it scared me.（B20191229_3） 

 



126 

 

    研究參與者 D 與 E 同樣是因為解盤而興起學習動機，不過 D 與 E 是照書為

自己解盤後，感覺啟發良多而埋下學習的想法。 

    研究參與者 D 在 30 歲前後尋求個人生命意義的答案時，恰好閱讀到一本占

星解盤的「食譜書」（cook book），書上的某些解釋給自己一些關於過往生命發

展的答案，開啟 D 對占星學的興趣（D20200111_1；D20200111_24）。研究參與

者 D起初因工作之便往來英國與瑞典，因而在英國購買大量占星學書籍自學。 

Since I travel a lot, I came very often to UK and London. In those days we I didn't really 

have internet, you know, so I went to the astrology bookshop in Covent Garden. So I 

bought, 30 years ago, I bought a number of books, just go back to Sweden, and so I 

started on my own for a couple of years, trying mainly to dig into my own job, I would 

say.（D20200111_3） 

D後來移居英國後，就正式投入占星學教育機構學習。 

2013, I moved here to London. So then I rekindled with the astrology. And I thought: 

well, now,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with the Faculty and I'm live in London,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但進一步追問，為什麼選擇占星學作為進一步探索生命意義解答的方法呢？研究

參與者 D 認為，她肯定有不同的途徑可以獲得答案，但對她而言剛好就是占星

學能讓她得到答案，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ools for transformations as well. I'm sure. But astrology just 

happened to be mine. And I haven't really tried so many other things. Once I got tools of 

astrology, it'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 wanted to learn and I'm sure that there are, like 

Tarot or meditation or whatever, but that has not been my way, and, and astrology takes 

such a long time to learn also properly.（D20200111_18） 

So I started in this seriously with the Faculty in 2015.（D20200111_4） 

    出生於美國的研究參與者 E 在小學的時候，因為母親提及星座相關知識，認

識占星學。但直到大學時期朋友對她說明占星學與星座不同，觸發她想要學習占

星的動機，但真正開始學習是在多年後因結婚移居倫敦，而後在 30 歲前後，即

文中提到的土星回歸時，因為首次育嬰假致使職涯發展中斷期，卻獲得可以開始

學習占星學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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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when I was at University, I found out my Moon was in Leo and then that made 

everything makes sense. From that moment on, I wanted to study astrology but I didn't 

know where to go. I only had one book and I didn't know any other astrologers.；I think 

it was a break in the career which is around the time of my Saturn return and then having 

the time.（E20200112_6；E20200112_7） 

研究參與者 E 同樣是 30 歲前後土星回歸時，職涯發展因育嬰中斷時，決定學習

占星學（E20200112_6；E20200112_7）。她表示自己同時一直遭逢的是焦慮症議

題，為了處理焦慮症，曾嘗試過如靜坐等不同方式。 

I do medication or something, you know, but I think it's helped me to think it all through, 

and rationalize it and understand: “Okay, you're not really anxious because of X Y or 

said, you're anxiou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ing, you can't control what's going 

on.” That's why that's what's called the anxiety. I understand.（E20200112_29） 

但 E 認為靜坐等方式能協助她理解焦慮是什麼，解讀自己的星盤和瞭解行運卻

可以控制她的焦慮症狀況。 

In my life, I've struggled with anxiety and, and I think that knowing my astrology chart 

has helped me deal with my anxiety very, very much because I think if I didn't understand 

my chart, I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E20200112_13） 

If I have an anxiety dream, it's triggered because maybe the Moon passed over Mercur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as happened. So it really helps me to manage that uncontrollable 

part of myself.（E20200112_29） 

綜上所述，研究參與者投身占星學學習的背景脈絡，同樣是自發性興趣與重

要他人介紹為主，人際脈絡是影響研究參與者的重要因素，但與前述「認識」

占星學的人脈因素不同是：實際解盤後的感受是觸發學習動機的重要原因。 

參、選擇占星學教育機構的動機 

    每一位研究參與者「認識」占星學的年齡不同，開始學習占星學的年齡也不

同；因年齡不同，自學占星學的方式也不同，較年長者認識占星學以後，會閱讀

報章雜誌、書籍等開始學習占星學，而較年輕者則還會有 YouTube、網站文章等

電子媒體的學習媒介。但因研究參與者是透過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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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招募而來，即便來自不同國家、因不同原因來到英國，所有研究參與者

都有在占星教學機構學習的經驗，多數是在英國的占星學教學機構，研究參與者

B的占星學習經驗在美國，研究參與者 F會比較在英國與在家鄉克羅埃西亞學習

占星學的經驗，故在探索研究參與者的學習背景脈絡時，會觸及自學占星學與在

教學機構學習占星學的差異。 

    研究參與者分享的資料中發現，多數人在聽聞占星學、或開始決定要「學習」

占星學後，都會經歷過一段時間的自學歷程。其自學的方式不外乎是閱讀書籍，

或是閱讀網路資訊、在線上社群平台免費學習占星學知識等。在這麼多自學資源

下，值得探索讓研究參與者決定付費進入占星教育機構的動機。訪談問題關於自

主學習與組織學習的差異，以「Differences between self-taught and studying in any 

organization」命名相關意義單元。分析資料後發現，有結構的課程設計、學習組

織中的互動等 2 個原因，是研究參與者願意付費的主因。 

一、有結構的課程設計 

    多數的研究參與者都表示，雖然可以自學占星學，而且占星學相關書籍很

多，加上近年來設群媒體等也有相關免費課程，但是個人選擇進入教育機構的

主因，是因為機構能提供有結構、紮實的學習內容。 

How I learned it though was I was more one on one with.（B20191229_12） 

To make it properly I supposed, to get some specific structured learning that is sometimes 

more difficult by yourself.（C20190107_4） 

I think, I absolutely needed all the modules in the faculty, it's very structured and you 

feel, you know, you learn each building block, and then you learn how to put it all 

together into integrated in a very systematic and methodical way, and the tutors were 

excellent, especially in my first year.（D20200111_5） 

This school, for example, probably for any organization, has a formal way how to do it 

like the structure, as like this we do at the first class, this is where you need to get by this 

time, this is what the exam is.（F20200112_5） 

Self-taught, you have to do a lot, you have to go on the YouTube, you can think the 

extent you think. But with the Faculty, it's deeper. They're giving you structure.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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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have a book, people gave you books but they are not the same.（H20200114_23） 

The reason I went to The Faculty was because I wanted it to be really grounded.  

（I20200130_5） 

At some point you need a structure. So the self-study didn't give me enough structure. 

So then I decided to enroll for an educational body just to , just to connect all the dots.

（J20200216_3） 

二、學習過程中的同儕溝通交流 

    在占星教學機構中學習，跟自學最大的差異是有一起學習的同儕，還有教

學帶領者。 

    研究參與者 A、F、G、H 都提到同儕對於學習的影響；研究參與者 A、G

與 H 同樣重視與同儕之間的溝通。 

這個可以幫助你 exchange ideas，可能會幫助你，就是說他們是他方，我是一

宮、對方是七宮，七宮可以幫你打開你看不到的另外一面，所以我覺得這也

是可以打開你思維的比較好的方式。（A20191226_10） 

Because I like to meet other people studying the class. As if I self-taught, I'm on my own. 

I loved it. I met many people. I made many friends. We Astro-chats. Yeah that reason.

（G20200114_9） 

And it's so unique to hear people who've been through different stories. And you meet 

them and they can talk to you. It's like, I think it's the same like I said: people I meant to 

meet in the class, in the street.（H20200114_25） 

    但研究參與者 F 有不同的看法。F 認為若遇到學習態度不夠積極的同儕，

可能會影響學習成效。 

So what I've noticed at the classes that communication is bad, because the teacher asks 

something, but people are silent. And then when the teacher is gone, they'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like “oh I didn't understand it,” but they don't speak to the teacher. But if 

you are alone, you had no other chance just to say what you really think.（F20200112_36） 

三、成人教育者影響學習成效 

    研究參與者 F與 I都有過一對一上課的經驗。研究參與者 I最初在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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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strological Studies學習占星學是選擇線上課程，學院會為每一位學習者

指派一位專責導師負責。比較一對一教學與有同儕一起學習的差異，I認為一對

一的學習方式較能確保學習成效。 

I've learned was when I was doing the distance learning at the Faculty. It is the one-to-

on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utor, through emailing, that has enabled me to learn the most.

（I20200130_8） 

    來自克羅埃西亞的 F 在家鄉跟隨一位占星師一對一學習占星學，與 I 一樣同

時具備一對一學習與同儕學習的經驗，F 認為一對一學習雖然少了同儕可以交流，

但可以獲得所有關注、較能確保學習成效。 

But with the private teacher, he/she want you to understand it. He/she will do anything 

for you to understand it. But also, because it's just you, and no other 10 people, you 

progress a little bit faster. Because if you just there, just one person, all attention is on 

you. And I think the basic difference is definitely the attention to one on one, so you can 

make sure that the person really gets it before you actually go. And if a group doesn't do 

it, you know how it is when there is a group, everyone kind of try to fit in, so nobody 

wants to say anything, so it's kind of weird. So I was usually the one who was trying to 

push it, “you don't get us!”  or send the email afterwards. So, still everyone is 

probably, from my perspective, one thing that one-on-one connection or stronger 

understanding and bond between the teacher.（F20200112_35） 

    關於學習成效的議題，前述提到，課程設計具有結構性，是多數研究參與

者從自學轉而在教育機構學習的主因，而占星教學者是使教學內容有結構、確

保學習成效的主要領導人。例如，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

設計中，關鍵字、神話、象徵意義等是課程設計的重要基礎，研究參與者 F與

G特別指出教學者對於學習者理解關鍵字、神話、象徵意義的重要性。 

Again, depends on teacher, not everyone will bring so much from the symbolis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for some reason, at this school, people actually do understand, 

not only mythology, but also like the symbolism. So what I would say, because I have, 

like this, like symbols and really love that, so for me, it's just like on top, and the top and 

top, like another layer.（F20200112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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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because any symbol there is a circle, 

there is a cross, the spirit mind and matter, so a good teacher will explain, maybe.

（G20200114_14） 

F 強調學習成效與占星教學者有關，師資差異對於 F 學習關鍵字、神話、象徵

等意義時的學習成效有所影響。 

Before astrology I learned like I was reading little bit about Cancers before, and also with 

the teacher of when I was there. But I never felt like I got it, like I grasp. It is really 

depending on who is your teacher.（F20200112_12） 

    研究參與者 H、J 也提到學習過程中，很需要在有疑慮時能有教學者可以

回應學習者的困惑，是她們選擇付費到占星教學機構的一項主因。 

When you are at Faculty, you are with people who are the knowledge and they explain 

things. They do your chart and and stuff like that.（H20200114_24） 

I would say that the faculty or any other educational body because I studied both at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and as well the Hellenistic astrology with other members, 

they connect the dots. And they do answer questions, when I have a question, which I 

cannot figure out from the internet. So for example, when I was just googling on the 

internet was more about out of the interest, there was the passion, there was the new 

insight into a new world, which I didn't know about, so there was like a huge joy in it.

（J20200216_20） 

    線上學習平台打破學習只能在機構內的可能，加上社群媒體問世讓成人學習

可以更便宜、甚至是無須費用就能取得，知識的取得越來越容易，也越來越便宜。

這對成人教育而言是某種程度的威脅，畢竟成人教育是成人需要自主付費的。 

從上述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可知道，若想要觸發成人學習者進入教學機構學習，

結構嚴謹的課程設計架構十分重要；同儕間的溝通學習雖有助於學習，但成人學

習者更在乎學習成效，因此能夠掌控教學成效與迅速回應問題的教學者，同樣是

成人學習者關切的。 

肆、小結 

    本節旨在討論占星學習者的占星學習動機，總結上述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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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研究參與者的學習背景脈絡，發現觸發占星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有二項重要影

響因素，分別是：興趣使然與結構性學習需求促使的內在動機，以及人脈引介與

解盤的外在環境因素。本研究總結占星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脈絡為圖 7，茲說明如

下。 

 

圖 7 占星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製圖：研究者 

一、內在動機：興趣使然與學習成效需求 

    研究參與者 A、C 與 F屬於這一類學習動機途徑。A 來自中國、C來自澳洲、

F 來自克羅埃西亞，C 與 F 是從童年時期就開始對占星學感興趣，而後閱讀報章

雜誌上的星座專欄，F 甚至曾在克羅埃西亞跟隨一位占星師學習過；2 位移居倫

敦、獲知相關占星教學機構後遂開始占星學習。而 A本是塔羅師，對於相關事物

感興趣，因塔羅老師的建議而嘗試占星學，最後決定積極投入學習。 

    所有研究參與者都經歷過自學與在占星教育組織學習的階段，促使她們從自

學轉為付費學習的學習動機，在於自學缺乏結構性的課程架構，也缺乏可以回答

問題的老師與互動的同儕，學習成效、同儕互動是促使選擇占星學習組織的內在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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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環境因素：他人引介或解盤 

    從前述研究參與者的資料中發現，不論是他們認識占星學的過程、或是決定

學習占星學的過程，重要的人際脈絡都扮演重要角色，例如研究參與者 I 是因為

參加朋友的占星入門課程，開始對占星學感興趣。 

    此外，重要人際脈絡於介紹占星學給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中，多數都實際位研

究參與者解盤，例如 B、G、H、J。解盤對於研究參與者 D 與 E 而言同樣重要，

雖沒有得到人際脈絡的解盤，但 D 與 E 是自己跟隨占星書籍解盤後，開始相信

占星學，進而在恰當時機開始學習。 

    前述自我轉化理論（McLean, Pasupathi, & Pals, 2007；Pals & McAdams, 2004；

Pals, 2006；Tedeschi & Calhoun, 2004）、轉化學習理論（Baumgartner, 2001；Daloz, 

1986, 1999；Mezirow, 1991, 1994, 2000）、以及占星學諮詢或占星學學習等實證

研究（Butchart, 2013；Lillqvist & Lindeman, 1998）指出，困難生命經驗、創傷經

驗或負面生命經驗、個人生命危機、生涯轉換、以及尋求生命意義等議題，都是

觸發個人尋求自我轉化的契機。但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開始學習占星學的背景脈

絡中，除研究參與者 G 有憂鬱症狀況外，其他研究參與者並無類似狀態。 

    生涯發展階段觸發自我轉化的契機，但可協助自我轉化的工具有很多，研究

參與者選擇占星學的動機多從實用性考量出發，研究參與者 B、D、E、G 都是因

為先有過解盤經驗，從中得到印證或啟發，因此興起學習占星學的動機。這樣的

背景脈絡除有人際脈絡影響外，還有 2 種可能性解釋，一是體驗性學習的觀點，

Lindeman（1998）指出：體驗性學習是一種認知上的調適方式，只要可以滿足個

人使用的解釋都是有用的、可嘗試的解決方式，體驗性學習的目的是引導個人快

速找到可以指引接下來行為的決策；二是真正占星學解盤雖耗時耗力，但或許真

能協助個人瞭解特質、獲得建議（瞿海源，2006），因此觸發研究參與者的動機。 

    至於在生涯轉換階段，為什麼會觸發自我轉化的契機？這個議題與自我

的相關性將於第二節探討。 

第二節 占星學習過程的轉化學習脈絡 

    本研究主要關切的第二個問題是：占星學習過程中觸發自我轉化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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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學習占星學後促使覺知自我議題的契機、促使自我轉化的重要工具，以及

學習如何轉化自我等一連串的學習歷程。本節將先簡述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

歷程，並簡述研究參與者提及的占星符碼的相關神話及其關鍵字。而後歸納整

理觸發覺知自我的背景脈絡、促使覺知自我的工具、以及自我轉化的工具與方

法。 

壹、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歷程 

    研究參與者 A 來自於中國，目前在英國進修語言，待完成語言考試後會申

請碩士班就讀。原本就是塔羅牌占卜師的 A，在塔羅牌老師的建議下開始占星

學習，A 認為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讓她印證心中的自我形象，包括潛能與需

求等。A 在 2019 年夏天就到倫敦，當時已經拿到學校的有條件入學許可，卻沒

能通過最後的語言測試，以致於失去入學機會，不得不重新進修語言、再次申

請學校。A 在占星學習過程中以首次土星回歸重新詮釋這一段挫敗經驗。 

    研究參與者 B 是美國人，是美國執業占星師，因他人介紹使用占星諮詢處理

職涯發展相關議題，一段時間後正式投入占星學學習。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 B 經

歷過 2 次覺知自我的瞬間，都是與此生職涯發展的社會舞台議題有關。第一次是

從個人星盤上北月交位於第 10 宮的天蠍座，瞭解此生職涯發展的社會舞台，與

天蠍座的重要關鍵字「轉化」有關；第二次是在母親過世的時候，因為代表母親

的行運月亮與此生發展方向的北月交會合在社會舞台的第 10 宮，B 領悟到母親

雖死亡但其生命傳承到自己身上，「置之死地而後生」是天蠍座的重要關鍵字，

B 需要一個幫助自己展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專長，在社會舞台上立足，因此

決定成為執業占星師，利用占星學協助自己與他人置之死地而後生後轉化。 

    研究參與者 C 是澳洲人，移居英國的目的是要精進藝術與音樂專業，而後成

為博物館工作人員。C 從青少年時期就對星座感興趣，為的是瞭解個人生命的意

義，C 認為占星學幫助她更瞭解自己。 

    研究參與者 D 來自瑞典，在 30 歲前後土星回歸時，因探索個人生命意義而

接觸不同的新時代工具，包括占星學；當時利用一本占星學書籍解讀個人命盤的

過程中，因其個人星盤代表情緒、本能、家庭的月亮位於代表國外、異國文化、

高等教育的第 9 宮，因此產生覺知自我的瞬間，包括自己為什麼喜歡國外旅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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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文化、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一直在找尋信念與生命意義

等，而後 D 因工作出差之便常到倫敦，在倫敦購買大量占星學書籍自學，直到有

機會在倫敦工作後，便投入占星學機構學習占星學。 

    研究參與者 E 來自於美國，父親出自傳統白人家庭，母親則是印第安人。小

時候母親常在閱讀報章雜誌上的星座專欄後，應用專欄內容中的負面性格敘述解

釋 E 的行為，讓 E 不喜歡星座；因母親的印地安原住民背景讓 E 得以受惠上大

學，不喜歡所選讀的科系，E 在找尋方式瞭解自己時，偶然閱讀一本占星學書籍，

才知道真正的占星學不是童年時母親閱讀的星座專欄，產生自我覺知的瞬間是發

現雖然 E 與母親的太陽星座相同，但因為代表情緒、本能的月亮星座不同，因此

面對同樣狀況時兩人的情緒反應與因應行為頗為不同，這個機緣埋下學習占星學

的動機。而後因結婚移居英國後，在在 30 歲前後土星回歸時，E 因生產有育嬰

假可以短暫離開工作，讓 E 有時間可以投入占星學學習。E 認為占星學學習過程

中，個人的土星星座雙子座同樣讓她產生自我覺知的瞬間，雙子座的雙重性象徵，

可以解釋 E 生命中的許多雙重性，例如：來自不同文化傳統背景的雙親，還有身

具小學教師與占星師雙重身份的自己。 

    研究參與者 F 來自克羅埃西亞的專業背景是攝影相關，年幼時就對神秘事

物感興趣，包括占星學，在家鄉曾與占星師一對一學習占星學，而後移居倫敦後

知道有專門教授占星學的教育機構，在首次土星回歸時投入占星學習。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入門課程中，因解讀星盤的過程產生覺知自我的瞬間。

F 的星盤上具有冥王星與金星的相位，當時的占星學教授者在解釋代表掌控慾的

冥王星與代表親密關係的金星成相位時，其內在的心理狀態與外在行為表現時，

讓 F 產生覺知自我的瞬間，F 從中瞭解過去親密關係中的種種行為與心理狀態。 

    研究參與者 G 是英國人，出生於傳統天主教家庭的她，年輕就喜歡討論政

治、改信佛教，飽受周遭批評而感到掙扎，甚至有憂鬱症，直到 30 歲前後土星

回歸時，身旁的占星師朋友為她解讀星盤，從星盤解讀中理解，因代表突破、非

傳統、反叛的天王星位於個人星盤上代表信念、信仰的第 9 宮中，因此真實的她

不容易認同傳統文化的信念或信仰，G 因此產生覺知自我的瞬間，憂鬱症不藥而

癒，同時埋下學習占星學的動機；而後在天王星重要的對分行運時，一直從事戲

劇工作的 G 發生舞台恐懼，決定退出舞台，投入占星學學習，突破長久以來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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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道路，G 同時從星盤上瞭解自我的其他潛能，除成為執業占星師外，也受訓成

為執業催眠師。 

    研究參與者 H 是阿拉伯裔法國人，身為長女的她一直是家庭主要支持者。H

一直對時尚產業深感興趣，但身為家中主要經濟支持者，不容許 H 往時尚產業

發展，只能從事收入穩固、但個人不感興趣的秘書、助理工作，同時一直未能結

婚。直到工作關係移居倫敦，因占星師朋友為她解盤，引發她學習占星學的動機。

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入門課程中，因解讀星盤的過程共產生 2 次覺

知自我的瞬間，第一次是老師述說月亮女神戴安娜的神話故事，以及從該神話故

事中關於女性與家庭的種種關係時，第二次是在解讀星盤的過程中，H 發現星盤

上代表家庭領域的第 4 宮之於自己有重要的意義，讓 H 重新梳理與家庭關係中

的自我議題。 

    研究參與者 I 是英國人，來自傳統的天主教家庭，年少從事護理工作，後受

訓成為精神分析師。童年生活都是教會為主，但天主教教義或是教會中信徒的某

些行為，總讓 I 有不能認同之處。48 歲前後 I 參加朋友的占星學簡介課程，對占

星學產生興趣，開始占星學習課程，I 認為占星學讓她印證心中的自我形象，應

證個人發展方向是對的。 

    研究參與者 J 來自克羅埃西亞，12 歲前後因對神秘事物感興趣，而接觸過星

座。J 在英國完成大學學業後留在英國工作，30 歲土星回歸時，因占星師朋友為

她解讀星盤，萌生學習占星學的動機。J 在學習占星學解讀星盤的過程中，產生

覺知自我的瞬間，J 發現星盤上代表健康的第 6 宮有許多行星盤踞，突顯個人的

健康議題，解答 J 長期以來因健康議題產生的困擾。 

貳、研究參與者提及之占星學符碼 

研究者親身參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占星學課程，每一門課程幾

乎都會從星座或行星的象徵意義或是神話故事開始，行星、星座、宮位的關鍵字

更是老師用來啟發學生解析命盤的關鍵，從第 110 頁圖 5 課程設計架構可知。 

    從課程設計結構可知，神話是基礎，從神話故事中的象徵意義、神話人物的

性格等會歸納出關鍵字，以應用在該行星或星座或宮位上。個人星盤中會討論的

主要行星是天文學上的 10 大行星，行星好似動詞，顯示特定的心理動力、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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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動機，但個人的表達或行動「方式」，會因該行星所座落的星座不同而有差異；

星盤劃分出 12 宮位，每一個宮位代表一個生命的領域，代表行星展現行動、動

機、心理動力的舞台（韓沁林譯，2010）。以水星為例，水星的神話故事與訊息

傳遞使者 Hermes 有關，神話中 Hermes 一出生就會說話，但最初說的話語是撒

謊，藉由撒謊騙走太陽神 Apolo 的牛群，卻也讓 Apolo 對他印象深刻，決定收他

為學生教導他。因此水星的關鍵字是溝通、語言、學習，負面關鍵字會有謊言（負

面的溝通），正面溝通會有創造（新聞、散文類創作）或是資訊交流。水星是雙

子座與第三宮的守護星，某一行星位於雙子座就會具有溝通、語言創作的色彩；

而第三宮本身跟中小學教育或中小學等基礎知識有關。解讀星盤時如果當事人的

水星位在牡羊座第 9 宮，意指當事人溝通的方式有白羊座的特質，喜歡探討 9 宮

領域的議題、或是常在 9 宮掌管的場域進行溝通。 

（一）神話故事與關鍵字 

    簡略歸納數位研究參與者產生覺知自我的占星學符碼的相關神話故事、行

運週期與關鍵字等。 

    海王星、天王星、土星、木星的神話故事可共享宇宙起源的神話故事，但這

幾顆行星也有各自的神話代表人物，例如天王星的普羅米修斯、木星的宙斯等。

根據神話記載，宇宙最初並無土地，只有掌管大海的海王星與掌管雷電的天王星。

海王星與天王星交媾後懷孕，但天王星不願意孩子出生，海王星憐憫自己的孩子

無法生出生，因此詢問腹中無法出生的孩子，誰願意協助她脫離天王星的掌控。

只有最後受孕成胎的土星願意承擔責任，於是在晚上父親天王星再度來臨、與母

親交媾時，土星持刀砍下父親的生殖器，天王星吃痛離開海王星的身體，自此天

海分離產生土地。天王星的生殖器落入海中生出金星，土星取代天王星的地位成

為天地之主，掌管土地。海王星對天王星說：今日你所種下的傷害父親之因，來

日同樣必須面對自己的兒子的弒父行為，這是當日因會來需要面對的果。土星聽

聞後極為害怕擁有孩子，但卻從天王星的失敗經驗中理解到，孩子要自己保管才

能確保自身安全，因此土星將每一個出生的孩子吞下。最後一個孩子木星出生時，

妻子交給土星的並非孩子而是石頭，土星不查讓木星有機會活下來，被送到遠處

扶養，長大後回來傷害父親，解救出父親腹中的所有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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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神話故事中可歸納出海王星、天王星、土星、木星的一些關鍵字，包括：

海王星的「創造力」（孕育孩子）與悲憫（未能出生的孩子）的天性，天王星的

突如其來（閃電）、不合乎傳統（不願意有孩子傳宗接代）、與突破的天性，土

星的受限（無法出生）與承擔責任（弒父）的性質，以及木星的拓展與異國議題

（被送到海外且在海外被撫養成人）與幸運（可以出生且存活）的性質。 

    至於研究參與者 F 提到的冥王星，最有名的神話故事是冥王星 Hades 搶走

大地之母 Demeter 的女兒 Persephone，Demeter 因女兒失蹤悲傷不已，致使大地

枯竭無農作物生產，人類瀕臨滅亡。天神宙斯搜尋之下才發現原來是 Hades 藏起

Persephone，要求水星 Hermes 前去交涉。Hades 為將 Persephone 留在冥間，用計

要 Persephone 吃下石榴，在 Hermes 到來前，Persephone 吃下了一半的冥間石榴，

因此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必須留在冥間，Persephone 因為此事從母親呵護的少

女變成女人冥后。冥王星的神話故事中透露的關鍵字有：控制、計謀、以及轉化

（少女變成女人）等，而這是研究參與者 F 從故事中發現到自己對於親密關係的

掌控性的心態與行為等。 

（二）行星的行運週期與意義 

    第一節探討研究參與者興起占星學的學習動機中，意義單元中常會出現的關

鍵字是「Saturn return」（D20200111_1、E20200112_7、F20200112_2），中文譯

為「土星回歸」。占星師喜歡用占星術語說明自己真正開始學習占星學的時間，

以此說明自身當時需要占星學的原因，研究資料中出現的術語往往與行星行運週

期有關。 

研究參與者 A、D、E、F、G 都提到首次土星回歸，這是指土星的行運週期。

行運週期是指行星繞行地球一週的時間，如太陽繞行地球一週是 1 年，月亮是 1

個月，木星是 12 年、土星是 29 年、天王星是 84 年等，10 大行星各有行運週期，

個人首次的土星回歸都是落在 30 歲前後。占星學中常會利用行星行運週期，作

為回顧生命重要事件的參照標準，如土星的行運週期為 29 年，占星學習者或是

占星師就會回顧自己或是請個案回顧 30歲前後的重大生命事件。 

因行星代表的意義不同，行運週期有不同的意義。利用占星學中重要的行星

行運分析其他研究參與者的語料發現，研究參與者 A（A20191226_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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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191229_14）、H（H20200114_5）、I（I20200130_4）與占星學的相關性是

屬於木星回歸的里程碑，其與生涯發展相關的數字則是 12 的倍數，如 12 歲、24

歲、36 歲、48 歲。但木星回歸與土星回歸的性質不同，木星具有拓展性質，若

當事人在木星回歸的生命里程碑展開新的學習歷程，意味著當事人感受到前一個

生命學習階段告一段落，自發性想要開始新一階段的學習。 

30 歲前後首次的土星回歸，是個人首次思考自身「責任」議題的時候：想要

為自己的生命承擔什麼責任，土星回歸時的當事人較容易遇到辛苦的外在環境，

迫使思考自我、生命、責任等的相關議題。語料分析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D、E、

F、G、J認識占星學或是學習占星學的時間，皆與土星行運有關。每個人都會在

29-31歲時經歷首次的土星回歸，從占星學的觀點來說，這是生涯發展的重要轉

捩點，意味著個人首次思考自己的生命發展方向，包括：我是誰、我的社會責任

等議題，是思索個人生命意義的時間。有經驗的占星師、占星學習者往往會敏銳

注意「29-31 歲」前後的發生的事件，占星學學習行運時會特別反思與回顧的這

段時間的重大生命事件。 

    研究參與者 G 同時提供 2 項與行星運行相關的訊息，其一是土星回歸，其

二是提供的相關訊息則是天王星對分（Uranus opposition）的 44 歲（G20200114_2），

天王星對分是指打破僵局，此時往往是指生命發生危機、需要尋求轉機時。G 提

到天王星的議題，天王星行運是 84 年，G 是在天王星對分、也就是 42-44 歲左

右，放棄過往的戲劇工作與生活領域，勇敢「突破」自我，展開占星學習旅程，

並成為占星師。 

    研究參與者提及其他占星學符碼的象徵意義、神話、關鍵字等，將於分析中

簡略敘述。 

參、觸發覺知自我的 Aha Moment 

    前導研究中，研究參與者 A 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因老師的一番話而開

始思索「自我」的議題（前導研究之資料編碼 A20190221_4）。從數位不同國籍

的占星學習者身上也發現類似的狀況，研究參與者 B 使用「Aha」一詞，其他數

位研究參與者以「Whoa」或不同詞彙描述類似狀況，因此研究者將觸發覺知自

我的契機的相關意義單元以「Aha Moment」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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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盤解讀產生 Aha Moment 

    研究參與者 D 與 G 是在正式投入占星學習前，因為解讀命盤時產生 Aha 

Moment。 

    研究參與者 D 的 Aha Moment 發生與生涯轉捩點有關。前述提及 D 是在 30

歲前後的土星回歸時，因為找尋生命意義與生命發展方向，恰好閱讀到一本占星

學「食譜書」（cookbook），這類書籍通常是從將每一個行星座落的星座、宮位

等一一解釋，同時會提供相關案例，D 從書上獲得個人月亮位置有一些解釋。D

的月亮位在代表國外、外國旅行、高等教育、信念的 9 宮，這個月亮在 9 宮的詮

釋給 D 一些關於過往生命發展的答案，因此讓她產生 Aha Moment，進而對占星

學產生莫大的興趣，而後在移居英國後開始學習占星學。 

And reading about my 9th house Leo Moon, that was really what got me at least as big 

a passionate about astrology, because all of a sudden I could see, you know, it's a 

cookbook, you know, explain to me what I could relate to my interested out of campus, 

in foreign countries, for colleges, the traveling, how I relate to people so which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Cancer Sun.（D20200111_2） 

    現年 69 歲的研究參與者 G 同樣因受益於解盤而產生 Aha Moment。G 曾經

是英國戲劇院的演員，出生傳統天主教家庭的她，年輕時就成為佛教徒，因此她

覺得自己與英國傳統社會格格不入。 

So I was born in London. Both my parents were English. I was educated in London. I 

was brought up as a Roman Catholic, so I went to a convent school where I was taught. 

But if I was a sinner I would go to hell, so I was thinking this isn't right, I have to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So as a young age, I was searching for other ways of belief.

（G20200114_1） 

同樣是在 30 歲前後的土星回歸時，G 因其他占星師為她解讀自己命盤的過程中，

讓她理解她與社會傳統格格不入原因來自於命盤中代表「突破現狀、特立獨行」

的天王星能量，這個領悟幫助她慢慢走出憂鬱症。 

I was shown by a very gifted astrologer that we can't become depressed, if part of our 

energy is not being used, nothing about what the doctors say. She pointed out to me that 

I have four planets in aspect to Uranus. And she said you are not living your Ur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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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When she taught me this and I started to use my Uranus energy, my life force 

started to flow and the depression went.；I remember saying to the astrologer: “You 

mean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me? Because people were always saying: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You're crazy.”（G20200114_6；G20200114_7）  

    研究參與者 B、E、F、H 則是在學習過程中產生 Aha Moment 的。 

    研究參與者 B 表示，學習占星過程中發生過兩次 Aha Moment。B 兩次 Aha 

Moment都與第 10宮有關。一次是學習到自己個人星盤上的北月交（North Node）

位於 10 宮的天蠍座。北月交代表此生發展方向、靈魂的去處，10 宮代表個人的

社會舞台，天蠍座有深入、專注、挖掘等的意思。個人星盤上的這個位置讓她感

受到靈魂發展的方向。 

I think another real Aha Moment for me. The biggest one was when I learned about my 

North Node and Scorpio in the 10th house and that to me was like: okay, there's 

something to that. They're really like, my soul said yes in a big way. And the next step 

is the rulers of the nodes, you know, what rulers of those plants are that kind of shows 

you sort of the roles and your life that you played in the past and that you may you know 

grow into and it just was so clear for I just became really good.（B20191229_37） 

這次的 Aha Moment 讓Ｂ與過去曾有過的事業發展不順利的經驗產生連結。而另

外一次 B 在喪親事件中因回溯行運，發現母親過世的時候正好是代表母親的月

亮與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北月交（North Node）合相在代表轉化的天蠍座（Scorpio）

時，北月交與月亮的合相又恰好在代表母親領域的第 10 宮，B 從中產生 Aha 

Moment，感受到母親的精神傳承。 

I think the biggest moment was when my mother died that just, that was like the moment 

in my life that just changed everything, is just opened me up to spiritual, all the spiritual 

stuff I'd been doing finally is like the rubber hit the road. . . . I feel like part of her spirit, 

you know passed to me. But when I found out that my, my North Node is actually 

conjunct my Moon in Scorpio in the 10th house and moon -- the mother -- and the North 

Node in Scorpio -- death and 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tenth is, so the mother.

（B20191229_15） 

    研究參與者 E 長期飽受焦慮症之苦，從解讀個人星盤中她發現原因出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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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思考的水星，因內在的不安全感致使水星過度思考導致焦慮症。 

I have a weaknesses, you know, I have it on aspect of Mercury, that's angular and 

retrograde and, you know, my brain is always fired, it never relaxes, because there's that 

insecure. So I have to take steps to relax. I can be a very anxious person, too. In my life, 

I've struggled with anxiety and, and I think that knowing my astrology chart has helped 

me deal with my anxiety very, very much.（E20200112_13） 

    研究參與者 F 回顧在課堂上，因占星教學者深入解釋命盤上占星學符碼的

相關負面意義時，連結到自身會有的負面行為與動機等時，因而產生「whoa」的

感受。 

But here in the school（註：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you were focused on 

all yourselves. And they really made it a priority for us to understand our chart first. It 

was very important. So when I saw that and she（註：占星教學者） started to explain 

certain things which were more like in-depth. When she was going like deeper and then 

I was like“whoa!” And you know, it was not about the light side, but it was the dark 

side which are found and I was like: I know where this is coming from; I know why am 

I like that; I know why this is like this. And it was like someone would read the layers 

of my soul like to that deep, that people who know me for years would not know this 

about me. And somebody who doesn't know me can tell I was absolutely blown away. I 

was like: “how the hell!” And my mother wouldn't know, you know, it's very deep!

（F20200112_6） 

    研究參與者 H 是家中長女，一直擔任父母、兄弟姊妹的支持者，至今未婚，

與原生家庭的關係議題一直困擾她。是在上課學習星盤時，H 發現個人星盤上代

表家庭的第 4 宮中，有 3 顆以上的星星群聚成星叢（stellium），讓她瞭解自己與

家庭緊密連結的原因。 

I was like: Now I got it. And for me it's the stellium. It's on my stellium filed, I almost 

have to do it, and I have to step away from that, still attached but not too much attached.；

it makes me to understand why I was so connected to my family. It was like . . . It was 

like . . . because I am the Sun in the 4th. It makes me understand that.（H20200114_6；

H20200114_8） 

上述研究參與者都是在解盤過程中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 D 與 G

 



143 

 

是在正式學習占星學之前，對照書籍解盤（D）或是友人解盤（G）時產生 Aha 

Moment；而研究參與者 B、E、F、H 則是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在老師的帶

領下因為解讀自己的命盤而產生 Aha Moment。 

二、解讀個人命盤印證自我形象 

    其他參與者並沒有明確指出有 Aha Moment，但解讀命盤之於他們仍有特別

的意義。對研究參與者 C 而言解讀星盤有助於深入瞭解自己。 

Quite early on in my life, so you can see that it's（註：it 是指本命盤） really got a 

lot to offer you in terms of self-understanding. You know, straight away, as soon as we 

start reading more in-depth into your own chart, you see, it's quite extraordinary.

（C20190107_5） 

    研究參與者 A 與 I 以不同的說法解釋星盤與意識中的自我連結的狀態，對

他們而言，解讀星盤的過程中像是一種「印證」：印證心中自我形象。 

Astrology gave me the spiritual confirmation.（I20200130_12） 

占星確實是很厲害，但對我個人而言，它始終都只是一個工具，比如說，透過

這個工具我可能可以提前看到一些潛能、或者我能夠印證到我內心的需求。

（A20191226_3） 

解盤對 I 不只是一種應證，更找到方向。 

I think it helps me to gain a certain confirmation of something which I could see I begin 

to feel what I wanted it and so the chart helps me very much to see that. So this is what 

I have to do, this is the direction, I need to go, it's all right. So, actually I don't have to 

become together in family.（I20200130_17） 

因此研究參與者 I 指出，解盤過程中意識到的自我形象，之於她比較像逐漸累積

找到對的方向的過程。 

I don't think it had that moment, I don't think I put it into anything. I think its to be more 

gradual for me, you know, like gradual . . . gradual realization of doing the right thing at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way.（I20200130_7） 

    對研究參與者 J 而言，星盤提供重要生命事件的解釋，讓她能夠瞭解類似生

命主題一再發生的原因，從後來的語料中她提到，生命中一再發生與健康議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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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事件，致使身體受到損傷、每日需與疼痛共處的經驗，她在自己的命盤上代

表健康的第 6 宮的星叢中理解。 

So it's very Capricornian in 6th house. So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in my life, if one 

thing is not happening than this, other thing is unfolding. So as I said, it's either teeth or 

bone, so very Capricornian. So there is always a health issue which I'm have to deal with 

on a day-to-day basis.（J20200216_20） 

My chart gave me some insight into why my life doesn't look like as anyone's life. It's 

easy to accept the unfolding of life, if you've got some, sort of, like, not guidance, but 

understanding.（J20200216_10） 

    從上述分析中發現，研究參與者 B、D、E、F、G、H 有產生 Aha Moment，

其中 D 與 G 是因為 Aha Moment 進而埋下日後學習占星學的種子，而 B、E、F、

H 則是在學習占星學過程中產生 Aha Moment。至於 A、C、I、J 則沒有感受到

Aha moment。 

    但 2 組研究參與者都是從解讀個人星盤的過程中產生某些領悟。其中並未產

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 A、C、I 透過解讀個人星盤印證心中的自我形象，

因此更瞭解自己、或是確認生命發展的方向。 

    研究參與者 B、D、E、F、G、H、J 則是從星盤中，發現生命中一再重複發

生情境的解答，例如，研究參與者 B 從星盤上的第 10 宮看到事業發展、社會舞

台與人際關係的議題；D 從星盤上月亮 9 宮的位置看到自己為什麼一直在找尋個

人信念、為什麼對異國文化或國外旅行感興趣、甚至為什麼對大學行政工作或是

國外工作感興趣；E 找到一再發生的焦慮症的原因，是因為不安全感致使水星過

度思考；F 從星盤中看到影響個人關係的性格黑暗面的動機與行為；改信佛教的

G 發現自己與原生家庭的天主教信仰格格不入、也與英國社會傳統與文化不合拍，

星盤上的天王星特立獨行能讓她獲得答案；身為長女的 H 必須犧牲自我發展，

因為生涯發展中常有需要支持家庭的狀況，長期困擾她的家庭議題在星盤中找到

原因；而 J 雖然沒有產生 Aha Moment，但同樣瞭解一再發生的健康議題的原因，

與個人星盤上代表健康議題的第 6 宮有關。這些重複發生的主題包括有健康議題

（E、J），關係議題（B、G、H），以及個人議題（F），而她們從個人命盤中

找到一個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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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種程度 Aha Moment 類似於 Mezirow 的觸發事件（Mezirow, 1991, 1994, 

2000），唯 Mezirow 的觸發事件是會促使個人不安、造成扭曲的困境以進一步反

思不合宜的觀點的外在事件；但對本研究中有 Aha Moment 經驗的研究參與者而

言，Aha Moment 所觸發的是一種領悟：領悟到生命中經常出現的主題的源由，

以及源由與自我議題的關連。 

肆、促使覺知自我的工具：神話、象徵、關鍵字 

    依據紮根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論會在行動中浮現，從研究參與者的訪談中，

會浮現出相關的主題概念，帶領出下一個可能的概念（Corbin & Strauss, 2015）。 

    從 Aha Moment 與研究參與者選擇占星學作為自我轉化工具的研究資料中，

研究者發現占星學的宮位、行星、星座等的關鍵字，或是其代表的神話故事等會

不斷出現在意義單元中。例如：研究參與者 B 提到的月亮代表母親、以及天蠍座

代表轉化，因此母親過世的行運之於自己的啟發（B20191229_15）；或是研究參

與者 D 提到個人星盤中第 9 宮的關鍵字：國外旅遊、高等教育等與個人職涯發

展的相關性（D20200111_2）；研究參與者 E 則是從水星的功能中瞭解個人焦慮

症的原因、進而焦慮症（E20200112_13、E20200112_29）；研究參與者 G 則是

從星盤中的天王星星叢找到自己特立獨行的原因，進而走出憂鬱症

（G20200114_5、G20200114_6、G20200114_7）；無獨有偶的是研究參與者 H 一

樣從第四宮的星叢瞭解自己與原生家庭關係的議題（ H20200114_6 、

H20200114_8），即便沒有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 J，同樣個人星盤第 6 宮星

叢發現與第 6 宮領域有關的健康議題之於自己的意義（J20200216_10）。 

    以神話基礎，從神話引伸的之關鍵字在星座、行星、宮位之應用，是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引導者最重要的基礎，以此作為每一種課程的開場，

以此引導占星學習者解析命盤、行運、人際關係等。因教學過程中教學者常常會

提到神話故事、關鍵字是可以開啟一些機會，相關意義單元以「functions of myths 

and symbols」與「functions of keywords」命名。 

一、神話故事、象徵的、關鍵字指涉部份自我 

    想要理解個人星盤，最基本就是要能夠解讀星盤上的符碼。研究者於 2002

年與 2019 年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上課時，不同老師在不同課程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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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用不同國家的神話故事講解行星的功用、星座的意義，或是占星學符碼的象

徵意義等。研究參與者 A 指出，神話故事是瞭解占星學各種符碼的基礎。 

神話故事是占星學的開端，我讀的書幾乎每個作者都會提到很多神話故事，神

話故事理解起來簡單，你會知道為什麼行星故事是這樣來的，非常幫助理解，

幫助理解占星學上的關鍵字與意義。（A20191226_8） 

    神話故事是占星學習者與星盤上不同符碼互動的基礎，從神話故事、象徵意

義歸納出來的關鍵字，占星學習者才能理解關鍵字背後的深入意義。 

    從訪談資料中發現，神話故事讓最多研究參與者感到受到啟發，少數研究參

與者表示，神話故事並沒有太多啟迪。例如研究參與者 I 對神話故事沒有特別的

連結，但對於象徵意義特別有感觸。I 對象徵意義比較感興趣，象徵意義能夠讓

她直接與個人的行為產生連結，例如，白羊座代表的是行動，擁有白羊座星叢的

人會具有衝破限制以達成個人太陽星座目標的能量。 

I don't naturally get drawn to mythology. I love symbolism. But mythology not so much. 

I get much more from the way astrolog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atural world. In the sense 

that people behave in a very similar way to the way nature is behaving. For instance, 

someone with a lot of Aries will have that energy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crete to 

reach the sun, you know it immediately, so I find that connection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logical. I think, though, that I am finding the mythology a little bit more interesting 

now than I used to find it, but it didn't draw me in in the first place.（I20200130_9） 

    研究參與者 G 則對神話、象徵意義都頗受啟發。例如冥王星（Pluto），在占

星學詮釋中是指個人想要隱藏的黑暗面、是需要被轉化的部分。G 對冥王星的象

徵意義有很好的詮釋。 

I understood mythology that Pluto is the god of the underworld. So, for me, the 

underworld is the unconscious mind. So I knew to understand it. I had to understand my 

unconscious mind and I had to change, transform, Pluto transform and not come up to 

the surface to it in the light.（G20200114_16） 

    研究參與者 H 同樣表示對神話故事沒有太多連結，因為神話故事、象徵意

義背後都有其歷史、文化，法籍阿拉伯裔的 H 對於西方的神話故事並沒有特別

有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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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e was like, the mythology has history. But my history is different. Because I was 

born in a different country, and it was different culture.（H20200114_7） 

前述提及研究參與者 H 產生 Aha Moment 的議題是她與原生家庭的關係。月亮

在占星學中代表的是母親，神話故事中的戴安娜是終身未婚的家庭守護者，H 表

示只有對月亮女神戴安娜的神話故事產生連結。 

And it could be few things, like Diana. I connect to that because in my family women 

connect a lot to Diana. That's the only things, in a way which is connected to many 

different things.（H20200114_24）  

    來自美國的研究參與者 B 與澳洲的研究參與者 C 雖然同樣都是母語為英語

者，其社會與文化的背景與傳統的西歐背景不太類似，但 B 和 C 卻對神話故事

有所連結，兩人都認為神話故事是原型，可以開啟對自我、對事件更進一步的瞭

解。 

What I like about it archetypally is: it's always unfolding and opening up, even though 

we know kind of the feeling of it, the actual events can change.（B20191229_16） 

I think it（註：it 是指神話故事） really enriches your understanding and you can 

bring these archetypes into your deep, in y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things.

（C20190107_8） 

C 認為神話故事中的人物反應的個人意識中的自己，C 喜歡忽略個人的黑暗面，

但是透過個人星盤中的冥王星所在的位置與星座，個人可以看到自己需要被轉化

的黑暗，因此透過神話故事可以瞭解自己，不論是自己的正面部分或是負面部分。 

Looking at Jupiter and looking at the God Jupiter, and understanding him as a figure of 

father, generous, and giving and then that give to yourself in your in giving nature. These 

parts of yourself. And when you understand yourself more, you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parts of yourself in these figures as well. It helps you understand yourself parts in that 

way.（C20190107_10） 

I think that's really useful because I like to ignore the negative. I like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look for the warm hearts. And then you find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Pluto, and you 

have this in your chart, and it's also part of represents part of what's within you. It's sort 

of, it's in the symbols help you understand that these things exist in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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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90107_11） 

對 C 而言，神話故事、象徵意義等是用來處理潛意識中過往不瞭解的部分自己。 

It's an information on how you can understand yourself and cope with your unconscious 

habits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because it's sort of shines a light on parts of yourself, 

you may have not understood before.（C20190107_14） 

    研究參與者 D 對行星、象徵意義的看法與 C 類似， C 認為神話故事反應個

人的正面與負面特質，而 D 認為這些行星、象徵意義等反應的是個人需求，個人

會看到好的一面，同時會看到自己備受挑戰的那一面。 

The symbols, the planet stands for the different needs that we all have, but they might 

be express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place in which sign and which aspect, and I 

think it makes for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first of oneself, learning to accept yourself, 

it's easier to embrace both your good sides, which is easy, but also your challenges.

（D20200111_7） 

    研究參與者 C、D、H 對於神話故事的解讀有異曲同工之妙。3 位都指出神

話故事、象徵意義等都是指涉自己，因此會與自己關切的議題產生連結，如 H 明

白指出讓她感興趣的神話故事，與其個人重要的生命議題有關，C 與 D 進一步

指出，神話故事與個人產生連結後，直指出個人正面與負面的部分，讓人可以進

一步瞭解自己。Markus 與 Nurius（1986）認為個人具有許多的小自我（selves），

是一個個的概念，包括：期待可以獲得、或是害怕會擁有的概念，研究參與者 C

與 D 對神話故事、象徵意義的說法，如：不瞭解的自己、或是正面與負面的自己

等，指出神話故事或象徵意義中含括個人的自我概念。 

二、神話故事、象徵的、關鍵字提供不同的意義觀點 

    命盤上的每一個占星學符碼背後都會有至少一個代表的神話故事，符碼本身

的同時具有一些象徵意義，學習占星學時，老師會從神話故事、象徵意義出發，

而後從中歸納出該符碼的關鍵字。研究參與者 J 同樣表達對神話故事、象徵意義

沒有太多興趣，而是對每一個星座、宮位、行星已經歸納出的關鍵字比較感興趣。 

For me, I'm quite pragmatic person. And the mythology stories, I find them interesting 

to the certain degree. So I do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have too many mytholog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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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es, because then I could potentially lose the interest. And my attention is, I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mythologies at this stage. So for me, it's mainly about practical, 

practical educa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certain planet in certain house? How do 

they relate to each other? I want to know all the examples through the 12 signs with their 

houses all the aspect. That's what I'm interested in more than a mythology.（J20200216_4） 

老師講述關鍵字是 J 能夠瞭解行星、星座的特點的主因。 

But all the keywords are sort of, they come from, from a certain, from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planet in the sign. So what I'm trying to learn more and what is this, 

well, suggested by, by the teachers, or by the teachers i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planet and of the sign.（J20200216_6） 

J 所關切的其實是關鍵字背後的深度意義所提供的不同觀點。 

It's as well taking a look at myself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So as I mentioned there 

are a number of key words for the each planet, at the same time at each, each placement.

（J20200216_5） 

The thing is that the keywords,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ll the keywords, they come 

from a deeper meaning, but for, for the simplicity, they become keywords.

（J20200216_19） 

    研究參與者 F、G 同樣認為象徵意義、神話故事提供的是意義，因此解盤過

程中發生作用的是意義。 

I would say it（註：it 指神話故事）helps because if someone is lost, and they think 

about the mythology from school, they already know some background, so they can help 

themselves to reach meanings, so they try to help themselves. I would say: yes, it is 

helpful.（F20200112_15） 

Because we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symbol, not the symbol, we know the meaning and 

the purpose of the symbol. But it's, but also, I mean the inner life and the outer life are 

not separate. If you're having a financial crisis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at's 

not right. So you need to look at the whole chart to see that.（G20200114_23） 

研究參與者 G 在語料中提到的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活不可切割，是占星學重要的

哲學基礎：天上如是、地上亦然的詮釋，或外在大宇宙與內在小宇宙的連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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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宇宙是行運，而內在小宇宙就是指內在世界與情緒、感覺以及行為（Kelly, 

1998）。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堂上，老師也會時常提醒這個概念，

例如：研究者在 2019 年 10 月 12 日的上課筆記中記錄：「Transit is both the inner 

and outer events, highli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cro and macro cosmos.」。

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概念，是以神話故事、象徵意義結合 

    研究參與者 E 同樣強調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概念。E 認為個案尋求占星學

諮詢的動機，往往來自於外在事件觸發，但占星師提供的諮詢，是使用神話故事、

象徵意義訴說個案的內在世界。E 認為神話故事本身就會具有不同層次，說故事

的人會說出不同層次，聽故事的人也會聽到不同的層次，因此使用象徵意義或神

話故事，個案會找到自己想要聽的意義。 

One of the gifts I have been an American is that we are storytellers and I've always 

understood that does the stars tell the stories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re's all sorts 

of divines, such this thing, you know, the right moment. Like when I tell kids a story, 

you know, I know that I'm speaking to different level. I'm not just talking to into their 

ears. I'm going to speaking to their hearts and the same one, same way when were with 

a client never telling them using symbols and stories to describe what's happening, they 

will find something in what you're saying and they'll be able to put it in their heart. So, 

it's taking the stories of the sky and putting in there. You just the translator. That's all 

you doing.（E20200112_9） 

    E 的意義單元說明象徵意義、神話故事帶出的意義有不同的層次。而研究參

與者 B 換一種方式詮釋「意義的層次」，B 認為這個意義層次帶領個人展開轉化

之旅。 

    來自美國的研究參與者 B 主要師承一位威爾斯的占星教學者，該名教學者

的中心信仰是生命是一趟演化（evolutionary）之旅。B 認為神話是一種原型，但

個人會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原型，不同的展現方式就是活生生的「意義層次」的展

現。例如，B 有一個白羊座（Aries）的星叢，白羊座的其中一個意義是「行動」，

但過度行動可能會變成「衝動」；若只能「被動」、不行動會讓白羊座感到沮喪，

該如何以不同的角度省思與平衡衝動與行動？B 認為這就是個人該如何從「星盤

真有趣」演變成「什麼是我與生俱來該發揮的」的轉折過程，因此 B 指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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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動」意識到「行動」的歷程，是占星學可以帶領人發生靈魂的演化之旅的原

因。 

Sometimes you can feel like: “Oh I have too much Aries, so I need to cool that down. 

Because, you know, it's yeah, it's disruptive in my life.” But it's there for a reason, you 

need it, not without it, you could feel, you know, I feel like if I don't express my Aries 

side, I have a stellium Aries, then that's frustration and that's and I can lead to depression, 

even too.（B20191229_20） 

Look at your natal chart and see your personality reflected, that's kind of like: “Woo, 

that's interesting.” But when it's like: “What am I meant to do?”; “What will give 

me satisfaction?” Even if it is scary, even if it's not always pleasant or fun or make me 

happy,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everything is living a satisfying life or is it just trying 

to be happy all the time.（B20191229_7） 

    研究參與者 F 有類似於 B 的看法。F 指出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

程設計十分重視象徵意義或是神話故事，因為老師在課程中會特別解說，她學習

占星學的過程中遂十分重視神話故事與象徵意義裡面一層層的訊息。 

Again, depends on teacher, not everyone will bring so much from the symbolism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for some reason, at this school, people actually do understand, 

not only mythology, but also like the symbolism. So what I would say, because I have 

symbols and really love that, so for me, it's just like on top, and the top and top, like 

another layer. And I like coded messages.（F20200112_16） 

F 用「發展階段」（a stage of development）說明神話故事與象徵意義裡面一層層

訊息，F 認為這些訊息賦予意義發展階段，每一個星座都有各自的發展階段，而

發展階段都能變成發展目標。 

I really loved Astrology and I understand this. And as we’ve learned and I also are 

going to learn is that each sign has a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how it looks when they 

do not develop and how it does really evolve, and how it can really turn into goal. So I 

would say without astrology there will be a lot of missing parts for me to understand.

（F20200112_14） 

    Jung 認為神話中的象徵與原型（archtype）有助於個人瞭解無意識狀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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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意識與無意識融合產生個體化（Jung, 1966；Saul, 1991），以此為基礎的精

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在成人學習中以神話、原型（Boyd, 1991）為促進個體

化的教學工具。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利用神話、原型等並非獨創，心理

學派的占星學使用符號學、神話等說明自我議題概念由來已久（楊沐希譯，2017；

胡因夢譯，2011；韓沁林譯，2015；陳筱宛譯，2017）。原型是所有人都可以認

出的概念或形式，具有所有人可以立即認出的內涵，例如，神祉、大樹、美麗，

不同文化的人都知道何謂神祉、大樹、美麗，但對神祉、大樹、美麗有不同的想

像，所以原型是集體想像世界，具有文化的因素，因此會觸動不同文化的人一種

特別的情感。本研究中的占星學習者中，除研究參與者 B，其他人都曾在 Facutl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學習占星學，課程帶領者自身的背景雖有不同，但希臘神

話與其中的相關象徵意義與原型，是一定會給予的概念，這是 Facutl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學習者會具備的基本神話學或象徵意義的基礎，提到某一星

座、行星、宮位的關鍵字的時候就會有類似的觸動。因此即便文化背景不同，例

如，來自澳洲的研究參與者 C，或是表示對神話並沒有過多連結的 H 或是 J，在

觸及與自身相關議題的神話或是關鍵字的時候，還是能夠產生連結感。 

    研究參與者用不同的方式詮釋他們認為象徵意義、神話故事、關鍵字的意義

與功用。綜合上述分析，象徵意義、神話故事、關鍵字提供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

可以分成兩種層次。首先，研究參與者 C、D、H、I 指出：象徵意義、神話故事

等提供個人自我概念，如 Markus 與 Nurius（1986）指出的，這些自我概念包含

正面的、負面的，甚至是有自己害怕具備或是期待擁有的概念，個人會與自身相

關議題的象徵意義、神話故事、關鍵字產生連結，因此象徵意義、神話故事、關

鍵字遂成為個人自我知識的參照意義觀點。因此從上述研究參與者的分享中可以

看到，占星學習過程中使用的符碼，提供占星學習者的是新的自我知識的意義觀

點。 

    其次，研究參與者 B、E、F、G、J 認為，象徵意義、神話故事、關鍵字的

意義是有層次或目標，若象徵意義、神話故事等提供個人自我概念，而自我概念

的發展具有目標性或階層性的看法，與 James（1892）或是 Maslow（1954；1943；

1976；1989）的觀點類似。這些意義代表不同層次的自我知識，個人在連結自我

知識的同時，獲得重新思考自我知識的定義的前提假設，或是獲得設定自我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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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化目標。    

伍、占星學符碼產生自我轉化功用的方法 

    從前述研究參與者的分享中發現，研究參與者是在解讀個人星盤時，與個人

重要議題相關的占星學象徵符號、神話故事、關鍵字等產生連結，其中部分研究

參與者進而產生 Aha Moment 後開啟自我覺知，而部分研究參與者則是因此增加

自我瞭解。研究者進一步瞭解這些占星學符碼對研究參與者產生的意義，得到的

是這些符碼是一種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可讓研究參與者對自我知識的前提假設

產生連結；與占星學符碼的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連結時，有些研究參與者表示可

以重新定義自我知識、或是自我轉化的目標。 

    那麼占星學符碼是如何協助研究參與者重新定義自我知識、或是設定自我轉

化目標？ 

研究者在 2019 年 10 月 12 日的課程筆記上記載，當時老師講述星盤的「功

用」時強調：「The chart is a seed of moment to begin to develop lived experience.」

意思是，解讀星盤的過程中，有任何的理解都能發展成實際生命經驗的種子，而

應用的方式就是解讀星盤上的占星符碼。同樣的，占星符碼產生功用、讓占星學

習者可以自我轉化方式為何？ 

紮根研究的研究方法指出：從研究參與者的訪談中，會浮現出相關的主題概

念，帶領出下一個可能的概念（Corbin & Strauss, 2015）。本研究以「functions of 

astrology」、「functions of natal chart」、「functions of transit」等命名相關概念，

從中分析出 2 類方式，包括利用占星學進行反思以產生批判思維，而後重新定義

前提假設；以及利用占星學產生新的前提假設後，促使選擇或行動產生。 

一、利用占星學的技術進行批判反思以重新定義前提假設 

    研究參與者 C 認為，沒有人的星盤是完全和諧、完美的，C 解盤的時候總是

會試著看到當事人的正面特質、面對困難事件時可以使用的能力。 

First of all, I look at their strengths in their charts and show them their true ability, and 

things they might not have true ability for the controversy and for reasons something in 

deep of them might have really hard time. It's a simple way to show that there's truth in 

what you're saying and in a positive way.（C20190107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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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文本中提及的提供星盤中的正面特質與能力，是指前述提及的利用關鍵字的

方法，而困難事件發生的原因，是指應用占星學技術。 

（一）關鍵字的利用 

    研究參與者 A、B、F 都提到如何利用關鍵字反思。 

    研究參與者 A 同樣提到 30 歲前後土星回歸時的經驗。當時她申請進入英國

的碩士班，卻因為語言成績不足，無法從有條件入學轉為無條件入學的挫折經驗，

「老師」、「限制」、「責任」都是土星關鍵字，可指自己、也可指環境中的他

人，A 從土星的關鍵字重新詮釋這段失敗經驗。 

土星是一個老師啦，這只是一個自我意識，去學的時候會知道土星是一個老

師，什麼是老師？老師可能是有鼓勵的人，也有可能是 defeat 你的人，可能會

讓你覺得很挫敗，會讓你得到鼓勵，有很多方面的一個詮釋，那對於我個人而

言，我就會取比較 positive meaning 的，我會相信說，那土星也告訴我一點：我

會在某個領域方面，會成為一個 master，但是我需要土星的力量，當你沒有拿

到土星的力量，你如何成為土星。你想要成為土星，首先你就要先從接受土星

的挑戰，土星需要的是時間，你要有本事拿下這個時間，你要敢拿一輩子去賭

注，我覺得這是需要勇氣的。這會給我一個批判性的思維，沒有錯，就是我九

月份升學事件。（A20191226_12） 

    研究參與者 B 利用關鍵字去批判反思關係議題。B 的意義單元中提及的第 1

宮在占星學中代表的是自我，第 7 宮代表的是「個人與重要的夥伴」，不論是親

密關係中的夥伴、親子關係中父親或母親、或是工作關係上的事業夥伴。因為 B

的第 1 宮是魔羯座（Capricorn），其負面特質的展現就是掌控與權威。從占星學

提供的星座關鍵字，B 對自己與關係中的夥伴相處中的行為模式，產生前提反思。 

And now it's in the 1st and 7th houses about our agreements, not just with my husband, 

but with all the agreements I have in my life, and with my first house of being my ability 

to take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for my life, and to kind of watch that Capricorn Shadow 

-- too much control and too much authoritarianism -- that kind of rising within me from 

where I was raised, you know, my father figure and versus the Cancer wanting to baby 

someone or nurture, over mother's like with my husband. I find myself doing that and it 

helps me to find the balance with these archetypes. I can because I have so much Scor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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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easily go to extremes. And the extremes just, you know, they can be very damaging. 

So it helps me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extremes.（B20191229_25） 

    研究參與者 F 認為占星學中的關鍵字的意義如同彩虹光譜的兩端，同樣的

特質每個人都可能展現出兩端。 

I would say that astrology don't give you to do it either good or bad. It's just give you the 

understanding of it. But the work is on you, because I can go in and make myself to feel 

like the Cancer just moan about everything, because there is another part, it's like a 

rainbow. So you can embody any of it. You can be the strong and steady person, you 

can, you know, hold the space for 10 people, or you can be the one who always see 

themselves like a victim. Yeah, that's a personal choice. And I believe it's on the stage of 

the consciousness you are in as a human being, as a person.（F20200112_34） 

F 表示，因為她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上課遇到的老師，都會特別強調

彩虹光譜兩端的特質這件事情，致使 F 習慣從他人身上展現的負面特質的關鍵

字，思索這個負面特質的正面力量。例如，巨蟹座的關鍵字是「情緒」，光譜的

一端可能是「過度敏感」，但是她會思考在「過度敏感」的情緒特質中還具有什

麼正面特質。 

As astrologers, the way how we see ourselves reflected in others. That's how to accept 

yourself, when you say someone who is similar to you, why they are great the way they 

are, and then you basically realize it on yourself. And “hold on a second!” I can 

actually use this. And if you think about how we can utilize everything, how I can use 

the Cancer rising, It's not “Oh my God, I'm oversensitive!” It's what someone said to 

me, because they couldn't deal with emotions, probably someone without the water. So 

if we think about it, I'm like: “oh hold on! I have so much power in this.” So I started 

to look for the positives in it.（F20200112_9） 

If you have a good teacher with open mind and they can tell you how does rainbow exist, 

then you have a pretty much a good choice to do.（F20200112_31） 

（二）占星學技術的利用 

    本研究的參與者最常利用以進行反思的占星學技術是行運，其實就是行星週

期對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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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提及每一個行星都有運行週期，前述研究參與者學習占星學的背景脈絡

中，常常提到的土星回歸是其中一項；木星與土星的行運週期最為貼近個人的發

展週期，是占星學家最常應用的週期。木星的行運週期為 12 年，其核心關鍵字

或是意義與「拓展」有關。土星的行運週期是 29 年，前述提及土星的核心意義

跟「限制、承擔責任」等有關；土星運行的四分之一週期被稱為土星四分（Saturn 

squares）。個人出生後第一次的土星四分是在 7-9 歲之間，第一次土星對分（Saturn 

opposition）是發生在 14-16 歲之間，而後在 21-23 歲之間再次遇到土星四分，29-

31 歲之間遇到首次土星回歸。 

    研究參與者 A、B、D、E 都提到將行星運行週期作為生命經驗的批判反思基

礎。研究參與者 E 是一位職業占星師，也是一位小學老師，她將木星與土星的行

運結合孩童發展理論，自己做回顧、也帶領個案作回顧。 

In my consultation we go back all the way through childhood. That's where we start. And 

I was paying a lot of time between the Jupiter returne and Saturn opposition. Because 

we're all damaged teenagers, in my opinion, we're all damaged children and we have a 

lot of issues that we need to deal with.（E20200112_21） 

    研究參與者 D 是在 30 歲前後的土星回歸時認識占星學。研究參與者 D 則在

正式學習占星學以後，利用土星行運週期回顧生命發展經驗，如土星回歸時、土

星四分時。回顧土星回歸和土星四分時感受到的限制與恐懼，現在的 D 從中看

到自己走過環境限制的能力。 

I went back what happened at that time, when Saturn squares, what happened at that time. 

Well, I survived, I'm still here. You know, there was some fear and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as bad as you sometimes read about in the astrology books.（D20200111_22） 

研究參與者 B 則是利用冥王星行運產生批判思維。B 在正式學習占星學前，

她曾是占星諮詢個案、向紐約一名職業占星師諮詢很長一段時間，但那一名占星

師往往會讓她感到十分無力（B20191229_3）。而後因為跟隨的占星學老師非常

強調冥王星在個人星盤上的意義，以及冥王星行運對個人影響。冥王星的意義是

個人「原欲、黑暗面、以及轉化能力」，B 透過冥王星的行運瞭解何謂增能與無

力感。 

To me I feel like once you've had the Pluto square, everyone has that at like around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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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close to 40, that is the adulthood is. You really understand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You're alone with your own soul. It is you and your soul, and to me, you know, the 

experience of it's just me with my soul. It's like you have that when you're born.

（B20191229_9） 

如同前述 B 提到，占星學上的神話故事、象徵意義、關鍵字等的不同層次，會在

個人身上有不同展現，因此 B 指出，個人需要瞭解自己的命盤、反思自己想要

「活出」什麼樣的星盤狀態，因為自己想要活出的狀態是會投射成為生命事件的。

而這正是前面提到的「The chart is a seed of moment to begin to develop lived 

experience.」的意義。 

You want to bring the natal chart alive and it needs to reflect, because it's reflecting your 

what's happening in your life.（B20191229_35） 

    從上述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可以發現，占星學的象徵意義或神話所形成的關鍵

字，是提供研究參與者自我知識的參照，以及自我發展的目標。再次以水星為例，

若個人星盤上位在牡羊座、第 9 宮，意指當事人溝通的方式有白羊座的特質，喜

歡探討 9 宮領域的議題、或是常在 9 宮掌管的場域進行溝通。如前所述，水星代

表的是溝通、白羊座的其中一個意義是「行動」，另外一個行動意義是「衝動」，

9 宮代表的領域有「高等教育」、「國外」、「長途旅行」、「信念」等，所以

該個案可能的負面狀況是「在高等教育（外國）環境中因為急於（衝動）表達自

己的想法感到挫折」，但若個案能從這些關鍵字中獲得不同的自我知識，可能促

使自己的有的正面狀況是：「勇於以行動在高等教育（外國）環境中追求或實踐

新的想法」。 

    這是研究參與者 A（A20191226_12）與 B（B20191229_25）用來產生批判思

維的方式「限制」與「老師」都是土星的關鍵字，A 將兩者轉換並且換位思考；

魔羯座（Capricorn）的其中一個關鍵字是權威（authority），第一宮代表的領域

是自我，B 用此來反省自己在關係中的權威傾向。研究參與者 F 所指的彩虹光譜

兩端是同樣的意義，以此隱喻指稱當關鍵字改變時，就會產生不同的意義觀點，

進而產生批判反思；當批判反思產生時，會重新思考對該段生命經驗的前提假設，

進而對該生命經驗產生觀點轉化。 

    行星運行週期的關鍵字以同樣的方式協助研究參與者產生反思，唯差異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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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週期具有更為確切的歲數，可以讓研究參與者直接連結當時重要的生命事件，

直接對特殊事件經驗產生反思。James（1892）認為自我具有調節作用，Markus

與 Wurf（1987）稱之為運作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會根據可使用的自我知識而

改變，以達到設定目標、為產生行動作認知上的準備、以及調整實際行為表現等。

占星學提供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讓占星學習者獲得不同以往的自我知識，因而可

以重新思考個人過往的自我知識，或某段生命經驗的前提假設。 

二、利用占星學進行批判反思以設定行動目標 

    占星學技術中的行運若用於過去生命事件上是一種回顧，但也可以用於未來

可能發生的事件上，就是所謂的預測。 

It（註：指行運） just mainly, mainly for warn me that it's gonna be a certain situation. 

Okay, so it's about certain, like, like sort of I can see forward, before it happens, because 

I can forward, forward move, forward the chart.（J20200216_14） 

    研究參與者 J 對行運的解釋，是多數人求助於占星學預測的想得到的：利用

行運預測會獲得某一段時間可能會產生什麼情況的預警。J 和 C 進一步指出：預

警會帶來面對事情洞見與準備的機會。 

It bring preparation, and solutions because you've prepared for different things that might 

happen, looking at them. It absolutely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signals for that.

（C20190107_16） 

I do not find astrology people have life, which is lighter, often times, I do find it, they 

were drawn to astrology because they had a question which they couldn't solve 

themselves and they were looking in astrology to find the answer, but it doesn't make 

life easier. It's just give an insight.（J20200216_18） 

    如何利用占星學行運面對事情？研究參與者 B、E、F 與 G 給予很好的詮釋

範例。 

    G 認為行運帶來的是危機還是機會，取決於個人如何詮釋占星學的符碼，例

如 G 在訪談當下正處於行運海王星對分位於第 12 宮土星的狀態。土星在醫藥占

星中代表的是個人的骨骼、身體機能等，海王星代表大海，關鍵字有療癒、創作

力，以 F 的彩虹光譜概念為例，光譜另外一端的海王星負面關鍵字是藥癮、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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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置換關鍵字思考為自己找尋機會，現年 69 歲的 G 提到，開始思考退休後該

如何將生命經驗發展成海王星的正面創作能量，而不是讓自己成為因為身體機能

衰退的受害者。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in astrology as being not good. I say it is an opportunity to look 

at it and say how can I make that good. So at the moment, I have transiting Neptune 

opposite natal Saturn in the 12th. So I could see that, as dissolving my Saturn, as me 

losing all my Saturn energy, particularly because my Saturn is in Neptune's house, in the 

12th house, because Neptune can make anything become like a victim, or I start drinking 

or I take drugs. I don't know. How do I make this good? Okay. Neptune. Neptune and 

Saturn. So for me, I think what can Neptune do? One it can make creativity. So, how can 

I use my Saturn creatively? That it. And two, Neptune spiritualizes. How can I make my 

Saturn, so I use it for my spiritual advance. So that's an example.（G20200114_20） 

幾年前開始 G 已經為這個行運作準備，包括養成固定的游泳習慣至今，以降低

海王星對土星身體能力機能的消融；44 歲前後的天王星對分致使的生涯轉換，

當時她不但受訓成為占星師，也受訓成為臨床催眠治療師、靜坐帶領者等，現在

她正在著手撰寫如何結合戲劇與療癒的書籍，這本書是她此生實際的土星經驗轉

變成創作經驗的成果。 

    G 從星座的關鍵字出發產生批判思考，因此對海王星行運對土星的影響產生

不同的前提反思，進而能將危機視為改變的機會，也就是後續面對危機處理方式

的內容反思與過程反思。水星代表思考，G 的水星落在務實、實作導向的處女座，

因此 G 表示，處理行運議題時會實際寫下危機帶來的機會。 

I mean, I'm very practical Mercury in Virgo. So I might get a piece of paper and write 

down one side of the paper how a crisis could be from this and the other side how an 

opportunity, that's how I would start. For me, it's an either, really, for me it's philosophical. 

Jupiter feel philosophical because what one person sees a crisis, another person will see 

as an opportunity. For example, if I break my leg this afternoon, somebody could say: 

oh that's a crisis. I've broken my leg. I have to lie down, for me I would say: okay, that 

means I have three months, I have to lie down, I will use it, I will study, I will read.

（G20200114_29） 

    研究參與者 G 會為未來的行運預作準備、展開行動，研究參與者 E 與 F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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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行為。 

    研究參與者 E 表示，因為瞭解占星學會利用行運提前做計畫。前述提及 E 會

特別關注土星與木星的行運與兒童的發展。木星的其中一個關鍵字是「擴張」，

E 先利用木星的行運回顧自己的生命發展，發現個人成為全職教師的時間點與木

星行運有關，這個回顧讓她瞭解如何掌握木星行運的週期。在木星回歸時，E 決

定要擴張生命範圍而開始博士學位的課程，即便當時需離職，但當時 E 相信占星

學的指引而掌握先機，這種主動讓她後來拿到博士學位與擁有後來的際遇，現在

她能掌握環境中的機會，而不是讓環境控制她。 

I came from such a humble background, and now I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speaking 

at astrology conferences that I got an honorary PhD, that I got a lot of awards and prizes 

from my research. I mean, I understood my chart. I mean, I understood what I had my 

Jupiter return, but I had to leave full-time teaching and it was my call to the travel. But 

because I understood that and took advantage of it, so I started full-time teaching when 

transiting Jupiter was on my Mercury and I finished it when that transiting Jupiter was 

at Mercury. I never know how much it would return when I was off. And then ever since 

then, I've been building on that. But if I hadn't known that, I would've stayed in a very 

miserable position, thinking I have to pay the bills, there's no way out and just letting 

things take their course, until I had nothing left to give. And I think that if I had stayed 

in that situation, I probably wouldn't even be here. I wouldn't have a stroke or a heart 

attack or, you know, I would have drowned myself down in some way, because I was 

burned out. I would have let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control, instead of me taking 

control and because I understood the astrology of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able to take 

steps. It's about a bit more proactive. Yeah, I had faith that it will work out and I took 

the chance. That's what happened. That's what I thought opportunities. I quite my job, 

and then the opportunities happened.（E20200112_16） 

E 認為，這個生命經驗讓她學會利用木星行運計畫人生、預先管理未來。現

在的 E 會隨時記錄可能機會的行運時間點，這樣的方式讓她的人生永遠都

可以做準備。 

I'm looking at things completely differently. I am the kind that, I have Jupiter in the 

second house and exalts degree. So I've always been able to manage. I mean Jup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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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delivered, when he should do. And now that I'm it's all opposing that Jupiter and 

I had to learn. （E20200112_22） 

So, I now keep a journal of major events and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so I can keep 

track of my chance.（functions of transit） 

I kind of live my life and always be prepared, but, you know, to also to let things flow 

as it does and not try to control everything.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control everything.

（E20200112_23） 

    研究參與者 F 與 E 類似。研究參與者 E 決定開始博士課程、並且實際完成，

是因為相信占星學行運的判斷，F 對占星學有同樣的信念，F 認為懂得占星學的

行運提供確認，確認會促使展開行動的動機，例如 F 因而在木星行運時送出求職

信而獲得工作，秉持對占星學的信念讓 F 再也不會害怕做決定、甚至能堅定行動

信念。 

Now when I feel like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nd I know the astrological setup, I am like: 

Oh, oh, because this and this and that is here, and now I feel like this is, this is a good 

choice. So it's something like confirmation that why am I doing it and at that I actually 

want to do it. So it's like you have always this backup, when you look at and be like, 

“oh, yeah, that's it. Yeah, I'm doing it right.” So definitely choices become much easier.

（F20200112_22） 

That confirmation motivate me to take more actions. Actually, I have also example for 

that. When Jupiter last year was long-period retrograde and then in August 15, it went 

back to direct. My friend who is also studying with Faculty told me that Jupiter is direct.  

He told me:“We should do something!” “Oh, let's take an action." And I literally 

went straight forward. I was like, “okay, I have faith.” And I sent out my CVs. And I 

wouldn't do it without knowing that Jupiter turn.（F20200112_23） 

    研究參與者 B 提供的行運預測案例，用在處理夫妻間的財務議題。B 是利用

月蝕（lunar eclipses）行運長達 18 個月、總是會在 2 個宮位之間轉換的特點，調

整自己與丈夫之間的財務問題，那一次的行運恰好是在代表個人收入的第 2 宮與

代表先生收入第 8 宮之前轉換，B 利用那次的行運和先生分攤家庭財務支出。 

Well, I look at the eclips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going to be like with in like a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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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half. Yeah pretty much in like to it, you know two houses. Yeah, so when they 

were Leo-Aquarius, they were in my 2nd house and 8th houses. The second house is my 

survival, my money, and the 8th house is like my husband's money, what he is bringing 

in. And that was very challenging at the time because it was changing for both of us. So 

if there was like a lunar eclipse like highlighting both of them that I would see, I have a 

sense that: okay, I need to rely on him more right now, he needs to step it up, you know. 

Or if it was lighting on my second house: “Okay. It's my turn.” So rather than just 

like blaming him that I have to take on more; or he was in bringing enough or feeling 

bad that I wasn't bringing in enough, the ball kept changing. And rather than blame him 

for not making enough money, it's like where the eclipses were. But it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I was like I can do this. And if it's my turn, it's my turn, to make more money to 

whatever to take care of him. And if there's times where it's his turn then I encouraged 

him: “Hey, it's your turn to step up.” Otherwise, I think it would just nothing, there 

weren't disagreements or disputes, but I think it would have been a lot more confusing 

and challenging and aggravating had I not have that sort of guy.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and ultimately eclipses are about growth and change, and we'd always been sort of pretty 

stable. He was the one who had the business who brought in money and I supported him. 

And all of a sudden, during this like year and a half period just kept changing. We kept 

having to change the ball, you know, like baseball kind of thing, and we were a great 

team that way. And even though my husband doesn't understand astrology, he trusts me 

enough to get it. And he trusts it, too. So I think that, that's so helpful.（B20191229_24） 

B 利用月蝕的行運在宮位間轉換的特性，與丈夫輪流分攤財務，在夫妻面臨財務

挑戰的當時，這種行動方式為夫妻關係帶來成長與改變。 

    歸納上述資料發現，研究參與者利用符碼的關鍵字有 3 種使用方式，首先是

前一節提及的：神話、象徵意義、關鍵字等提供自我知識的參照以及自我發展的

目標。其次是本節中提及的反思作用，因研究參與者具有新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

與占星學的技術，在反思生命經驗時，可用做批判反思該段生命經驗的前提假設

的參照，例如研究參與者 A、B、D、E、F；同樣因為研究參與者具有新的自我

知識意義觀點與占星學的技術，研究參與者 B、E、G、F 在預測未來可能發生事

件時，可利用新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的前提假設進行批判

反思，進而發展出相關的過程反思與內容反思，而這屬於運作自我概念以達到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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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作用。 

陸、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參與者之資料，本研究將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學習脈絡形成

以下的選擇性編碼如圖 8。 

一、觸發自我覺知的自我議題 

    不同轉化學習理論取向都強調學習過程中，重新建構賦予經驗的意義的重要

性（Dirkx, 1998a）。關於經驗與意義生成的相關性，Mezirow（1985, 1990, 1991, 

1996）指出，個人與外在環境接觸後產生經驗，在傳統、價值觀、文化、信念等

的影響下，個人經由反覆解讀與建構經驗後，會賦予經驗意義；因此經驗背後的

意義與傳統、價值觀、文化、信念等息息相關，經驗背後的意義觀點自然具有文

化與心理假設的結構。個人的意義觀點往往產自於經驗，意義觀點是受到社會化

影響而逐漸發展的，隨著時間推展會成為心理一部份（Baumgartner, 2012），成

人遭遇到衝擊經驗，而當下的意義基模無法解釋的時候，可能會拒絕這個經驗，

或是轉化個人的意義觀點，這個衝擊經驗就是 Mezirow 的轉化學習中所指的觸

發事件，致使產生扭曲兩難的開始（Mezirow J. , 2000；Taylor & Cranton, 2012）。 

    心理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則提出：扭曲的兩難是個人生命史中重複出現的主

題（Boyd, 1991），本研究從研究參與者分享的 Aha Moment 中發現，讓研究參

與者產生共鳴的多是一再重複發生、主題類似的經驗，這些經驗或多或少都與個

人的價值觀、文化、信念有關，程度不同地困擾研究參與者；這些經驗的本質較

偏向於心理分析取向所認為的生命史中重複出現的主題。而占星學習過程中產生

的 Aha Moment 雖類似於觸發事件，除觸發覺知自我議題外，更大程度是理解一

再重複出現主題的源由與自我議題的關連。 

    細究有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的重複主題，尚可以細分為 2 組。研究參

與者 D、G、H 觸發的議題與「我是誰」較有關。現在即將邁入耳順之年的 D 在

訪談中提到，30 歲前後的當下能擁有大學學歷、在高等教育學院內工作，備受外

在環境羨慕，但 D 內心卻無法滿足，詢問生命意義的 D 所經歷的內在與外在衝

突是在尋找「我是誰」。現在即將邁入從心之年的 G，40 年前、在 30 歲以前改

信佛教，可以想像當時的英國社會對此的反應，G 則感受到內在「真實我」（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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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占星學習者的轉化學習脈絡 

製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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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的個人信仰與價值觀與社會價值觀期待的「社會我」的衝突。長久以來 H

的選擇都是「社會我」，一直服膺社會價值觀承擔家庭照顧者的 H，但 H 的「真

實我」是想從事時尚相關產業。另外一組 B、E、F 的議題與「更好我」（better）

有關，B 在成為占星師之前曾尋求占星諮詢多年，詢問的問題多與職涯發展、個

人的社會舞台有關，B 期待個人能在社會舞台上有更好的我，但總是覺得當時的

占星師無法為她增能，讓她擁有更好的職涯發展成果；E 的焦慮症是靠著占星學

獲得控制，但焦慮症背後其實是覺得自己不夠好的不安全感；而 F 因為在占星學

習課堂上解讀個人命盤時，看到負面自我的動機、行為等而觸發自我覺知，負面

自我相對的也期許有一個「更好我」的動機，而「更好我」或許是來自自己的期

許、也可能是想要獲得社會價值觀獲文化傳統的認同。 

    沒有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 A、C、I、J 中，A、I 並無經歷外在與

內在的衝突，A、I 在前述語料中提到，占星學印證她們心中的自我形象，其議題

與找尋個人的自我概念較有關係。C 認為占星學增加自我瞭解，C 的衝突與 A、

I 類似。J 因頻頻發生的健康議題飽受困擾，健康議題致使 J 在幾次生命轉捩點的

抉擇當口，選擇較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人生方向，J 星盤上的第 6 宮議題解答了她

一直困擾的健康議題，J 接受健康議題就是真實我的一部份。 

    郭為藩（1996）、James（1892）、Markus 與 Nurius（1986）、Markus 與

Kitayama（2010）以及 Markus 與 Wurf（1987）等學者都提出自我可能是受到無

數小自我組成，這些小自我的概念與定義來自於外在環境，可能是個人已經具備

的、期待具備，或是害怕具備的自我概念。研究參與者 A、C、D、G、H、I、J

的「真實我」本來就具備，在產生 Aha Moment 之前可能自己不知（A、C、D 、

I、J），或是不受到社會我認同（G），或是選擇放棄（H）；而研究參與者 B、

E、F 則是期待具備個人當下可能沒有、卻期待擁有的「更好我」。 

二、觸發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的工具：占星學符碼與關鍵字 

心理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以神話學、象徵意義為個體化的促進工具，進一步

提出的觀點是：神話是一種象徵語言，而生命史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就具有尚未辨

識出的神話原型或是象徵，一旦個人從神話中覺察到影響人際關係與個人行為原

始模式，就有機會轉化（Boyd, 1991；Sau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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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占星學習者的學習經驗中發現，多數研究參與者都發生過 Aha Moment，

而與 Aha Moment 中浮現出的最相關概念是占星學的符碼與其關鍵字。占星學的

符碼與其關鍵字扮演促進覺知自我與自我轉化的工具，在占星學習過程中提供的

自我知識，讓個人碰觸到不同以往的意義觀點，觸發個人對於自我議題的頓悟，

因此在解讀命盤在神話、象徵、關鍵字中找到一個「解答」。至於其他沒有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則在解讀命盤時找到「印證」，印證自我的天賦、發展

方向等。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以神話、象徵意義等作為促進覺知

自我的工具，研究參與者 F（F20200112_6）與 H（H20200114_6；H20200114_8）

提及的課堂解盤演練、以及同儕針對命盤發表看法等，都是透過解讀命盤聚焦對

話內容、透過有目的性、特定意圖的對談方式，促進自我知識的批判反思。 

    Mezirow（1985, 1990, 1991, 1996）指出，意義觀點是個人典範，個人憑藉意

義觀點找到行動的位置、過濾與詮釋外在世界。占星學符碼的關鍵字的主要功能

是占星學習者自我知識的參照，給予研究參與者一個新的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

以重新定義自我知識或詮釋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自我知識具有不同的層次意

義，可以提供個人重新定義自我的機會與方向。重新定義自我知識後，對過往的

一再發生、主題重複的經驗就會有不同的詮釋，這就是觀點轉化。從研究資料中

發現，不論是否有 Aha Moment，研究參與者獲得的解答，如研究參與者 B、D、

E、F、G、H、J；或印證成為新的自我知識的起點，如研究參與者 A、C、I。 

    Markus 與 Kitayama（2010）認為自我的問題是在探究「我是誰？」，自我

的形成來自於個人過去的經驗、重要他者、社會文化傳統制度等形塑（郭為藩，

1996；Markus & Nurius, 1986），個人的自我可能是已存在不自知、未存在期待

擁有、或是已存在卻恐懼具備等，不論是具備有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都

因印證、或是解惑與自我知識相關的概念，因此占星學習協助他們提升自我覺知、

促使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 

三、促使新自我知識意義觀點產生轉化學習的工具：占星學符碼與占星學技術   

    Mezirow（1990）認為：意義建構是指建構、詮釋某一經驗的意義，經過詮

釋的意義成為決策或行動的指引時，就從意義建構的過程就會變成學習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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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轉化學習 10 階段看，階段 5 至 10 是意義觀點轉化後的學習過程。 

    研究參與者持續以占星學符碼的關鍵字作為行動指引，同時配合占星學技術，

包括使用行運技巧回顧生命經驗，回顧過程中發展出批判思維，進而對該經驗有

不同的前提反思，例如研究參與者 A、B、F，即便過往的生命經驗不是正面的，

事件發生當下遭受打擊等，以行運的意義與關鍵字等回顧，會產生不同的前提反

思；或是使用行運技巧計畫未來的行動計畫，如研究參與者 B、E、F、G 等，即

便是面對可能是負面行運、被視為可能是危機的行運，因為關鍵字的意義不同促

使產生批判反思前提假設，個人的目標與行動就會不同。與占星學符碼互動以回

顧生命經驗、或是與占星學的符號互動以選擇或是行動等，都是觀點轉化後的學

習。研究參與者利用行運反思過往生命史，利用行運紀錄生命事件並與相關行運

對話等，也都是能產生批判反思、進而促進觀點轉化的方法。 

    Boyd（1991）與 Dirk（1998, 2012）的精神分析取向（Hoggan, 2016；Taylor, 

2008）利用繪畫、神話、象徵等，帶領成人學習者拓展個人的 ego，進而覺知到

無意識，意圖帶領成年人踏上個體化的旅程。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

程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因為占星學符碼具備的自我知識，

占星學習者透過學習占星學符碼的關鍵字，占星學習者因此覺知自我，而有自我

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以及轉化學習行為，本研究串連起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

習與 Mezirow 的心理批判取向的轉化學習。 

第三節 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與成果 

    占星學習者在神話、象徵、關鍵字的協助下，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而

後再利用神話、象徵、關鍵字反思過往經驗的前提假設，以及面對未來的可能危

機或是機會的前提反思，本研究主要關切的第三個問題是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的

歷程與成果。 

    從前述發現，一些研究參與者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有了 Aha Moment，而

產生自我覺知；另一些研究參與者雖沒有 Aha Moment，但仍然表示產生自我覺

知，其後續自我轉化是否會有不同歷程是本研究所好奇的。本節將先敘述每一位

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轉化歷程與成果；而後以是否有 Aha Moment 為分組變項，將

先陳述具有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轉化歷程；而後陳述無 Aha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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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的自我轉化歷程，最後總結比較 2 組的差異並進行理論校正，以完成選

擇性編碼過程。 

壹、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轉化學習歷程與自我轉化成果 

    研究參與者 A 來自中國原為塔羅師，在老師的建議下開始學習占星學。到

倫敦的目的原為就讀碩士班，同時進入占星學教育機構學習占星學。A 認為學習

占星學是一種「自我」驗證：驗證心中的自我形象，若沒有占星學的輔助，A 仍

清楚自我概念。在占星學習過程中，A 因經歷過進入碩士班被拒絕的經驗，這個

受挫經驗，透過占星學符碼的土星的關鍵字「限制」與「權威」，讓 A 對這個受

挫經驗有意義觀點轉化。 

    來自美國的研究參與者 B 因職涯議題開始使用占星學諮詢，而後感覺到當

時的占星師無法為她增能、兼之有一段時間占星師因故無法提供諮詢服務，決定

投入占星學習。B 在學習過程中有過 2 次 Aha Moment，都是與個人社會舞台發

展有關。B 表示尚未學占星學前，自我往往來自於他人對 B 的評價，特別是社會

舞台上的自我表現，總是想要擁有更好的評價以證明自我更好。學習占星學以後，

B 從個人星盤上的宮位是「自我面與社會面兩兩相對」的關係中瞭解到：自我與

外在社會是相關連的，因而產生自我與外在關係的意義觀點轉化。B 從占星學符

碼的土星關鍵字「權威」中，瞭解自我想要在他人關係中獲得「權威」的部份；

B 而後從從占星學符碼的土星關鍵字「責任」中，重新定義自己與先生對於夫妻

關係、家庭財務等的責任，並配合占星學的技術——月蝕的運行週期——安排設

定自己與先生對於家庭財務的責任，這個過程讓 B 改變關係的行動模式，讓 B

深感獲得賦權，現在自我可掌控生命，並且期待迎接不同的生命挑戰，以使自我

可以有機會持續轉化。 

    研究參與者 C 來自於澳洲，原本就對占星學感興趣，來到倫敦後參加過不同

占星學教育機構的課程，C 認為占星學有助於瞭解自己，也認可占星學使用神話、

象徵意義的方式。 

    即將要進入耳順之年的研究參與者 D 來自瑞典，30 歲前後土星回歸時因找

尋生命的意義，而產生 Aha Moment 開始自學占星學。而後因工作關係移居英國

後，進入占星學教育組織學習。D 最初感受到的自我與外在衝突，當時 D 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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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稱羨的社會我，包括學歷、工作等，但 D 的內在卻無法感到滿足。D 以前認

為無法感到滿足的原因來自於「比較心態」，總是覺得別人比較好，甚至會跟自

己的母親、女兒做比較。但進入占星學教育組織學習學習占星學後，D 認為占星

學有助於提升自我意識，進而瞭解「真實的自我」，其中最重要的是瞭解「自我

發展」是個人重要的價值，因此 D 需要持續往前進的感受，現在即便即將退休，

D 仍在努力學習，為自己規劃退休後的職涯發展或安排退休後的活動。認識「真

實自我」樣貌的 D，在自我概念有意義觀點的轉化後，不再會透過與他人比較來

思考自己；D 還持續透過占星學的土星行運技術批判自己的困難時刻，從中探索

自己具備的能力。D 因為需要持續學習、成長的動機與動力，讓 D 與身旁同輩友

人不同，但 D 認為因為學習占星學，讓 D 更樂於接受自己與他人的不同狀態，

對於人我的差異保持更為開放的態度。 

    研究參與者 E 來自美國，父親是白人、母親是印第安人，自小的社會脈絡與

訓練多與傳統白人家庭的教會活動有關；但受惠於母親的原住民身份，讓 E 可以

上大學。E 在大學的時候從朋友處得到一本占星書，自此瞭解占星與星座的不同，

並大受啟發，埋下學習占星學的動機。而後在 30 歲前後土星回歸時，因育嬰休

假而有學習空檔投入占星學。E 認為自己一直夾在雙重性中，例如：白人父親、

印地安母親，身為美國人卻在英國小學教書，這種雙重性讓 E 找不到自我，總覺

得自己不夠好，無法符合雙種文化或雙重傳統對自我的期待。過去這個雙重性讓

E 在與外在溝通時產生焦慮症，學習占星學之後，E 發現焦慮症發作往往是在行

運月亮經過掌管溝通的水星的時候，透過行運預測自己焦慮症的發生時刻，藉此

控制焦慮症；同時在學習占星學後，從上升星座雙子座的雙重性象徵意義中，體

悟自己身上總會存在的雙重性，並接受這樣的自我，讓 E 的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

轉化。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E 除了利用木星與土星行運反思過往生命經驗外，

也利用過木星行運為自己做過一次重要的生涯抉擇：選擇相信木星的關鍵字「高

等教育」、「拓展」，E 離開小學教職工作，進入博士班完成博士學位，現在擁

有雙重工作：小學教師的教職，以及從事占星學研究工作。E 認為學習占星學獲

得的自我轉化成果是：賦權後可以掌控生命，並且期待迎接不同的挑戰。 

    研究參與者 F 來自克羅埃西亞，青少年時期就對占星學感到興趣，因工作來

到倫敦後，進入占星學教育機構學習。F 一直無法為人言道的是自己對於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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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欲，在學習占星學的初階解盤過程中，F 瞭解對於關係的掌控欲與行徑等，

都與自身星盤中的冥王星與金星相位有關，因此產生 Aha Moment，F 認為當時

在課堂上的討論氛圍，包括占星學教育者與同學等對於 F 這個相位的態度，以往

對於關係中的自我，F 是羞與啟齒，當時卻能侃侃而談關係中的自我心理狀態與

表現於外的行為模式，而當時同學與課程帶領者並未批判 F；受到如此氛圍的鼓

勵，F 在課程後鑽研冥王星的神話故事，對於過往的掌控欲有不同的認知，F 有

了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而後 F 利用冥王星的關鍵字，再次探索掌控欲的負

面狀況、以及可以發展的正面狀況；F 也利用占星學的行運技術投遞履歷、找工

作等。現在的 F 接受那個不完美的自我，並且期待接受不同的挑戰。 

    研究參與者 G 是英國人，現在即將邁入知天命的階段，G 是在 30 歲前後得

到朋友解讀星盤，而產生 Aha Moment，而後在 44 歲前後正式投入占星學學習。

G 的內在自我崇尚佛教信仰，但卻不容於英國社會傳統，但 G 認為在占星學的

幫助下，以往總覺得夾在自我需求與社會評價中的 G，接受自我樣貌：一個勇於

追求自己的信仰與拓展生涯發展道路的人。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變後，G 更能

接受正面與負面的自我，同時更能覺察每一個行動背後的動機；G 更會利用占星

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反省自身行動，利用占星學的技術規劃未來的行動與目標。

現在的 G 認為自己是生命的主人，並且總是期待所有的挑戰。  

    研究參與者 H 是阿拉伯裔法國人，一直身為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持者、照護

者，讓 H 一直從事收入穩定的秘書、助理工作，但 H 真正喜歡的是時尚產業工

作，家庭期待與自我實現是 H 長久的困擾。因工作之故移居倫敦後，H 經由朋友

解盤而對占星學大感興趣，進入占星學教育機構學習。學習占星學的解盤過程中

H 瞭解自己與家庭羈絆的源由是因為在第 4 宮的星叢；雖然 H 不認為占星學神

話幫助很大，但透過與第四宮的守護星月亮的神話故事與月亮的相關關鍵字，H

理解：真正的家庭守護者是要讓家庭成員成為自己、為自己負責，包括 H 自己。

因此 H 以離職行動告知家庭成員：H 將不再給予經濟支持，請每一位家庭成員

為自己負責，而 H 也進入時尚相關科系就讀、取得證照後，現在成為造型師，擁

有自己的工作室，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H 認為，占星學讓她從社會期待中解脫

出來，幫助她更能接受人我的差異，並且鼓勵人人為自己負責。 

    研究參與者 I 是英國人，出生在傳統的英國家庭，自小的生活環境環繞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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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生活中，而後成為護理師、精神分析師，因緣際會參加朋友舉辦的占星學入門

課程，開始自學占星學、而後進入占星學教育機構學習。I 認為占星學驗證她心

中的自我概念。 

    研究參與者 J 來自於克羅埃西亞，在英國唸完大學後留在英國工作。因緣際

會得到朋友解盤開始學習占星學，J 長久以來受困於健康議題，認為占星學為她

解答健康議題的源由。 

貳、Aha Moment的自我轉化歷程 

研究參與者 B、D、E、F、G、H 以「Outcome of Aha moment」、「Definition 

of Self」、「Definition of Transformation」、「Outcome of Self-Transformation」

等命名相關意義單元，將有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分享的占星學習歷程

歸納分述如下。 

一、Aha Moment 轉化的意義觀點轉化 

    從 Aha Moment 中發現讓研究參與者產生共鳴的，多是一再重複發生、主題

類似的經驗，歸納重複主題後分為 2 組。 

（一）真實我的意義觀點轉化 

     研究參與者 D、G、H 觸發的議題與「真實我」（real Self）較有關。研究

參與者 D、E、G、H 的意義觀點轉化，與個人比較相關。 

     研究參與者 D 在 30 歲前後的土星回歸時開始探索個人生命的意義，因為

接觸到占星學瞭解自己對於追求生命意義的需求來自於個人星盤上的第 9 宮，也

印證她 30 歲前的生涯發展與個人長久的興趣等，因此產生 Aha Moment。 

And reading about my 9th house Leo Moon, that was really what got me at least as big 

a passionate about astrology, because all of a sudden I could see, you know, it's a 

cookbook, you know, explain to me what I could relate to my interested out of campus, 

in foreign countries, for colleges, the traveling, how I relate to people so which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Cancer Sun.（D20200111_2） 

D 認為使用星盤瞭解自己，確實幫助她提升自我意識。 

I also think that I have been able to analyze myself using the chart as a start poin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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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as sort of helping me to raise my consciousness about myself.（D20200111_15） 

    研究參與者 G 與 H 的意義觀點轉化成果與自我知識的前提假設比較有關，

2 位都感受到一種自我解放。 

     研究參與者 G 總覺得自己的信念、宗教習慣等與英國社會格格不入，直到

朋友解盤後發現因有重要的天王星能量，與生俱來就是要與眾不同，G 在那一刻

產生 Aha Moment，長久以來的憂鬱症也遠離（G20200114_7）。G 說從那一刻起

她決定不再努力符合英國社會規範，某種意義上解放了自己。 

I always tried to fit in this society, British society, so many rules. So I thought: No I don't 

fit in, I just be who I am. Because my family were very traditional English. They say 

things to me like: you don't talk about politics. Politics are very Uranus. So I had to keep 

quiet. Then the Catholic church. I have Uranus in the 9th. My spiritual path is very 

independent. But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saying: you have to be this, this, this. All these 

different reasons I was being told to be who I wasn't.（G20200114_29） 

    研究參與者 H 的情況與 G 類似，因為個人與家庭的議題深受困擾，H 在學

習解讀星盤的過程中產生了 Aha Moment；H 認為，關於家庭議題，瞭解占星學

後她得到答案，生命中的黑暗面因為瞭解再也不黑暗，而 H 獲得自由。 

For me, it was like, to be honest, I felt free, because I was able to free my Self by 

understanding why I was acting that way about me. For me it was freedom. Because, 

before I was like feeling like family was a chain. Why I am attached to that? Why it's 

happening? And when I got it, it was like “Whoa”. So, I'm the one, even I was gone, 

even I am the Sun in the 4th house, I am free to step away and not be chain to that.

（H20200114_9） 

I am free by understanding the why I was. Because I never understood why?

（H20200114_10） 

It is a dark side,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Because you asked yourself: Why am I? But 

then when you understand, it is not the dark side（H20200114_12） 

（二）更好我的意義觀點轉化 

     研究參與者 B、E、F 的議題與「更好我」（better Self）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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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提過研究參與者 E 的焦慮症，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因為水星的相位，

讓她產生 Aha Moment，透過占星學的行運（transit），E 能夠控制她的焦慮症。 

And I know that if I have an anxiety dream, it's triggered because maybe the Moon passed 

over Mercur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as happened. So it really helps me to manage that 

uncontrollable part of my Self.（E20200112_29）  

控制焦慮症的議題後，E 更進一步發展個人的水星領域，如前所述，E 持續發展

其水星的學習，離開教職後投入博士學位課程，並已經完成學位。 

    至於研究參與者 F 則是因為在學習占星學的解盤過程發現自我的黑暗面的

動機與行為模式（F20200112_6），這個黑暗面與她對親密關係的掌控有關，因

而產生 Aha Moment。 

I mean, there was always this crazy obsessive idea which I love that, but as I was saying, 

it was hidden, because Venus is the 8th house. So I didn't know what is it, how to deal 

with this, why am I feeling like it for years? I thought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because I have this very strong feelings towards people, and I want to like for them 

to be there, you know, you can imagine what does it mean and I was like, not ashamed 

of it, but it was really like in the Pandora's box, literally, and I was like, “I'm not talking 

about this” with anybody, because usually when I met some guys, they made it wrong. 

“No, I can't call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was like “why not?” You know, I was 

like that kind of Scorpio ending like, “oh you trying to escape.” So I'm going to just 

like drag you down.（F20200112_37） 

但透過占星學的解盤，F 頓悟後產生的想法是：不完美的自己也是存在的目的。 

And basically because of that I was able to accept a lot of things about me, and be like, 

“oh there is a purpose for this!”（F20200112_7） 

    前述研究參與者 B 分析個人星盤中的白羊座星叢時，也產生類似意義觀點。 

Sometimes you can feel like: oh I have too much Aries, so I need to cool that down. 

Because, you know, it's yeah, it's disruptive in my life. But it's there for a reason, you 

need it not without it, you could feel, you know, I feel like if I don't express my Aries 

side, I have a stellium Aries, then that's frustration and that's and I can lead to depression, 

even too.（B20191229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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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提到研究參與者 B 曾有過 2 次 Aha Moment，是與母親的連結、個人社會舞

台的轉化方式有關（B20191229_15；B20191229_37）。B 提到，學習占星學前，

她對自我的定義都來自於他人的評論。 

Before I understood astrology, I would just see my Self mostly in terms of other people's 

judgments about me.（B20191229_18） 

但學了占星學以後，B 從占星學技術中常常提到的兩兩相對面，如上升星座

（ascendant）與下降星座（descendant）、第 4 宮的私人領域與第 10 宮的社會舞

台等之間的連結，她發現：自我是多面相、自我與他人是相互關連。 

And it's interesting actually I just heard this recently that's something that Jeffrey Wolf 

Green says is that the ascendant, you know, we hear it as the masks we wear the world. 

Yes. Well, he believes the ascendant is the our instinctive Self, how we are instinctually; 

and the descendant is actually our conditioned Self, how we condition ourselves to 

engage with others, which actually kind of, yeah, I find that really true too, but they're 

both they're interlinked. This is one that you can'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And so I 

get to see all these different facets of my Self. It's like: “Oh, yeah, this is how I am 

instinctually, but this is how I am to get others to accept me.” And then your 4th house 

is the ego of your private self, how you know yourself privately to these planets. And 

then the 10th house your public Self. So you get to see all these facets of yourself.

（B20191229_19） 

    意義觀點轉化後，研究參與者都還歷經過觀點轉化後的學習過程，才真正獲

得自我轉化的成果。 

二、意義觀點轉化後的省思或行動 

    當意義觀點轉化後，這些研究參與者都會使用神話、象徵意義或是關鍵字再

次進行省思或是行動規劃，有些研究參與者分享再次省思的經驗，而有些則同時

再次省思而後規劃行動。 

（一）以反思展開轉化學習 

    D 的意義觀點轉化是提升自我意識。D 的 Aha Moment 是在 30 歲前後開始

是從探索生命意義的第 9 宮、木星而來，前述提過 D 的轉化學習就是從反思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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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土星行運週期開始（D20200111_22）。D 的另外一次轉化學習行動是反思關係，

前面曾經提過，D 的木星位於在乎「公平、平衡」的天秤座，D 從這個出發點發

現自己其實讓木星往負面發展成「比較」，包括與自己的母親、女兒比較，但是

透過占星學關鍵字的引導，D 重新思考關係中「公平」的前提假設（D20200111_17）。 

    因此，關於自我轉化，D 認為占星學持續教導她真實的自我，但是自我轉化

的過程像是一個剝洋蔥的演化過程，隨著時間與生活脈絡的不同，會慢慢讓你接

近你的自我，因此 D 認為不能忽視個人的生活脈絡因素。 

However, I think also that over time, you also grow and evolve as a person because you 

mature, you have relationships that can transform in what way and you have your work 

life. And you have the world around you, so I'm not exactly the same now that I mean 

the as when I was 20. I mean the essence of me supposed the same but it's like peering 

the onion, and it's the same onion, but it's getting deeper into your Self. And and I think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astrology is still continuous to teach me something about my 

Self.（D20200111_26） 

（二）以行動展開轉化學習 

    研究參與者 H 因在學習占星學的課堂上，從第 4 宮關鍵字中找到自己與家

庭連結的原因，從而覺得自己得到自由、從關係中解脫（H20200114_9；

H20200114_10）。H 從關鍵字與神話故事中意識到：自己不能再承擔家庭的照顧

者的責任，唯有先照顧自己，才可能幫助更多人。 

From the moment I understood that, it was like: I can't take care of my family, but I have 

to be able to take care of myself. Now. It was my chance to take care of me, and by being 

taken care of myself, then I will be the winner, and then I can help everyone, because 

when you are free and be able to do what you like to do, and you empower yourself.

（H20200114_11） 

H接著從神話故事中意識到，真正的家庭支持者是支持每一位家庭成員成為自我，

因此 H的第一步學習是以行動支持自己的自我，H宣告家人會退出家庭照顧者的

角色，而第二步就是請家人接受她與她的夢想。 

Family is important for me from the moment you give the freedom to each member of 

the family, you get them the freedom to be themselves, and be free to do what I w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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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and also to love them each of them. You love them and accept them the way they are. 

And from the moment my family, I said to them, this is me: You have to accept me with 

my dream and this is a way to.（H20200114_13） 

第三步是 H 離開穩定的助理工作，H 請一直接受她財務支持的家人去找各自合

適的工作，讓每位成員各自承擔各自想要成為的樣貌的責任。H 隨後真的去追逐

她的夢想：成為造型師。現在的 H 已經在倫敦擁有個人造型設計工作室。 

（三）行動且反思展開轉化學習 

    前述提到研究參與者 B 的意義觀點轉化發現個人與他人是相關連。B 以占

星的關鍵字，重新省思與重要關係人之間的關係，並且利用月蝕的特性，設定與

先生之間的財務分配等（B20191229_24），並且以行動落實。轉化對 B 而言是一

種過程，一開始無準備時會感到害怕或受到驚嚇，但隨著行星運行，個人會慢慢

的變得不同，最糟糕的並不是行運帶來的環境變化，而是行運過去卻沒有自我轉

化。 

It's a process. Usually the first phase is like the shock and awe, you know, because you're 

not usually ready for it. But, as that process, you know the planets go over your planets 

and then retrograde and get over and then go back, you know, you are becoming 

something different, you, hopefully, you are transforming through that process, the worst 

that can happen is we just wait for it to finish and nothing changes within us, because 

that's not the intention. The intention is the planets want us to change and become a better 

and more authentic version of yourself.（B20191229_29） 

    因為透過行運控制焦慮症，研究參與者 E 學會利用行運預作準備。前述提及

E 非常在乎木星與土星的行運（E20200112_21），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曾利用木

星行運的案例，在木星行運的當下，當時擔任小學教師的 E 與校長爭吵後獲得賠

償而離職，因為知道木星的關鍵字是擴展，E 亦然決然離職而全心投入博士班課

程，以此拓展自己的新生命。 

I had nothing, I had absolutely nothing. I did when I quite my job, I had an argument 

with the head teacher, and I walked out. I had nothing, I could loss everything my status 

as a teacher, I might not get another job because I hadn't had a reference, I didn't have 

any money. You know, all these things were against me. I ended up with the hea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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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who was outrageous, but the union got me a good reference which meant I could 

get another job. They got me a massive payout, a massive payout. But I didn't know all 

this could be happened, all I have was the faith that it is going to be OK, because of the 

Jupiter.（E20200112_17） 

此事件更讓 E 從中獲得很大的自信，拿到博士學位後，現在的 E 除了持續小學

教職外，還從事研究工作，並且在各地演講。E 現在進從事的教職、研究工作、

演講等都是跟當初促使 E 產生 Aha Moment 的水星有關。E 認為，信任木星行運

會帶來拓展的機會，促使做出抉擇後讓一切都不同，確實拓展教職以外的生命空

間，E 不會害怕任何的挑戰。 

Yeah, I really think astrology did elevate my self-confidence. You know, speaking in 

public is one of the biggest fears that people have. I do. I've spoken to thousands of 

people, you know and I can manage that now. And it is because I've gone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But I think what I feel makes me speak back at that moment, when I quit my 

job, and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What have I done?” I really, really am absolutely 

burned any bridge, you know and then thinking: "Okay, well, you hold on, you have 

Jupiter return, you know,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I have Jupiter in Cancer as well 

at the exalted degree. So I said if astrology is true, and my Jupiter in Cancer is at the 

exalted degree that something good is going to happen. And you know, and it did.

（E20200112_20） 

占星學讓 E 發現，自我不是固定的，人可以隨著行運進行自我轉化，自我轉化是

一個演化的過程，轉化成更成熟的自我。 

I think that's how we have to approach what our Self is we don't have a fixed Self, my 

Self is always moving and changing and evolving into something more mature, 

something beyond. We're always moving toward the future.（E20200112_14） 

So my Self, your birth chart, is always moving with the transit to something else. 

（E20200112_31） 

    前述研究參與者 F 是在學習占星學的解盤過程看到自己的黑暗面，而這個

黑暗面與她對親密關係的掌控有關，也就是意義單元中提到的冥王星與金星的四

分相（Venus square Pluto）。但在上課過程中，透過與老師、同學的討論、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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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Persephone 神話故事等，F 檢視自己的行為模式並且修正，歷經 2 年重新檢

視自己與不同人之間的關係，F 覺得自己有所轉化。 

I can give you the example which literally changed my life. In a good way. So I have 

Venus square Pluto. Now the Pluto is in Scorpio in my fifth house and Venus is in 8th 

house in Aquarius. So you can imagine my relationships, absolute horror! My teacher 

was like “Oh, so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your Venus-Pluto square?” And I was like, 

“Oh God!” So I was forced to actually come out with this kind of so-called intensity. 

And as I was saying it to her（註：占星課程帶領者） and to everyone（註：同課

程同儕） who was sitting there, and I felt like I'm not judged and I actually like 

everybody know how crazy that is. Or how relationship I was crazy. She（註：占星課

程帶領者）actually told me that this is why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and what does it 

mean. You know, Persephone? She was my favorite metaphor. So I researched 

everything about Hades and Persephone, what this mean and so on. Because for me the 

pure Venus in Aquarius wants just a light. I feel Hades is trapped there which where 

Persephone was. But then I realized why and how I can actually transform this entire 

situation and what I needed, I learned everything about the Pluto. It is my favorite thing 

to learn and go so deep. So I learn about that and that perspective of me like being just 

weird, or too heavy, or too dark, or too obsessive, went to absolute Phoenix Hood because 

there was like, “oh my God, I understand why this is happening.” And I literally let 

go of so much over those toxicity, those toxicity, which I thought it means, are like, “oh 

there's something wrong.” And I literally came out of that as the freaking winner and 

that literally transformed my friendships and my relationships, because now I realized it. 

Of course, the process includes two years, the process was going through, because I was 

looking for what is the fear, what is the trauma, why does Venus is either escaping or 

why am I dragging people down, why people drag me down, why it is so toxic, what it 

is obsessive, why this is like violent, and what's going on here. And I was able to actually 

learn what the lesson behind it is and where is the power, thanks to knowing that and 

research so deep about it. Because I was always overpowered by those emotions, those 

fears, of those insecurities, everything which is in 8th house. And when I faced it,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re is the power for me, so I can be that be that Venus there, 

with Aquarius who always wants the death of the connection with also is fre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rotate. I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basically letting people go. And tha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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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my own power. I didn't know that before. I was like trap that, I was like spinning 

and spinning. So this was the biggest transformation, because everything is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if I couldn't figure it out, I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person definitely.

（F20200112_24） 

F 過往對自我的感知有限，但隨著學習占星學的時間越久，F 越發瞭解自己

每一個行星的發展階段，自我就變得更為流暢、開放、可改變。 

There's some sort of static description of who you are, and you are this and that, maybe 

with the potential of this and a layer with this. I was all like I had a limited perception of 

the Self. Now, after long time studying, I feel like I have much more, I realized that the 

Self is something which boils all the time, with many layers, many like, it's like a tree, 

you know, like all over the place and basically we are not the sun sign, we are all the 

signs where every day and how it plays out and how much layers we have as a human 

beings. And the Self became infused, also with what I don't think I am, because before I 

thought like: “No, this is who I am.” But I learned my astrology that that's just my 

Sun with the Mercury, because I have them conjunct, so whatever I think is really who I 

am, and then I realize more, but how about my Moon, but I feel am I that as well and am 

I this. So for me, the Self became very fluid. It is very open and very like movable and 

changeable. Before I thought the Self is just, you know, kind of like a square with you 

want move on, there is no opportunity to move it if that makes sense.（F20200112_19） 

研究參與者 G 從星盤中發現自己與英國社會格格不入的原因，G 的意義觀

點轉化是接受自己，進而發展出愛自己。  

I think myself, that self-acceptance is self-love. So I try to develop a loving attitude 

towards my Self. If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bad about me, I try to imagine that I'm a 

little child and I behave badly and then I asked myself: how would I behave towards that 

naughty child? Would I punish it or would I give it love? I would give it love. So I use 

imagination. But I also am a Buddhist. So Buddhist philosophy helped me a lot. I studied 

Buddhism before astrology. So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G20200114_12） 

學習占星學以後 G 會使用占星學的行運技巧分析狀況，如前述提及，寫下事件

的危機與機會（G20200114_29），並且為幾年後即將到來的可能危機預作準備，

包括運動、規劃行動計畫等（G20200114_20）。前述 E 提到，個人命盤就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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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elf，可以因行運而改變（E20200112_31）；G 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個人的命

盤紀錄著 Self，而命盤是 Self 發展方式與方向的地圖，並非靜止不動，會移動改

變。 

For me, my chart is a map. It's not still, I keep telling people it's moving. Everything is 

moving. As we sit now here, the earth is turning, that's it. So when I see it, if I look at it 

today, I think: OK, this is my journey today. It's like I go to a travel agent and I get a 

map, I'm on a journey from light, from birth to death. For me, it's moving. Next week, I 

will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this week.（G20200114_19） 

    綜合上述研究參與者的分享有 2點發現，首先，多數研究參與者都認為自我

是可變動、可發展的，原因是來自於因解讀星盤而越發瞭解個人的發展狀態、以

及未來可以發展目標，或是因為行運的幫忙讓自己有發展的空間與選擇。第二點

發現是，意義觀點轉化後，研究參與者又都再次利用神話故事、關鍵字等，經歷

過另外一次反思、或是行動驗證例證歷程，才真正獲得自我轉化後的成果。 

三、自我轉化後的成果 

    從意義觀點轉化後，研究參與者接著都經歷過行動或是再次反思的過程，如

研究參與者 B 以行運處理自己與丈夫的財務議題，或是研究參與者 F 卸下家庭

支持者的角色，為自己的夢想付出行動；或是研究參與者 D 與 F 重新透過關鍵

字、神話等梳理自己的關係等。統整研究參與者的分享發現，多數研究參與者獲

得不只一項的自我轉化成果，茲分述如下。 

（一）更好的自己 

    研究參與者 D 認為，自我就像是剝洋蔥的過程，一層層退去會看到更真實

的自我（D20200111_26）；而 E 則提到自我是不固定的，隨著行運改變都有機

會可以變成夠成熟的自己（E20200112_14）。D 與 E 都提到自我成長的期許：變

得更成熟、變得更謙卑。 

    現在已經超過 60 歲的 D 生命遇過數次挑戰，期待未來一年要面對的挑戰能

夠讓自己成為更謙卑的人。 

There's another 30 years that have passed. I think I can even just look back at the seven 

years that I've been here in London. And I have continued to grow as a personali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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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encountered several challenges during my time here as well which helps to, 

hopefully, become wiser person I think, and more humble.（D20200111_16） 

（二）更開放的人我關係觀點  

    研究參與者 D 與 H 都提到她們對人我關係看法的改變。 

    前述提及在學習占星學後研究參與者 D 提升自我意識，過程中因為解讀星

盤重新定義自己與他人的關係，D 在研究占星學的過程中理解每個人都是不一樣，

她覺得占星學予她更為同理的態度去看待每個人（D20200111_14）。現在的 D 面

對關係會用理性、中性的態度去看待人我關係。 

For me it's, it's sort of trying to raise, you know, like the other Australian saying: you're 

stepping out of yourself for a while, be prepare to look at yourself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as much as you can, and also to see, let's say that you have an argument with 

someone, not just to project but also to see take ownership of your own for 

communication, your own actions, maybe to be more neutral, not just to get the other 

person. That's so. I think if we can do that, if we all can do that, and it could be like 

maybe more peaceful.（D20200111_19） 

    研究參與者 H 有類似的自我轉化收穫。研究參與者 H 從與家庭的關係議題

中解放出來後，重新安排生活順序，包括不再承擔家庭照顧者的責任、以行動完

成自己長久以來想要成為造型師的夢想，這段過程中她感受到自己的差異是：她

不再被家庭支持者的角色綑綁，她學會人人都是不同的，她接受每個人的原來模

樣。 

When you are an astrologer, you go to a chart, it's like, you know, you know people are different, so 

you have to accept them the way they are. So we are not supposed to be judgmental. So for me, it's 

like I accept people the way they are. So for me, it's like I'm not judging you and understand you 

better.（H20200114_19） 

（三）獲得賦權後生命回歸自我掌控 

    面對未來人生，不同世代的 B、E、F、G 都展現出「生命由我掌控」的態度。 

    研究參與者 E 因學習占星學控制水星產生的焦慮症，從木星行運拓展生涯

獲得博士學位而提升自信心，現在的 E 覺得，平心而論自己的星盤中雖有很多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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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但是 E 仍然認為自己就是拿著一手好牌。 

I kind of live my life and always be prepared, but, you know, to also to let things flow 

as it does and not try to control everything.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control everything.

（E20200112_24） 

面對未來人生，E 學會要準備未來行動，但無須過度掌控或過度害怕。  

If it's forecast to rain, you can't blame the astrologer if you leave your umbrella at home. 

Yeah, you know, so I think, you know, I kind of live my life and always be prepared, 

but, you know, to also to let things flow as it does and not try to control everything.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control everything.（E20200112_23） 

    研究參與者 F 有類似於 E 的狀況，但 F 的形容是找回自己的力量。在課堂

上因為學習解讀命盤，F 產生 Aha Moment，而後花費兩年的時間重新省思 Aha 

Moment 的內容，而對關係產生新的前提反思。現在 F 從中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好似脫去老皮而獲得新生的蛇。 

Yes and towards my Self who I am, who I am in relationship, and what was the strongest 

lesson. Like why the Pluto, of course my Pluto is passing my seventh house. So it's 10 

years of misery area contact you, like a dread. So if you think of it, because my seven 

houses in Capricorn. So since the Pluto in 2008 or somewhere there, started to go, so I 

started to have this crazy relationships and I didn't know why. And I think “Oh my God. 

I'm doomed.” Then I realized: “Oh, it's Pluto teaching me lessons how to be absolutely 

salvation in relationships, because I gave my power away.” That's why each transit or 

anything what happened with the Pluto was just pushing me more down to realize that I 

gave up on myself. When I found myself back again, and I find my own power. So 

literally I could say, that I was like the snake moving to, like came out of the old skin, 

and if I would not be in that class, talking about that, I would always felt that this is just 

weird and it's sick or it's just, you know, unhealthy, which I would not understand and I 

would always blame myself or blame others. I wouldn't find what amazing light behind. 

This is actually I want to know. So there was a trigger.（F20200112_25） 

現年 32 歲、剛剛走過土星回歸的 F 學會的是：只要願意放下堅持，就會有絕佳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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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 learned that whatever looks hard, it's not really that hard as long as you lose 

resistance. So what I learned is to look at it, because you have this amazing opportunity 

to know that before, you can work on your resistance already. Now, if you release the 

resistance to actually have it, you might not even manifest the board's point.

（F20200112_28） 

    研究參與者 G 從自我接受發展出愛自己的意義觀點後，占星學讓 G 更能瞭

解自己的正面與負面，並且更能接受自己的負面，也瞭解自己做任何事情的動機，

瞭解自己的行事動機是一種反省，能夠帶來成長。 

It makes me understand both my good side and my bad side. It makes me more tolerant 

of my bad side. If I do something, it makes me understand why I do it. It makes me 

reflect on should I try and change this particular part of myself or should I, if it's a good 

side, should I try to be more that. It helps me move forward. It helps me on the journey, 

not to stay the same person, but to grow.（G20200114_10） 

G 認為年輕時候很容易將自己視為是受害者，透過占星學讓自己成長後，G 發現

一切都要回歸自己，例如：面對關係，G 感受到的是關係的議題往往發生在自己

與自己的關係無法處好；例如，面對危機，如同前面 G 提到，她會寫下所有的危

機與機會一樣。現在 G 從被一切控制的人變成可以掌控自己生命的人，以前是

被命運掌控的人，而現在是自己掌控命運。 

I mean in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I understand opportunity and crisis is the same word. 

So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say is don't see crisis.（G20200114_21） 

We only have problems in relationship to others, if we have problems in relationship to 

ourselve.（G20200114_28） 

But when I was young, I was like a victim. And it enabled me to change from someone 

who was kind of controlled by everything else to putting myself in control of my life, 

completely. I feel like I'm in charge of my own destiny. Before it was everything else 

was in charge of my own destiny. Now, I feel I'm in charge of my own destiny.

（G20200114_17） 

    研究參與者 B 因其占星學學門慣於使用靈魂轉化的字句，深究歧異，B 同樣

獲得一種生命走向回歸自我的轉化成果。B 認為，自我轉化的過程是一趟靈魂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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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旅，而她期待現在所有負面相位帶給她的挑戰，一開始 B 總是讓社會定義她

的 Self，現在靈魂轉化之旅遠遠比外在環境的要求更重要。 

How it has to do with the soul's journey is bigger than just what society wants for us, our 

parents want for us or demand from us, you know.（B20191229_11） 

B認為現在的自己學會善用時間，包括為自己準備好面對挑戰的能力，如此才能

成為命盤的主人、活出自己的生命。 

This is what Jung calls: it is the quality of time, because ultimately, even beyond 

what will happen, even beyond the Divination,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s 

“What's the quality of time.” You know, what's the essence of that time? For 

example, for myself, when I know the timing is not perfect and I would try to 

know how can I take advantages of that. How can I prepare myself 

psychologically and mentally to face the challenge? At that moment, I am the one 

who read the chart, but actually I am the owner of the chart. I feel myself is an 

observer of my life.（B20191229_30） 

（四）賦權後期待迎接挑戰 

    研究參與者 B、E、F、G 面對生命的變化，展現出：生命握於我手的態度，

並且非常期待迎接挑戰帶來的轉機。 

    自我轉化後的 E認為，從自己的星盤他知道自己的星盤並不完美，有諸如四

分（squre）或是對分（opposition）的困難相位，但走過這一切，相信占星學

後，E知道這些困難的相位逼迫做決定、逼迫嘗試，而這些讓她成為無法想像自

己。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in my chart that are very harsh, so I mean the square aspect in 

my opinion is probably the best aspect. Now that I've lived with that square all my life 

and I look at how it made me work and how it pushed me into situations where I never 

if I had a try and I probably wouldn't have even realized. Yeah that if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would challenge me. But now I can look back on and say if it 

wasn't there I would never have a try, because squares pushed you into making a decision. 

And same with the opposition's, too, they also force you to make it do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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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00112_10） 

    E 認為一切回歸自己掌控後，她成為無法想像自己；F 則認為：因此人生永

遠都有選擇，所以 F 認為人生沒有限制。 

Now I know what else is there and how I can put it together, how to work with it, and 

how to overcome it. “Overcome” is not my favorite word, but how to like break 

challenges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F20200112_30） 

Let's say as a through the teenage years or like few years ago even, everyone is like 

nowadays talking about you have a purpose and you have a mission in this life. And I'm 

thinking that, that's not really the case, because when I look at my life, when I was doing 

photography, I thought that's my purpose. Now. I know or think consciously that 

astrology is my purpose. And how we grow and how much we understand ourselves in 

levels, you realize that it's a choice again. What I saw everything what I could do, or 

could exercise, I realize that there is no boundary is really, because you as a human being, 

even like in a metaphysical way, you have more multiple life potentials, which you 

choose to live. It's always choice, like to get out of the train and get on another train, like 

you are not bound to one kind of thing and you can't get your life wrong. I learned that 

as well through astrology.（F20200112_20） 

Choice is my absolute freedom because I have the Jupiter in Aries. So for Jupiter to 

understand and also Aries to, basically, be the one who always chooses whatever that is, 

whatever is your passion and also Jupiter as a believer, you believe that you have a choice 

-- that's absolute mantra for my life. Like I have a choice every single second, and if I 

don't like it, there is not enough passion, I can change it.（F20200112_21） 

    B 因為曾經走過其他被視為困難的相位，B 也不再畏懼困難，而將可能的困

難情境都視為是重生。 

Right now, I'm in my Uranus opposition. I survived the, the Pluto square and the Neptune 

Square. So now I'm actually nervous and it's just it's actually kind of exciting, you know, 

to see that you can be reborn again.（B20191229_10） 

B認為，占星學幫助她的自我轉化是，瞭解生命尋求的更多的內容，意味著開啟

更多的生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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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what another thing Mark would say is that, you know, there's the content of your 

life is one thing and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more contents. But what astrology can help 

is with the context. So you want you know the context and the content is irrelevant, it's 

like how it shows up. And so it's like it opens you up to a bigger view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your life, because another thing Mark would always say is that astrology should give 

you more options in their life, not less than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know what the one.     

    至於研究參與者 G，從前述諸多語料分享就可以發現，G 透過關鍵字與行運

預測，提早進行前提反思、設定目標，不畏懼困難相位對身體的挑戰，訪談進行

時確實發現 G 的膝蓋、關節有些狀況，但 G 仍然積極面對老化狀態，以身示現

迎接挑戰應該有的樣貌。 

    歸納上述分析獲得主軸編碼如圖 9。從上述有產生過 Aha moment 的研究參

與者的歷程中發現，因為神話故事、象徵意義、關鍵字等使她們產生 Aha Moment，

讓生命困惑處獲得一個解釋；Aha Moment 看似是一種頓悟，但這種頓悟造成意

義觀點轉化。 

    研究參與者在意義觀點轉化後，再次利用神話故事、象徵意義、關鍵字與占

星學技術進行生命經驗的省思（D）、或是實際展開轉化學習行動（H），多數研

究參與者都是同時進行這兩者，其產生的自我轉化成果可以分為 2 組，而 2 組都

具有個人自我與社會自我。一組的個人自我是成為更好的自己，而社會自我則是

具有更開放的人我關係；另外一組是的個人自我是：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而社會

自我是賦權後期待挑戰。 

參、Non-Aha Moment的自我轉化歷程 

    研究參與者 A、C、I、J 在認識占星學、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並未產生 Aha 

Moment。試圖以「Outcome of （non）Aha moment」、「Defintion of Self」、

「Definition of Transformation」、「Outcome of self-transformation」等命名相關意

義單元，但並未獲得過多的語料，依據占星學習所獲得的之於研究參與者的獲得

分組，分為印證組與自我瞭解組。 

一、占星學習獲得印證 

    研究參與者 A 與 I 都認為解讀個人命盤的過程獲得是一種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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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ha Moment 者之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與成果 

製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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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認為占星學之於自己是一種印證（A20191226_3），印證內心的需求、對

自己的看法。現在 A 已經學習進階的占星預測技術，A 認為占星學之於她的幫

助是獲得如何使用行星能量的方式，而自我轉化是一種進化過程。 

我目前來感受，本命盤對你自己來說，就能夠有基本的瞭解。但是，比如說我

們後面有學 Solar Return，或是 Saturn Return 也好啦，這些行星的運作，我覺得

它們講的是說，我們人從母體裡面出來，本命盤是上帝給你的、你的生命是什

麼樣子。但是，我給了你的生命以後，不管行星怎麼運作，我們始終還是要經

歷這一切，那行星會告訴你是說：你會如何去經歷怎麼樣的課題、一個順序。

你會以什麼樣的力量會去跨越這個問題，或者說：你會不會去跨越。你是怎麼

樣去處理、去完成你的使用、去完成你生命的輪迴。我覺得占星的意義是這個

東西，是 progressive。（A20191226_7） 

    研究參與者 I 同樣認為占星學帶給他的是一種印證（I20200130_10）。I 在

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占星學、進而學習占星學，學習過程中並沒有產生 Aha 

moment。I 認為透過星盤解讀的印證，讓她更自信地找到生命的方向外，也因為

星盤的印證讓她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而非他人期待的那種人。 

I think it helps me because it gave me confidence to be who I am rather than who other 

people want me to be, because the chart confirms it.（I20200130_11） 

I 的另外一個收穫，因為解讀命盤讓她發現自我是複雜的，讓她比較容易接受自

我。 

I think something out of that, understanding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mplexity also 

actually enables more self-acceptance.（I20200130_14） 

    前述提及研究參與者 A曾經回顧過生命中重大挫折的土星行運，對該生命經

驗的前提反思產生批判性思維（A20191226_12），當時曾經追問 A從反思經驗中

獲得的學習，A再次認為這是一種「印證」。 

即使我不看我的星盤，這些道理我也會懂。因為這很正常啊，就是我說，我沒

有完完全全分析我的星盤的時候，那時候這件事已經發生了，那時候我就已經

開始去、就是說開始去想這件事情就想通了。事發之後我在去看星盤，我就會

想說，就會更加印證自己的想法，僅此而已。所以這就是針對我個人而言。就

說，因為我本身對占星這個東西，我很喜歡它、也很享受它，但是我覺得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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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個東西的危機的時候，這個東西是有好的一面。（A20191226_13） 

    對於使用占星學的行運技巧，研究參與者 I認為是，透過行運會從中找到一

些不那麼主觀的洞見，但她並沒有利用行運技巧做過多的生命回顧。 

Astrology gives you just a little bit of knowledge. Knowledge and insights, something is 

transiting, or something is touching something in your chart, so it's a little bit more 

knowledge that enables you to be in touch with the universe rather than a subject of it.

（I20200130_19） 

二、占星學習獲得自我瞭解 

    研究參與者 C 與 J 都以瞭解自我、接受自我來形容學習占星學後的獲得，但

從前一節的研究中發現，其實研究參與者 C 從過學習神話、關鍵字、象徵意義中

所獲得得比較傾向於印證，C 發現與這些符號產生連結後，有助於提升自我意識。     

    It's just instantly transform into conscious about yourself.（C20190107_22） 

    研究參與者 J 在解讀命盤中，理解個人生命一再重複出現主題的原因，例如

健康問題（J20200216_10）。因此她認為占星學幫助她與自我產生連結，進而增

進自我瞭解，提升自我瞭解有助於接受自我。 

No one else knows you as good as yourself, even though in the times of confusion. Or 

when there is like not-so-happy times because, of course, the cycle of life goes up and 

down. But what astrology helps me with is understanding why certain events or certain 

things are unfolding in my life? Why this thing? Why this theme? Why am I struggling 

with this theme, but the another theme is doing well, even though when it's not 

particularly my focus.（J20200216_9） 

The astrology for me is a way how to connect with myself. Possibly understand myself 

better.（J20200216_8） 

You just triggered some kind of self-acceptance.（C20190107_12） 

J 更提到，瞭解一再重複主題發生的原因，有助於接受生命的狀態。 

So reading into the chart gave me some insight why things are unfolding the way they 

are. So it's more about getting some sort of like: okay, I get it. So this is something I need 

to work on. This is the theme which might be repeating. Let's say, it is no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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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able, but: okay, it's easy to accept the unfolding of life, if you've got some, sort 

of, like, not guidance, but understanding.（J20200216_10） 

   追問過研究參與者 C 與 J 是否曾利用行運回顧生命經驗，或是利用行運排定

未來生活計畫。C 雖熟悉行星運行週期等知識，未曾以此回顧過生命重大事件；

而 J 表示星盤讓她理解重複的生命事件發生的原因，而回顧重大事件發生的時

間，確實應證行運週期等，J 還會利用較短暫的行星週期排定小目標，例如：安

排剪頭髮時間等，但是對 J 而言，占星學帶給她瞭解主題重複出現的原因、以及

面對事情的洞見。 

Everyone would be studying astrology if it would be just easier, making the live easier, 

but it is not. But studying astrology gets an insight into the the theme, into the how long 

it's gonna the situation last which days, months or years are good to focus on one thing, 

which are better on the other thing. But the thing with astrology is quite connected with 

how you actually feel, because even though you know.（J20200216_12） 

    從上述沒有產生過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歷程中發現，因為

神話故事、象徵意義、關鍵字等，確實使 4 位研究參與者產生一些影響，例如：

得到自我潛能、發展方向的印證，或是增進自我瞭解，其中僅研究參與者 A 也針

對單一生命事件，以占星學的關鍵字進行反思，4 位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歷程

在歸納分析後，獲得主軸編碼如圖 10。 

 

圖 10 Non-Aha Moment 者之占星學習歷程與成果 

肆、小結 

   本節依據 Aha Moment 將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歷程分為 2 組，比較 2 組的

學習歷程後，從中發現相似與相異之處，並歸納出圖 11 研究參與者之占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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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圖 11 研究參與者之自我轉化歷程與成果 

製圖：研究者 

    關於相似之處：首先，從研究資料中看到，多數研究參與者都認為自我是

不固定、多面相、不固定、會變動、如洋蔥般被一層層包裹起的多面相、會改

變成長的。這個看法符合前述學者對於自我的定義（郭為藩；Markus & Nurius, 

1986；Markus & Wurf, 1987）。其次，Faculty of Astrologcial Studies 以神話學

的自我知識為課程設計基礎，幾乎所有研究參與者會利用占星學的自我知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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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觀點，但即便是研究參與者 B 是在美國學習占星學，神話學的自我知識仍然

是 B 重要的自我知識參照基礎，神話學、象徵意義等之於占星學的重要性，與

前述實證研究相符合（Brady, 2019；Gunzburg, 2019）。 

    關於相異處：從占星學的自我知識出發，研究參與者 B、D、E、F、G、H、

J 從中獲得生命史中一再重複發生的主題的自我解答，而其他研究參與者則從中

獲得自我天賦等的印證。而同時研究參與者 B、D、E、F、G、H 從神話學的自

我知識中獲得 Aha Moment，而其他研究參與者則無。但所有研究參與者都認為

占星學協助他們轉化對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 

    有 Aha Moment 者的占星學習者產生自我知識意義觀點轉化後，會在占星

學的技術或是相關符號提供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或反思、或行動、或反思與

行動兼顧以進行轉化學習。但另外一組的研究參與者，僅 A 針對單一生命事件

進行前提反思。 

    Mezirow（1991:168-169）的轉化學習 10 階段中，第 5-10 階段都是意義觀點

轉化後的「學習」歷程，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中，研究參與者 B、E、

F 利用占星學技術再一次回顧生命歷程、且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

或是「規劃行動計畫」與「學習執行計畫的知識和技巧」，而 H 雖無利用占星學

技術回顧生命或是規劃未來行動，卻以實際行動改變與家人的關係、執行新的生

涯規劃等，因此所有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在意義觀點轉變後，或多或

少有產生 Mezirow（1991:168-169）的轉化學習第 5-10 階段。 

    本研究以 Mezirow 之心理批判取向之轉化學習為主要理論框架，輔以其他

理論取向之轉化學習理論，比對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自我轉化歷程，所有研究參

與者不論是從占星學習中得到印證或是解答，但僅有同時產生 Aha Moment、並

從中獲得解答的研究參與者，在意義觀點轉化有後續轉化學習，並且產生自我轉

化成果。綜觀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 B、D、E、F、G、H 的自我轉化成

果，每一位都具有不只一項的自我轉化成果。心理學取向的自我轉化理論認為，

自我轉化的成果包括：發展出新的生命道路，更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改變生命的

優先順序、更強大的生命強度、更豐富的內在生命與精神生命（Tedeschi & 

Calhoun, 2004），或是自我瞭解、智慧、心智健康、信念與價值、角色的自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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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Pals, 2006：1093）。研究參與者 B、D、E、F、G、H 的學習成果中，皆包

含更深刻的自我瞭解；占星學學習過程中，D、H 發展出更開放的人我關係，而

H 在過程中還改變個人的生命優先順序，進而發展出新的職涯道路。研究參與者

B、E、F、G 因為賦權而感到能夠掌控自我，發展出更強大的生命強度，不害怕

外在的挑戰。Hoggan（2016）將轉化學習成果分為 6 類，比對其下之次類別後發

現，所有研究參與者都有自我類別的轉化學習成果，包括更瞭解關係中的自我（D、

H），自我知識的瞭解（B、D、E、F、G、H）；具有本體論中的自我存在方式

的改變（B、D、E、F、G、H）；同時具有行為上的轉化學習成果，包括可以利

用占星學有新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並且有相應的行動（B、D、E、F、G、H），

或是可以實踐專業（D、E、G、H）或發展新的技能（D、E、G、H）。 

    細分研究參與者 B、D、E、F、G、H 的自我轉化成果，可將 4 類別分為 2

組，2 組亦可再細分為個人自我（individual Self）與社會自我（social Self），包

括：個人自我的「更好自己」與社會自我的「更開放的人我關係」；以及個人自

我的「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與社會自我的「賦權後期待迎接挑戰」。本研究將自

我轉化定義為能夠辨識與理解個人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差異，平衡自我（self）與

他者（others）之間整合人生，6 位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轉化成果確有達到本研究定

義之之自我轉化成果。 

第四節 選擇性編碼與總結 

     Corbin 與 Strauss（2015：62）認為，紮根研究中的理論是一串發展完全的

概念、主題，這一串相關的概念或主題，其相互關係形成理論框架，用以解釋一

個現象。選擇性編碼將這些概念或主題理論化，其目的是要：一、定義一個主要

的議題、事件、或問題；二、解釋行動與互動之間的可能背景脈絡；三、將問題、

議題、相關事件的行動與互動關連起來，以給予意義；四、將行動、互動之間的

結果與後果串連起來。 

    本研究試圖建構占星學習者之自我轉化歷程，主要目的是希望解釋占星學習

者的占星學習行為與自我轉化過程的互動關係、結果等串連起來，解釋這樣學習

行為能夠達成自我轉化的過程。根據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最後根據不同

研究參與者之自我轉化歷程，進行選擇性編碼，以形成本研究試圖歸納統整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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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框架，本章綜合上述第一、二、三節之討論，完成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學習歷

程 3 階段如圖 12，茲依照選擇性編碼說明、理論對話與例外案例討論闡述如下。 

壹、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學習歷程選擇性編碼 

    本研究之選擇性編碼如圖 12，將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學習歷程分為三階段，

包括探索自我階段、自我轉化階段、探索自我潛能階段。從圖 12 中還可以看到，

占星學提供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與占星學技術是主要的調節關鍵，其功能為給予

解答、運作自我概念、調節自我與外在環境。以下依據不同階段說明如下。 

一、自我覺知萌芽階段 

    從前述研究中發現，所有研究參與者學習占星學的原因或有相似之處，但並

非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都產生自我轉化成果。從第 191 頁圖 11 中具有自我轉化成

果的研究參與者中，歸納促使這些人產生 Aha Moment 的主題，多與生命重複發

生的主題相關，也因為這些主題時刻發生，致使研究參與者開始探索主題與自我

之間的相關性。這幾位研究參與者相信尋求問題解答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占星學

給予的答案最能貼近他們。在學習占星學之前因他人解盤，或是占星學的學習過

程中因師長帶領、同儕討論解讀自己的命盤的過程中，促使她們產生 Aha Moment，

得到生命主題的解答，進而產生自我覺知萌芽。 

二、 自我轉化階段 

    占星學不僅給予自我議題的解答，且開啟自我轉化的階段。占星學提供的自

我知識意義觀點與占星學技術承擔啟動自我運作的功能。 

    在此階段，占星學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仍是重要關鍵。占星學符碼承擔給予

占星學習者新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的功能，占星學習者在使用符碼背後的自我知

識時，找尋自我可能性。同時隨著占星學習者持續應用占星學技術，占星學習者

的自我概念運作，如：以省思的方式回顧舊有經驗產生前提反思，或以行動的方

式對未來行動產生前提反思、過程反思與內容反思，進而擇定目標、規劃行動方

案、甚至實際執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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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學習歷程 

製圖：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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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的自我概念是主動，會根據可使用的自我知識改變調節行為（Markus & 

Wurf, 1987），因占星學符碼可提供源源不絕的自我知識，透過自我概念運作，

占星學習者反思與規劃，而有自我轉化的機會。 

三、 持續探索自我階段 

    經過自我轉化階段，占星學習者獲得兩方面的成果，而這兩方面的成果都與

含括個人自我與社會自我的平衡，包括：個人自我的成為更好的自己與社會自我

的更開放的人我關係；個人自我的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與社會自我的賦權後期待迎

接挑戰。而因為研究參與者持續使用占星學的自我知識、並且持續應用占星技術，

這些自我知識就持續帶領占星學習這回到自我轉化階段，占星技術就持續引領占

星學習者可持續轉化學習的行動或是反思的可能，因此探索自我潛能階段與自我

轉化階段是以雙箭頭的方式呈現。 

    此外，雖每一位研究參與者都獲得不只一項的自我轉化成果，唯從第 191 頁

圖 11 中的自我轉化歷程與成果中發現，若在意義觀點化後的轉化學習階段，僅

採取「省思」或是「行動」方式的研究參與者 D 與 H，其所獲得自我轉化成果為

第一類的成為更好的自己與更開放的人我關係，而在意義觀點轉化後，同時以「行

動」與「反思」作為轉化學習方式的研究參與者，其自我轉化的成果則是第 2 類

的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與賦權後期待迎接挑戰。前者是較為靜態的自我轉化成果，

後者較為動態的自我與環境互動。 

貳、理論對話 

    依據不同階段與現有理論或實證研究之相關性，進行理論對話，闡述如下。 

一、自我覺知萌芽階段 

研究中的 Aha Moment 扮演類似觸發事件的角色，唯其觸發的是研究參與者

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關於轉化學習中的第一階段，Mezirow（1994：223）

提出特殊的生命經驗的觸發事件概念，認為單一的觸發事件會造成扭曲的兩難，

進而展開轉化學習；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則將扭曲的兩難歸類為生命史中重

複出現的主題（Boyd, 1991）。實證研究多以 Mezirow 為理論框架，Taylor（1994）、

Courteney, Merriam 與 Reeves（1998）、Nohl（2015）、Laros（2017）等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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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兆期」概念，個人在此階段仍以舊的前提假設面對環境，這是為後續改變

預做準備的階段；而後有可能發生一觸發事件、或是一連串類似主題的事件，致

使致使產生批判反思，如 Taylor（1994）的「文化不平衡期」或 Bullen 與 Roberts 

（2019）。本研究的占星學習者的經歷類似於此，其生命中都有一個主題重複發

生，長期以來使用舊有的自我知識未能解決這一個主題帶來的困擾；但占星學提

供的新的自我知識觀點致使產生 Aha Momen，進而促使覺知自我議題。 

    從多數研究參與者分享的占星學習背景脈絡中發現，關於占星學的神話故事、

象徵意義，或是星座、行星、宮位的關鍵字等一再出現。本研究 10 位研究參與

者都認為，神話故事、象徵意義，或是星座、行星、宮位等對於占星學習提供自

我知識的意義，或是提供自我知識的目標與行動方式。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

主張以神話、象徵等作為促進轉化的工具，認為個人意識到神話中的原型或象徵，

和重複出現的生命史主題、行為或思考模式有相關時，就是轉化的契機（Boyd, 

1991；Saul, 1991）。本研究結果支持這個論點。 

    占星師的著作與占星師為研究者的實證研究同樣強調神話、象徵在占星學學

習與占星學諮詢中，對與啟發占星學習者或是占星諮詢個案的自我覺知的重要

（楊沐希譯，2017；胡因夢譯，2011；韓沁林譯，2015；陳筱宛譯，2017；Dean 

& Kelly , 2003；Gunzburg, 2019）。本研究之結果支持這個觀點。 

二、自我轉化階段 

    Mezirow（1990）指出：意義建構是指建構、詮釋某一經驗的意義，隨後使

用該詮釋做為決策或行動的指引時，就從意義建構的過程就會變成學習的過程，

也是 Mezirow（1991:168-169）轉化學習 10 階段中的第 5-10 階段。具備 Aha Momet

的研究參與者產生意義觀點轉化後，後續配合占星學的技術與占星學符碼互動，

其使用的占星學技術，多是使用行星的運行週期，透過「回顧」過往行運「反思」

過往生命經驗的前提假設，或是用行星週期的行運，透過「預測」未來行運「反

思」未來事件的前提假設，進而設定生命發展的目標與行動方案等。這就是觀點

轉化後的學習歷程。因此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可分為觀點轉化階段與轉

化學習階段，但兩階段發生的時間長短不一。Mezirow（1991：354）認為：反思

對話與洞見的產生是無法造成轉化學習，還需要對此產生行動，學習者必須要有

為自己的新信念行動的意願才行。本研究產生的結果與此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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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轉化學習歷程相關實證研究多以 Mezirow 的 10 階段為理論框架，多數

研究發現 Mezirow 的轉化 10 階段中的第一階段「經驗到扭曲的兩難」、第三階

段「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估」與第八階段的「努力嘗試新的角色」是促進轉化學

習最重要的階段（Brock, 2010；Bullen & Roberts, 2018b；Bullen & Roberts, 2019）。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式探索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階段，比較 Mezirow 的理論

框架後發現：第一階段「經驗到扭曲的兩難」、第三階段「對預設做出批判性評

估」、以及第五階段「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第六階段「規劃行

動的計畫」是對自我轉化較有影響的階段。 

    本研究從目前轉化學習階段的實證研究中歸納出前兆期、觸發階段、批判反

思階段、意義建構階段、探索新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階段、在社會脈絡中探

索新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階段等 6 階段（請見第 60-61 頁）。對比此轉化學

習 6 階段，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在經歷重複發生的生命主題時，較為接近前兆

期，此時會以舊有的前提假設面對該生命主題；但占星學的解盤經驗類似於觸發

階段中的觸發經驗，促使產生自我意識，進而在學習占星學的過程中以占星學符

碼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開始進行批判反思與意義建構，並且有後續以占星學技術

探索新角色、與規劃行動的歷程。 

    不論是自我轉化理論或是轉化學習理論都認為對談的溝通方式、或是將事件

轉化為文字的書寫方式，是有助於促進轉化學習或是自我轉化的工具或方法

（Pals & McAdams, 2004；Strange & Gibson, 2017；Taylor & Hill, 2016；Tedeschi 

& Calhoun, 2004；Van Schalkwyk , et al., 2019）。本研究從現場教學觀察發現，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中，一定都會有學生的占星技術實務練

習與討論，透過老師帶領、學習同儕分享，促使課堂討論擁有不同觀點。 

    Blalock 與 Akehi（2018）的研究強調，要促進轉化學習發生的對話必須是有

目的性的，Blalock 與 Akehi（2018）及 Liu（2017）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反思

出現後，還需有進一步的有意圖、更具系統性的對話討論，才能促使批判反思與

相關實踐行動持續發生。在占星教學現場發現，星盤本身就是一個對話討論具焦

的工具，因為討論星盤與老師一再提醒星盤討論的目的是為了發現更多可能性，

讓同儕間的對話具有目的性與系統性，故能促使批判反思產生。此外，當占星學

習者利用占星學技術進行反思或是規劃未來行動、目標時，自己又再次與自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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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有意圖、系統性的對話討論。 

    本研究的另一項發現與 Brady（2019）的研究結果類似，星盤與不同的占星

技術，如行運規劃未來計畫、合盤瞭解人際關係等，是占星學習者可持續利用作

為自我對話以促進批判反思的工具。 

    最後，前述曾提到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堂上，老師們常會提醒：

關鍵字可開啟更多機會，Markus 與 Wurf（1987：299-300、306-311）認為：運作

中的自我概念會根據可使用的自我知識而改變，占星學習者在設定目標、準備行

動方面、預測行為表現時，因使用占星符號關鍵字可提供源源不絕的自我知識意

義觀點，可為促使自我概念運作。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Boyd, 1991；Dirkx, 

1998b；Dirkx, 2012；Hoggan, 2016；Taylor, 2008）利用繪畫、神話、象徵拓展成

人學習者的 ego、無意識，以促使成人學習者展開個體化的旅程。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也是利用神話、象徵意義等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

讓成人學習者在與占星學符碼互動時，同時與符號背後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互動，

除能觸發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外，還能觸發自我轉化的學習，包括反思與行

動。因此本研究進一步發將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教學方式是如何促使

覺知產生、形成促使行動的動機產生，串連起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脈絡

Mezirow 的轉化學習脈絡，並解釋占星符號作為自我轉化的關鍵功能。 

三、持續探索自我階段 

    本研究從占星學習者身上看到 2 組、4 項自我轉化成果，一組是成為更好的

自己與更開放的人我關係，另外一組是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與賦權後期待迎接挑戰，

而這 2 組成果都與含括自我面與社會自我的平衡。這 2 組 4 項自我轉化成果與前

述心理學取向的自我轉化理論所發現的自我轉化結果類似（Pals, 2006；Tedeschi 

& Calhoun, 2004）。 

    從 James（1892）區分出物質我、社會我、精神我，並強調社會自我是無數

的小自我組成後，許多學者都強調社會環境對自我的影響（郭為藩, 1996；Markus 

& Nurius, 1986；Markus & Wurf, 1987），本研究結果從自我轉化的結果發現，2

組自我轉化成果恰是個人自我與社會自我相對的狀況。 

    Mezirow（1991：161）指出：觀點轉化會讓人瞭解社會、文化形塑自身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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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覺的方式後為自我增能，進而有更多功能性的策略與資源展開行動。成人教

育主張正面轉化是個人感受到心理整合進而意識到自我存在，而後發展出可整合

自我與他者的意義，進而帶著整合行動（Boyd & Myers, 1988；Daloz, 1986）。

本研究參與者發展出的自我轉化成果，具有自我面的自我增能，而又能從個人自

我出發到社會自我，亦即：期待以更好的自己面對環境中他人具有更開放的人我

關係，或是，掌控自我生命並不畏懼面對社會環境的挑戰。     

參、例外案例討論 

    根據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於研究結果完成時需探討研究過程中觀察到的例

外進行討論（Corbin & Strauss, 2015：199、306-308）。 

     例外案例是指某個概念或某個面相中，極為不同的案例，這些外圍案例的

差異是研究中需要注意的變相，以瞭解影響該概念、面相或是整體現象發展的主

要因素（Corbin & Strauss, 2015：199）。 

    本研究比對有與未曾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的占星學習歷程，看到

研究參與者 A、H 與 J 是較為不同的案例。 

   研究參與者 J 與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的相似處是，J 同樣認為占星

學有助於瞭解生命中一再發生的主題，但是並未從中產生 Aha Moment。而研究

參與者 A 同樣利用行星週期回顧單一重要生命經驗，但後續並未產生自我轉化。 

    根據第 3 章第 1 節之前導研究省思第 3 點指出，學習年限長短似乎對於自我

轉化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透過 Facutly of Astrologycal Studies 招募研究參與者

後，確認研究參與者的資格時，確認信件中特別要求占星學習者不論是自學與在

占星教學機構中，總學習時間需達 4 年，而在教學機構中學習的時間至少需要兩

年。同時要求必須至少要熟稔行運或是人際關係合盤的占星技術。 

    研究參與者 A、H 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學習進程，目前都是進

行到進階課程 I（請見 102 頁圖 4），意即：剛剛完成初階本命盤的分析，深入

的行運預測、太陽回歸等才更更開始接觸；尚未學習人際關係的合盤占星技術等。

研究參與 J 也仍在持續學習中的個案，目前在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學

習進程是進行到進階課程 II，意即：完成初階本命盤的分析、行運預測、太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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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人際關係的合盤與組合盤的占星技術等。 

    與其他有產生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相比，A、J 尚未能獲得自我轉化

的成果，或許礙於占星學習的時間、占星技術的熟稔程度差異，如研究參與者 J；

但研究參與者 A 能夠使用行星運行技術對單一生命事件進行反思，或能證明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教學成效，唯 A 缺乏重複出現的生命主題觸發自

我轉化契機，而研究參與者 H 能產生自我轉化，應與後續有轉化後的學習行動

有關。 

    另外 2 位研究參與者 C 與 I 同樣未有 Aha Moment，與研究參與者 A 一樣，

缺乏觸發自我轉化的契機。但除此之外，研究者在訪談最後一定會詢問的研究參

與者：現階段解讀個人命盤的頻率，如：1 週 1 次、1 天 1 次等，此問題的目的

想要瞭解研究參與者透過解讀星盤頻率與自我批判反思的相關性。J 與其他多數

研究參與者一樣，都是表示會經常觀看自己的命盤、以及關注行運變化、思考行

運變化對自己的影響，但 A 表示，除非遭逢重大事件，否則會避免「過度」解盤

影響自己的判斷。C 雖然表示會時常利用星盤與行運技術等，但是訪談過程中談

及個人星盤時，C 會出現記不清楚個人星盤資訊的狀況。前述 Blalock 與 Akehi

（2018）以及 Liu（2017）的研究都指出：反思產生後還需有後續學習行動、或

有目的性與聚焦的對話，才能支持產生批判反思，解讀星盤是與自我對話的一種

方式，研究參與者 A 與 C 或許與自我對話的頻率尚不足以產生更進一步的自我

批判反思、以產生自我轉化。 

    綜合上述 4 位未曾獲得顯著自我轉化成果的研究參與者的狀況，研究者認為

影響自我轉化成果的可能性或有 3 點。首先是觸發自我轉化的生命主題，例如，

一再重複發生的生命經驗，會促使個人重新解讀經驗，並且為該主題找尋新的意

義。其次是占星學習時間與技巧的熟稔程度，學習時間越長、技巧越趨熟稔、越

能利用占星技術增加轉化意義觀點的機會與頻率。最後是：使用星盤做為自我對

話工具的頻率等，頻率越高意味著反思的機率越高，越能提高前提反思、過程反

思、以及內容反思的機率。這 3 點或許是影響自我轉化的可能性因素。最後是在

產生意義觀點轉化後，是否有相應的學習行動以支持意義觀點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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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成人學習者因學習占星學對個人自我轉化的影響，為過往

文獻鮮少出現之主題，臺灣更少有成人教育機構會提供有結構性課程、有證照

認證考是的相關課程。過往研究關於占星學的討論，研究理論框架多是以社會

取向為基礎，將占星學視為迷信、偽科學，試圖瞭解相信占星學的民眾的社會

背景脈絡。心理學取向的理論框架，是另外一個理論框架，試圖瞭解相信占星

學的迷信行為的發生動機。本研究試圖從占星學習者的局內人觀點，瞭解占星

學習使成人學習者達到其所宣稱的個人轉化、個人瞭解的關鍵因素。綜上，本

研究能為相關研究文獻與教育實務提供不同以往之研究結果與研究建議。以下

分為研究結論、研究貢獻與研究建議、研究者省思共三節闡明。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占星學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其獨特性記載於星盤中；本研究以

以實際學習占星學的成人學習者為研究對象，意圖瞭解占星學是如何協助占星

學習者認識自我、平衡內在與外在環境，以使研究更貼近占星學的真實性。研

究共探討 10 位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經驗，以紮根研究的精神、資料收集方

式、資料分析方式進行研究。依據 3 項研究目的，回應研究結論如下。 

壹、實際被解盤觸發學習動機，學習成效需求引發付費學習動機 

    本研究從研究參與者「認識占星學」、「學習占星學」、「願意付費學習占

星學」等 3 項背景脈絡，歸納整理占星學習者學習占星的背景脈絡與學習動機如

下。 

一、星座專欄內容未能說服多數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的年齡從 29 歲到 69 歲，橫跨不同世代，故其背景脈絡

不盡相同。 

    隨著星座預測在不同媒體越趨熱門，星座對多數人而言並非陌生事物。較為

年輕的研究參與者 C、F、J 則表示，很小就會閱讀星座的專欄，但純粹是對星座

感興趣。對較為年長的研究參與者，即便不是研究參與者本身，研究參與者周遭

 



204 

 

的重要他人可能都有閱讀星座預測專欄的的習慣，如研究參與者 E 就提到，小時

候媽媽總是會念星座專欄給她聽，並且用專欄中的言詞敘說 E 的負面個性特質，

致使 E 是很「反占星學」的。其他研究參與者 A、B、D、G、H、I 則是僅對星

座有模糊印象，並不十分相信、也不會特別閱讀相關專欄。 

二、實際解讀星盤能觸發學習占星學的學習動機 

    除研究參與者 A 與 C，多數研究參與者都是因身旁朋友實際為他們解讀過

星盤，解盤過程中深受啟發，因而觸發學習占星學習動機。 

    研究參與者 B、G、H、I 都在不同年紀、不同場合適逢其時有朋友解讀星盤，

大受啟發後，因而興起學起占星學的想法；而研究參與者 D 與 E 是自己閱讀占

星書籍，發現星座與占星學的差異，也從中獲得啟迪，而後在生涯轉換時期學習

占星學。 

    因此另一項發現是，占星學習者學習占星學的時間點，似與生涯發展理論的

階段有相吻合之處，多數研究參與者是在 30 歲前後邁入成年期時認識占星學與

興起學習動機（B、 D、G）、或是正式投入學習（E、、J），少數則是在 44 歲

前後中年危機時投入學習（G、H、I）。轉化學習理論中發現，發展轉換期是觸

發轉化學習的一項重要觸發動機，本研究發現有類似看法。 

三、學習的有效性是願意付費學習占星學主因 

    觸發學習動機後，學習方式的選擇是另外一項讓人在意的學習動機。 

    在資訊發展快速的時代，成人學習者可有不同的管道獲取資訊，除平面媒體、

書籍外，網路平台上也有許多免費的資訊可供成人學習者瞭解與個人生涯發展相

關的資訊，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心靈成長課程。但本研究中的占星學習者卻選擇

進入需要寫作、考試的教育機構，主要動機是希望獲得更有結構性的教育內容，

甚至許多人會在乎要通過教育機構的證照考試、取得證照。 

貳、占星學符碼與持續解讀星盤有助於反思達到自我轉化 

    本研究意圖瞭解促進占星學習者達成自我轉化的工具或方法，以紮根理論的

方式分析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研究發現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與占

星命盤解讀是促進自我轉化的核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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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是核心關鍵 

    從研究資料中發現，占星學中應用的神話、象徵意義等的重要性。占星學習

的第一步就是要學會解碼：解讀星盤上每一個占星符碼。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是以神話、關鍵字為起點，每一個占星符碼背後都有不同的神

話故事、象徵意義等，由此歸納出符碼的關鍵字，在解讀星盤時使用。而神話故

事、象徵意義、關鍵字提供的內容是關於每一個符碼代表的自我知識。 

     從研究資料中歸納神話、象徵符號、關鍵字的「功用」，其具備有「提升

自我覺知」、「啟動自我概念運作」的功用，搭配占星學技術一起使用時，還具

備「調節自我與社會」的功用。 

（一）解讀占星符碼有助提升自我覺知 

    許多位具有 Aha Moment 的研究參與者表示，都是在最初學習解讀星盤符碼

的過程中，產生 Aha Moment。 

    Aha Moment 背後的議題往往都是個人生命中一再發生的主題，在解讀星盤

的過程中，往往某一個符碼的神話故事（如研究參與者 B、F）、或是某一個符

碼的關鍵字（如研究參與者 B、D、E、G、H），就促使研究參與者產生 Aha Moment。 

    Aha Moment 好似一個頓悟，發現一再重複的生命主題之所以會發生的原因、

特別是「自我」在這個原因中的運作方式與意義，因此產生 Aha Moment，也因

此提升研究參與者的「自我」覺知。 

（二）解讀占星符碼有助於啟動自我概念運作 

    占星符碼背後有無數個自我知識，每一個自我知識都是一個又一個自我概念，

讓研究參與者可以對應使用，探索自我的可能性。有些自我概念是自身恐懼擁有

的，如研究參與者 B 的魔羯座權威性格、F 的冥王星掌控性格、G 的海王星受害

者傾向等；這些自我概念也有相對應的正面自我概念，是研究參與者因瞭解而可

以設定達成目標的，例如 G 的海王星創作能量、F 的冥王星自我轉化目標、B 的

魔羯座責任概念等。因同一個符碼背後不同的自我知識，讓研究參與者可以啟動

自我概念。 

    隨著學習更多的占星學技術，與占星符碼的自我知識一起使用，可促進自我

 



206 

 

概念運作。研究參與者會使用 2 種啟動自我概念運作的方式，一是反思、一是行

動，而多數研究參與者會兩者合併使用。反思是指利用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

識與占星學行星行運的技術，回顧過往某些階段重要人生經驗，例如：土星回歸

時的 30 歲前後、天王對分時的是 44 歲前後等，以轉化學習的理論來看，就是重

新解讀該生命經驗以重新建構該生命經驗的意義，此時占星學符碼的自我知識，

提供重新建構那段生命經驗的自我概念。行動是指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與

占星學行星行運的技術，選擇未來目標或是擬定行動方式。 

（三）以占星學的自我知識與技術調節自我與社會     

    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與占星學技術，還能具備調節自我與社會的功能。

透過占星學的自我知識，占星學習者瞭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自我概念與行動方式，

當自我對他人有不同的觀點時，關係自有不同，這是以反思的方式處理自我與他

人的議題；如果搭配占星學技術中的人際合盤，除可以進一步解讀每一段人際關

係，還能思考關係中更好的應對方式，這是以行動的方式處理自我與他人的議題。 

    透過占星學的自我知識，占星學習者發現可以掌握自我，抉擇時能反思不同

目標與自我的相關性，以反思方式處理自我與環境議題的方式。再搭配占星學的

行運技術，可反思何時可以獲得、或可以達成何種目標，從前提反思出發，進入

過程反思來設定行動計畫。 

二、星盤解讀是促進持續自我批判反思的工具，進而促使自我轉化持續進行 

    占星教育者在講述神話故事、象徵意義、相關關鍵字的時候，會一再提及其

中的自我知識。學習過程中因為同班同學會交互討論彼此的星盤，其對話內容聚

焦在星盤解讀，課堂上演練解讀星盤的過程中，因同儕的不同觀點解讀星盤可以

促進占星學習者持續反思；而演練不同占星學技術時，個人更需不斷回到個人星

盤以進行解讀。 

    解讀個人星盤的等於與自我產生對話，同時會一再回顧占星符碼提供的自我

知識意義觀點。因解讀星盤而不斷回顧占星符碼提供的自我知識的過程中，星盤

聚焦促使個人聚焦在自我議題上，同時促使個人持續產生自我反思，進而使自我

概念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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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萌芽轉化到持續探索的自我轉化歷程 

    本研究以 Mezirwo 的心理批判取向為理論框架，探討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

化歷程。研究歸納整理出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 3 階段歷程，包括：自我萌芽階

段、自我轉化階段，以及持續探索自我階段，請見第 195 頁圖 12。 

（一）自我萌芽階段 

    在此階段，占星學習者過往一再發生的生命主題，受到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

我知識觸發，產生 Aha Moment，獲得某一種解答，因而產生自我覺知， 

（二）自我轉化階段 

    在自我轉化階段，以占星學符碼的自我知識探索自我的可能性，再搭配不同

的占星學技術，以反思、行動 2 種方式促進自我概念運作，因而得以開展自我轉

化。 

（三）持續探索自我階段 

    自我轉化後獲得 2 組 4 項自我轉化成果，但因持續使用占星學技術因而而能

持續與星盤產生對話，因此自我反思與轉化學習仍持續不斷進行，故可以持續探

索自我，並使自我概念持續運作。 

肆、均衡個人自我與社會自我的兩組自我轉化成果 

    本研究以 Strauss 與 Corbin（2015）的紮根研究方法，歸納整理出 2 組 4 項

自我轉化成果：成為更好的自己與更開放的人我關係、生命回歸自我掌控與賦權

後期待迎接挑戰，2 組成果都含括個人自我面與社會自我，前一組之自我轉化成

果來自於僅以行動或是僅以反思作為意義觀點轉化後之轉化學習的研究參與者，

而後同時以行動與反思進行轉化學習的研究參與者，則具備後一組的兩項自我轉

化成果。 

    從 2 組自我轉化成果可以看到占星學學習協助研究參與者獲得個人自我與

社會自我的成果，與本研究之自我轉化定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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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研究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與發現，本研究共有 3點研究貢獻，並從中獲得教學實務

上與研究上的啟發。 

壹、研究貢獻 

    對比本研究之理論框架、探討研究結果、思索研究之實用性後，茲提出以

下 4項研究貢獻。 

一、理論面連結精神分析取向與心理批判取向之轉化學習脈絡 

    精神分析取向之轉化學習提倡以神話作為轉化學習的工具，本研究從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結構中發現，神話、象徵意義等

的重要性，而從占星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中發現其在自我轉化中的關鍵，包括：提

供自我知識以促使成人學習者的自我意義觀點轉化，並且承擔調節功用以促使自

我知識運作、或以自我知識調節行動目標等；成人學習者因持續解讀個人星盤而

產生自我反思，故具有持續轉化學習行動或省思，可促使自我轉化一再發生。 

    本研究以此連結精神分析取向的轉化學習工具——神話，與心理批判取向的

轉化學習歷程。 

二、研究結果拓展自我轉化的可能性 

    心理取向之自我轉化理論從創傷經驗出發，認為特殊生命事件是促使自我轉

化的契機。本研究多數研究參與者並無重大的創傷經驗，同時也缺乏 Mezirow之

心理批判取向認為的觸發事件，占星學協助其反思的是：重複發生的生命主題，

由此出發達到自我轉化。 

    本研究認為，自我轉化不一定需要一定的觸發事件或是創傷經驗等，重複發

生的生命主題背後都會有成人需探索的自我議題，以此出發即可拓展自我轉化的

可能。 

三、研究結果解釋當代占星學可瞭解自我與開啟機會的原因 

    當代西方占星學以天文學為基礎，20世紀後納入心理學、神話、象徵等作為

解析星盤的基礎，占星學的主要功用遂從預測工具變為瞭解自我、開啟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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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唯占星學界未能詳細說明其背後的運作機制。 

    本研究結果紮根於占星學習者在占星學習過程中的自我轉化歷程，試圖瞭解

占星學如何協助占星學習者達到自我轉化。研究歸納整理出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

化 3階段，在第一階段可看到，占星學符碼背後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在解讀星盤

的過程中啟發占星學習者覺知自我，此階段解釋占星學可達到瞭解自我的原因；

占星學習者進而在第二階段因持續解讀星盤而與運用占星學符碼提供的自我知

識意義觀點，進而啟動自我概念運作，因而能解釋占星學能開啟機會的運作機制。 

四、應用面當代占星學技術可作為自我調控的工具 

    一般人將占星學視為是命定的預測工具，例如：合適從事的工作類別、預測

事件好壞的的命運預測工具等。但從研究結果發現，占星學習者因解讀星盤而能

與自我對話，利用占星符碼的自我知識進而面對恐懼的自我概念、設定尚未具備

的自我概念目標、或是更瞭解真實的自我概念等；占星學習者將行運當作是回顧

過去事件的前提反思工具，或是激發設定目標與完成目標的動機，同樣也會利用

行運設定行動方案與目標完成時間等，因此本研究認為，善用當代占星學技術，

具有促進自我概念運作或是調控自我的功能。 

貳、對教學實務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分別針對成人教學實務與成人學習者的建議如下。 

一、 對成人教學實務的建議 

依據研究發現，對成人教學實務有以下 4點建議。 

（一）學習成效的重要性 

    占星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中發現，成人學習者十分學習成效是觸發成人學習者

動機的重要因素，包括課程設計、課堂互動、教學品質、評量方式等，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的課程架構中甚至包含完整的證照考試制度。如何達

到成人學習者預期的教學成效，是成人教育機構與成人教育者都需思考的。 

（二）課程內容需提供新的意義觀點 

    轉化學習意圖轉化的就是成人的意義觀點，Mezirow 的心理批判取向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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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心理學取向的自我轉化理論，都重視溝通、他人觀點協助達到轉化。但本

研究從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中發現，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在教學過程中，帶入占星學符碼背後的自我知識意義觀點，是觸發自我知識觀點

轉化的關鍵。 

    不同成人教育方案若使用轉化學習理論作為課程設計基礎，應思考該課程意

圖轉化之意義觀點為何，以及新意義觀點該如何透過對話、或是任何工具，讓成

人學習者可以利用、互動，方能有效促使成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觸發觀點轉化。 

（三）意義觀點轉化後仍須有相應的轉化學習活動 

    本研究從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中發現，意義觀點轉化前的教育活動，

不論是對話形式或是書寫形式，都應有目的性與意圖性；而意義觀點轉化後，還

需進入轉化學習過程，亦即以行動、省思等再次確認相關意義觀點，如此方能讓

學習者完成轉化學習。 

    以本研究為例，占星學習者會因一再解讀個人星盤、利用占星技術而持續產

生自我反思、嘗試自我相關議題的行動與角色等。因此成人學習課程設計時，需

思考該課程想要提供成人教育者的新意義觀點為何，將之納入教育活動設計中，

除課堂上促進成人學習者意義觀點轉化的教育活動外，課堂外可以促發成人學習

行動的活動也同樣重要。若有可能，應需設計可以讓成人學習可以自我對話的工

具，以本研究的占星學習者為例，其可以自我對話以增加批判反思機會的工具是

個人星盤，如此方能讓轉化學習的影響力持續，並增加個人批判反思的機會。 

（四）重視成人在生涯轉換期更需要心理層面的支持 

     社會學研究提出占星學信仰廣泛流行的一項可能因素是：占星學提供形而

上的抽象需求，而這正是教育程度較高者所需要的。從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背景

資料發現其教育程度多是大專院校以上，甚至有博士學位者。本研究雖以英文訪

談居多，但研究參與者有來自歐洲、亞洲地區等地區的雙語者；而從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的課程設計而言，多以神話故事、象徵意義等切入的課程內

容，學習者必須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才能夠瞭解。 

    同時從占星學習者的占星學習動機中發現，生涯轉換期有可能是觸動占星學

習者自我轉化的契機。教育程度較高的成人，在生涯轉換期間感到迷惘的，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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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是生涯發展方向、本身技能提升等議題，但更可能是自我議題致使產生困

惑，故從事成人教學工作者，需給予更多心理層面的支持。 

二、 對成人學習者的建議 

依據研究發現，對成人學習者有以下 4點建議。 

（一）覺知重複出現的生命主題 

     從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學習歷程第一階段中發現：占星解盤中讓研究參

與者產生 Aha Moment 的關鍵，與重複出現的生命主題有關，而此主題背後往往

都與一項重要的自我議題息息相關，這個 Aha Moment 不只是讓研究參與者覺知

自我，也萌生學習占星學的動機。這一階段給予成人學習者 2 項啟事。 

    首先當然是需從從日常生活事件中，覺知其中重複出現的生命主題。其次，

許多成人在遭遇生涯發展危機、生命困難事件時，會尋求成人教育協助，不論是

以職業教育以期協助職涯發展，或是以博雅教育協助探索困難事件等，建議成人

學習者因覺知該重複發生的生命主題與自身相關的重要議題為何，才能找到相對

應的成人教育課程，進而獲得自身所需要的學習成效。 

（二）善用反思工具探索歸納過往經驗 

    從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學習歷程第二階段中發現：占星學習者因具備解讀

星盤的能力，故能不斷以星盤為工具持續自我對話，除可以反思過往經驗外，還

能探索自我的可能性。 

    具備適合個人可以持續利用的反思工具，有助於成人歸納過往經驗。從轉化

學習理論的實證研究中同時發現，對談、寫作等是促使產生反思的重要工具，故

成人學習者可善加利用對談方式，例如，找到有相同經驗者對談以善用他人觀點，

或是書寫反思日記從文字中歸納個人經驗。 

（三）意義觀點轉化後需以行動學習新的觀點 

    從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學習歷程第二階段中發現：能夠達到自我轉化的研

究參與者，往往在自我知識的意義觀點轉化後，還會經歷轉化學習行動，進而才

能找到新的思考模式、行為模式、或新定位等新的意義觀點。 

    因此成人學習者在善用對談、書寫等反思工具從過往經驗中找到重複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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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主題、造成主題重複出現的基模後，還需探索新的意義觀點，以及以行動讓

新的意義觀點落實，整個過程可能需要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學習。 

（四）善用反思工具作為調節 

    從從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學習歷程第三階段中發現，占星學習者利用星盤

作為調節工具，持續探索自我。 

    成人學習者同樣可以運用巧思，創造自身的反思調節工具，例如，希望不再

重複某些行為模式，可利用書寫反思工具作為提醒工具，將該行為書寫在便條紙

上，隨身攜帶以作為提醒；或是希望養成新習慣、新思考模式時，同樣可以便條

紙提醒自己等。 

參、對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在本研究現有基礎上，將有以下研究發展方向發想。 

一、以本研究基礎落實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 

  透過研究場域回覆者甚多，礙於無法進行面對面訪談只能暫時捨棄。若未

來持續本主題之研究，將會與回覆者聯繫，以現有的研究為基礎，落實紮根理

論的研究方法，進行更深入研究。 

二、以紮根理論的研究結果為基礎發展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歷程之量表 

  若能有更多的研究參與者加入，將能從中歸納出影響自我轉化的更具體的

變項，以期能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占星學習者自我轉化歷程之量表。 

三、 結合轉化學習理論與生涯發展理論 

    關於自我概念相關議題的研究，研究中發現生涯轉換階段是促使學習動機的

關鍵，同時發現研究參與者在此階段找尋兩種自我概念：真實自我與更好自我。

唯不同時期的生涯轉換與自我概念的相關性，還需其他理論框界協助，才能進一

步探索。例如，Erikson的社會心理發展階段中明確說明每一發展階段需面對的

社會心理發展任務等，相關發展任務與自我概念的相關性、是否能成為觸發自我

轉化的契機，是本研究未來可深入探討與研究的方向。   

    從占星學習者觸發學習動機的相關時間點，發現其與 Erikson之社會心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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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階段的相關性。本研究思考未來結合行星運行時間與生涯發展理論結合之相關

研究，以及更進一步發展出占星學習者的自我轉化歷程量表等。  

第三節 研究者省思 

    研究者從 16歲開始聆聽廣播電臺的是占星節目，後在土星回歸前看到土星

行運意義的相關分析，決定到倫敦讀碩士，便萌生要研究占星學對個人影響的

相關論文。受限於個人相關理論不足，以及學界與社會對主題的評價，一直未

能如願。2014 年進入本系後，從心理學、成人學習理論等逐漸獲取可以架構本

研究主題之理論框架；獲得教育部博士候選人獎學金可至專門研究場域收集論

文，並且訪談來自不同國家、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占星學習者。鑑於本篇論文之

主題、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之特殊性，茲針對研究對象、研究者角色、與研

究歷程提出以下反思。 

壹、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之反思 

    回顧招募研究參與者過程，針對研究參與者的有兩點反思。 

一、未能納入研究資料之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透過研究場域招募研究參與者，並從前導研究中先歸納出某些可能

影響自我轉化成果的可能性因素，作為研究招募者篩選標準，最後訪談對象為

11位研究參與者，唯其中一位研究參與者在回覆其資格時，並未真實透露其占

星學習。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可能因為年紀較長（82歲），受到老化、記

憶的影響，其提供的資料有失真的部分，或是會迴避某些研究問題，故無法將

其資料納入分析。 

    另研究參與者 I 於訪談過程中分享許多寶貴資料，唯後續進行逐字稿驗證

時，研究參與者刪除多數資料，故本研究中關於 I的資料有限。 

二、未能訪談之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透過研究場域所得到的回覆者有 65位，其中多數都符合篩選標準，

但礙於許多研究參與者並不在倫敦，無法進行面對面的訪談，其中不乏男性占

星學習者。研究者業已保留其相關聯絡資訊，若後續有繼續研究的機會，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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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聯繫訪談、以擴大本研究的信效度。 

三、不同國籍與文化背景之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有亞洲、歐洲、甚至是阿拉伯裔之背景，有其不同的

語系、文化背景、社會環境等。 

    雖英語是多數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的共同語言，回應相同的相同訪談問題

時，其對英語詞彙的理解不免都參雜各自的文化背景與社會價值觀理解，不免

對本研究結果有所影響。 

四、部份研究資料不足的限制 

    因研究參與者樣本數不足，研究參與者無法產生自我轉化的因素，還需更

多研究參與者之資料才能深入探討。 

    言說或對話與轉化學習的相關性，諸如：言說參與者的溝通技巧（Van 

Schalkwyk , et al., 2019）、教師的角色（Bullen & Roberts, 2018）等，目前多篇

文獻皆有著墨，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資料不足無法觸及。 

貳、研究者對研究角色之反思 

    研究者浸淫占星學多年，試圖從實證角度探討占星學習對成人學習者的影

響。回顧研究過程，有以下 2點反思。 

一、局內人之實證研究仍力圖確保研究信度 

    因研究者本人同時是占星學習者，未避免個人在訪談時刻意確認占星學習

對自我轉化的影響，研究者在資料收集過程中的處理方式是，所有研究參與者

的占星學習年限都有符合篩選標準，但刻意招募占星技術熟稔程度較為低階者，

如研究參與者 A、H、J，以利於資料分析中作為對照組比對，而非全部依賴研究

者個人的分析。 

    唯受限於研究者局內人之背景，仍不免會有因過度瞭解占星學相關名詞，

因此在訪談過程中，或有產生因為瞭解概念而忽略追問更深的脈絡細節之狀況，

在後續整理逐字稿時業已發現。若有不足之處，曾以電子郵件與研究參與者確

認，礙於不同研究參與者回覆的意願差異，對研究結果不免有所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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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與空間限制致使紮根研究方法有窒礙難行之處 

    紮根研究之研究方法，需從研究訪談中產生出相關概念後，再進行研究招

募，重複循環這樣的過程。受限於海外研究的時間限制、也受限於是透過研究

機構招募研究對象，難以一再發出招募信件，因此研究方法中說明，特意將某

些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時間壓後的便宜行事方式，除可以先行歸納某一批研究參

與者的資料外，並以此確認研究是否以達資料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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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Ethic Statement 

Ethical Statement 
Date: 04/November/2019 

Section 1: Applicant Details 

Applicant Name Hsiang-Ju Chen 

Contact Email  chj996@gmail.com 

Academic Unit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pplicant Type Doctoral Thesis Research 

Section 2: Project Details 

Project Title  Application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to Understand Self-Transforming 

Process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the research?  

Name: Hsiang-Ju Chen 

Post: PhD Candidate 

Who designed the research?  Name: Hsiang-Ju Chen 

Post: PhD Candidate 

Proposed Start / End Date  01/ Nov./2019-28/Feb./2020 

Section 3: Project Outline & Proposed Research methods 

A. Project outline & aims 

B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worlds read the horoscope weekly, and millions of people in 

Taiwan watch horoscope on the Facebook Live every Sunday. Astrology continues to 

be part of millions of people’s life in both Western and Taiwanese societies even though 

astrology is often viewed as superstition. 

However, previous sociolog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fortune-telling services, such as 

astrological practices, seem to ease the sense of insecurity due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Previous psychological studies also indicate that contents of daily horoscope in the 

media has impacts on reader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It is crucial to investigate further 

how astrology influence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adults.  

On the other hand, knowing the Self is the first step to handle the uncertainty in the 

time of ambiguity. Finding the meaning of Self, empowering Self, and achieving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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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ization in adulthood are essential goals in adult learning.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keys to motivate adults to learn. The phenomenon of Astrology popularity in Taiwan 

motivates this study.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self-transformative process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through learning astrology, and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astrology 

on their percepti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ac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uncertainty.  

Guided by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be conducted 

in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astrology, 2) to 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learners’ self-transformation, and 3) to explore learners’ adaptive strategies 

by applying astrology to deal with conflicts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worlds.  

B. Proposed research methods 

Guided by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will collect dat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data through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 and to apply triangulation techniques to validate the 

result.    

C. Participant Details 

1. Target participants recruited 

a. Adults (over the age of 18 years and competent to give consent) 

b. Astrological learners who has been taking courses in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c. Astrological instructors who has been teaching courses in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2.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a. I Will inform participants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b. I Will inform participants that they may withdraw from the research at any 

time and for any reason.  

c. I Will inform participants that their data will be treated with full confidentiality 

and that, if published, it will not be identifiable as theirs.  

d. I Will provide participants a written consent form that include the contact 

details of the researcher, the aim and hypotheses of the research. 

Section 4: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Document Attached 

Informed Consent Form Y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of learners Y 

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of instructor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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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研究參與者之資格篩選回覆信 

Hi …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to participate in my study.  

In my study, I am looking for participants who   

1) have studied astrology for at least 4 years and have the formal training classes at 

the Faculty of Astrological Studies or other astrology organizations for at least 1 

years;  

2) have at least taken the classes of natal chart interpretation and are familiar with 

techniques of natal char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techniques, such as synastry and 

transit;  

3) have experiences providing astrology reading at least 10 people, such as friends or 

clients by applying techniques mentioned above for self-understanding. 

4) And, if you answered yes to the above 3 you are available to be interviewed face to 

face between January 7 to 31 in London. The location would be in a cafe in central 

London. 

Can you please tell me if you fulfill these criteri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email. 

Best Wishes 

Hsiang-Ju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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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訪談同意書 

Informed Consent Form 

Name of Principle Investigator: Hsiang-Ju Chen  

Name of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ame of Project: PhD Thesis  

 

This Interview Consent Form has two parts:  

• Information Sheet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udy with you)  

• Interview Consent Form (for signatures if you choose to participate)  

 

You will be given a copy of the full Informed Consent Form  

 

Contact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has been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this study, please contact: 

Name of researcher: Hsiang-Ju Chen 

Full address: 162, Section 1, Heping E. Rd., Taipei City 106, Taiwan,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el: 886-922895641(Taiwan); 44-07523543509(London)  

E-mail: chj996@gmail.com 

  

 

tel:886-922895641(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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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Information Sheet  

Introduction  

I am Hsiang-ju Chen, a PhD students of Depa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 am doing research on how learning astrology 

helps adults get self-transformation as my PhD thesis topic.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Billions of people in the worlds read the horoscope weekly, and millions of people in 

Taiwan watch horoscope on the Facebook Live every Sunday. Astrology continues to 

be part of millions of people’s life in both Western and Taiwanese societies even though 

it is often viewed as a superstition.  

Previous sociolog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fortune-telling services, such as astrological 

practices, seem to ease the sense of insecurity due to the uncertain future. Previous 

psychological studie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content of daily horoscope in the media has 

impacts on reader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many people claim they 

get benefits from learning astrology. The phenomenon of Astrology popularity in 

Taiwan motivates this study. Guided by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motivation in learning astrology, 2) to construct the process of learners’ self-

transformation, and 3) to explore learners’ adaptive strategies by applying astrology to 

deal with conflicts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worlds.   

Type of Research Intervention 

This research stud will be one-and-a-half-hour interview.  

Participant Selection  

You are being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this research because I feel that your experience as 

an astrological learner can contribute much to my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e 

process of self-transformati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research is entirely voluntary. You may change your mind 

later and stop participating even if you agreed earlier. 

Procedures: participate in an interview with myself.  

During the interview, I will sit down with you in a comfortable place. If it is better for 

you, the interview can take place in your home or a friend's home. If you do not wish 

to answer any of the questions during the interview, you may say so and the I will move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No one else but I will be present unless you would like someone 

else to be there.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s confidential, and no one else except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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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supervisor will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documented during your interview. The 

entire interview will be recorded, but no-one will be identified by name on the tape. 

The tape will be kept in my laptop with password.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s 

confidential, and no one else except my thesis supervisor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record. 

The record will be destroy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hesis. 

Duration 

The research takes place over 5 months in total. During that time, we will visit you once 

for interviewing and this interview will last for about one and a half hour. 

Risks  

If the discussion is on sensitive and personal issues, you may feel un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topics. You do not have to answer any question or take part in the 

interview if you don't wish to do so, and that is also fine. You do not have to give us 

any reason for not responding to any question, or for refusing to take part in the 

interview.  

Benefits 

I will compensate your time for the interview with a 10 gift card as my token of 

appreciation and your participation is likely to help me find out more about how 

learning astrology to help adults. 

Confidentiality 

I will not be sharing information about you to anyone. The information that I collect 

from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be kept private. Any information about you will have an 

alphabet on it instead of your name. Only I will know what your alphabet is and I will 

lock that information up with a lock and key. It will not be shared with or given to 

anyone except my thesis supervisor. 

Sharing the Results  

Nothing that you tell us today will be shared with anybody, and nothing will be 

attributed to you by name. The knowledge that I get from this research will be shared 

with you if you ask for before it is made wide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Right to Refuse or Withdraw  

You do not have to take part in this research if you do not wish to do so, and choosing 

to participate will not affect your job or job-related evaluations in any way. You may 

stop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view at any time that you wish. I will give you a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to review, and you can ask to modify or remove portions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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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Interview Consent Form 

Research project title: Application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to 

Understand Self-Transforming Process of Astrological Learners 

Research investigator: Hsiang-Ju Chen 

Research Participant’s name:  

 

The interview will take (enter amount of time). We don’t anticipate that there are any 

risks associated with your participation, but you have the right to stop the interview 

or withdraw from the research at any time. 

Thank you for agreeing to be interviewed as part of the above research project. Ethical 

procedures for academic research undertaken fro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quire that interviewees explicitly agree to being interviewed and how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ir interview will be used. This consent form is necessary for us to en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your involvement and that you agree to the 

conditions of your participation.  

Would you therefore read the accompanying information sheet and then sign this form 

to certify that you approve the following: 

• the interview will be recorded and a transcript will be produced; 

• you will be sent the transcript and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orrect any factual errors; 

• the transcript of the interview will be analysed by Hsiang-Ju Chen as research 

investigator; 

• access to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 will be limited to Hsiang-Ju Chen and academic 

colleagues and researchers with whom he might collaborate as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 any summary interview content, or direct quotations from the interview, that ar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academic publication or other academic outlets will be 

anonymized so that you cannot be identified, and care wi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other information in the interview that could identify yourself is not revealed; 

• the actual recording will be kept or destroyed state what will happen, any variation 

of the conditions above will only occur with your further explicit approval; 

• all or part of the content of your interview may be used in academic papers 

• Quotation Agreement: with regards to being quoted, please initial next to any of the 

statements that you agree with: 

 

 

 



239 

 

 I wish to review the transcripts during the research pertaining to my 

participation. 

 I agree to be quoted directly. 

 I agree to be quoted directly if my name is not published and a made-up 

name (pseudonym) is used. 

 I agree that the researchers may publish documents that contain 

quotations by me. 

 

Statement by the researcher taking consent 

I have accurately read out the information sheet to the potential participant. 

I confirm that the participant wa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study, and all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participant have been answered correctly and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I confirm that the individual has not been coerced into giving 

consent, and the consent has been given freely and voluntarily.  

A copy of this ICF has been provided to the participant. 

Print Name of Researcher taking the consent__                _____   

Signature of Researcher /person taking the cons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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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by the participant taking consent 

By signing this form I agree that: 

1. I am voluntarily taking part in this project. I understand that I don’t have to take 

part, and I can stop the interview at any time; 

2. The transcribed interview or extracts from it may be used as described above; 

3. I have read the Information sheet; 

4. I will receive ￡10 gift card for my participation; 

5. I can request a copy of the transcript of my interview and may make edits I feel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y agreement made about confidentiality; 

6. I have been able to ask any questions I might have, and I understand that I am free 

to contact the researcher with any questions I may have in the future. 

 

Print Name of Participant: 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of Participant:  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y/month/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