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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華人學習意義感之建立、失落及再創生之歷程。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

針對 17位成人（九位男性和八位女性）進行深度訪談，研究者再以 Baumeister（1991）的「意

義連結論」、Park與 Folkman（1997）的「整體意義」與「情境意義」，以及華人的「讀書文化

腳本文化」為形式理論，對受訪者的自我敘說資料二度詮釋並揭露其存在處境的置身結構。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此歷程包含四部分，首先，意義的建立主要透過連結，例如，與自我的

連結、與生命及世界信念的連結、與學習信念的連結。接著，意義的失落則來自斷鏈、存在

的空虛、與學習信念脫鈎。意義失落後，會將意義暫時擱置，讓自己回歸到現實，設下停損

點，並試者去看到未來的各種可能性。最後再藉著轉化與代償而得以再創造新的學習意義感。

本研究最後也討論文化之意涵、敘說研究之限制及未來可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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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1世紀以來，全球性的教改鏈業已啟動，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有關學習的宣言中提醒各國，21世紀

的關鍵能力在於學習，教育領域回歸以「學習」為研究核心，主張把學習權交還給學習者。

對於人類學習的研究也邁向新視野，且同時探究正式或非正式學習情境中的學習機制。近代

的學習理論，也視「成為全人」為重要的學習意義與學習目標所在（Jarvis, 2009; Mezirow, 

2009），追求意義感是重要的學習動機（Illeris, 2009），創造意義（meaning making）也是學

習力（learning power）的主要指標之一（Deakin Crick, Broadfoot, & Claxton, 2004）。 

華人向來重視「學習」的價值，對於文化中的重要價值，例如成為能人的成就價值、成

為智者的知識價值、修持成佛的宗教價值等，都需要透過學習才可達成；因而學習具有文化

性，也有其「文化腳本」（cultural scripts）。所謂「文化腳本」是指運用後設語言（mata-language）

為媒介，以簡潔、準確、易懂的語言解釋文化；它也是作為表達文化的規範、價值及實踐的

新手法（Goddard & Wierzbicka, 2004）。以下將試著以「文化腳本」的理念來說明華人歷史中

學習的意義，以及學習對華人的影響及其與生命意義的連結。 

一、「讀書」的文化腳本：鑲嵌於生命脈絡的意義 

首先，從華人的歷史建構，如「士階級的變化」、「科舉制度的發生」說明「讀書」的文

化腳本。俗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而優

則仕，仕而優則學」、「孟母三遷」、「鑿壁偷光」等都顯示，華人文化建構了「勤於學習」，甚

至「唯有讀書好」的意向與氛圍。 

文崇一（1989）指出，傳統華人的社會具階層性，最大的成就是做皇帝，其次是當中央

或地方的官員，再次為士紳、地主。依此論，除皇族由世襲或改朝換代可得之外，一般社會

大眾能夠達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官吏」、「士大夫」階級。基於這樣的結構，在傳統封建社會

中人們往往朝「讀書」方向走，以進入「士階層」為榮。「士」階級又象徵著什麼呢？余英時

（1987）認為「士」的意義是「道」的承載者，儒家與諸子百家將「道」推至崇高的位置。

至於「士」的具體內涵為何，南懷瑾（2009）認為「士」是指一個讀書人，必須在學識、智

慧及道德的修養上達到身心和諧自在、法內外兼通的程度；也是黃光國（2009）所指之華人

的三種自我實現：仁道、修身以道、濟世以道。如此看來，傳統的「士」之意義與現今華人

的自我實現、修身意涵具有一致性。既然兩者意涵相近，那麼「士」本身的演變與此一階級人

所承載的「道」概念，已然影響了古今華人的生命觀，且對於現代華人也有某種程度之關聯。 

另外，若從傳統中國的制度面來觀察，由於科舉制度啟動了「由士入仕」的階級流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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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也讓「士」的意義產生了變化（李弘祺，2003）。科舉制度是一種文官制度，始於隋煬帝，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 1,300多年，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化有深遠之影響。例如，吳宗國（1997）與

金諍（1990）均指出，唐朝的科舉制度以「詩賦」取人，因而影響了唐代的詩歌總量，成了

中國詩歌史上的頂峰；《全唐詩》共蒐集唐詩近五萬首，比從西周到隋代年間流傳的詩歌總量

還多兩、三倍，且唐詩之內容繁富、風格多樣，傳頌於後代者眾多。科舉制度更影響宋代的

「士人」風格，楊懋春（1986）指出宋代自開寶 3年（970）開始增加科舉的錄取名額，且給

予錄取者優厚的待遇，使得「學而優則仕」、「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深入人心，大開選才取士

的門風；宋代平民間更是有詩歌如「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的流傳，描述宋代

社會人人都在念書的情境（劉海峰、李兵，2004）。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即

描寫一個讀書人從年輕考到 80歲，同時諷刺當時讀書人為求功名的諸多荒謬現象。簡言之，

因應士階級變化或科舉制度的產生，傳統中國社會到處彌漫著重視讀書與考試求功名。 

重視讀書的現象延續至今，深入現今社會即所謂的「濡化」（enculturation）現象。「濡化」，

作為心理學的學術名詞，係文化適應之意（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指的是價值觀與文化規

範受社會成員傳承或習得之過程；也是個人不斷地在社會中學習如何適應其環境。藉由讀書

功成名就的思維在華人文化裡深遠存在，因濡化作用甚而產生現今社會的「文憑主義」（王震

武，2002）。也就是現代社會的華人也有崇尚學歷，不顧一切也要追求學歷的「學歷病」，除

了文憑本身，更在意文憑背後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功名）與「名聲」。王震武（2002）更深入

分析，「文憑」及「資格」會產生信賴與尊重，具有新的意義，最為顯著的莫過於變成獲得社

會職位的基本條件及代表社會地位的依據。此現象也使得華人在讀書生涯中產生「名實分離」，

教育本身的求知功能不受重視，而它所附帶的社會報酬才是眾人關心所在。余安邦（1994）研

究華人的成就取向時也指出，華人大傳統文化的「立德」、「立言」、「立功」較為偏向儒家「修

身」的概念，而小傳統文化的「求名」則是「對功名與聲望的追求」、「對財富與利祿的企盼」、

「對傳宗接代的延續」，是較為現實人生取向的，也是驅動不斷升學與學習的重要原因。 

總之，現今華人社會的重視讀書，係延續文化傳統而來，無論是從「士」的社會位置、

意義及演變，從「科舉制度」的出現，還是儒家道統、修身的角度，或是現代自我實現的意

涵，在在顯示這些因子交織重疊在歷史與文化中，華人社會確實存在讀書的文化腳本，且與

華人的生命息息相關。那麼，意義又為何呢？ 

二、意義的特性 

現代心理學中，意義（meaning）大多集中在生命意義之論述。Frankl（1985）指出每個

人的生命均有特別的目的與意義，意義以價值呈現且反映了社群特性。Crumbaugh（1973）認

為意義能賦予個體存在的方向感與目標，並藉由實現目標讓個體獲致「有價值的人」之認同。

Baumeister（1991）則認為意義是「共同的表徵於連結個人的事、物及任何人的關係」，也提

供了個體方向與先前的意圖。爾後，意義都離不開提供個人存在的理由、個人的承諾、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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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目標等重要意涵（Bering, 2002; Emmons, 2005; Hedlund, 1977; Reker & Wong, 1988; Steger, 

Kashdan, Sullivan, & Lorentz, 2008）。 

簡言之，意義是指人與事物間產生了連結，進而形成了心理表徵（Baumeister, 1991）。

Greenberg、Pyszczynski與 Solomon（1986）的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

指出，人們對死亡恐懼時會以「象徵永恆不死」的文化世界觀為緩衝，而追求永恆也是一種

與外在世界的「連結」。Heine、Proulx與 Vohs（2006）的意義維持論（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MMM）指出，「意義」的發生乃因人會主動尋找意義，也就是創造事物間的一致性、

同質性，進而產生某種心理表徵，而此過程則是透過「連結」。 

（一）生命意義的理論與研究 

《論語‧先進篇》：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顯然地，孔子認為人生而在世，「生命」是重要的議題。生命意義的

探究，也是意義追尋之始。 

生命意義理論創始者 Frankl（198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猶太人身分被抓進集中營，

在集中營中他體認到，在苦難裡唯有自己的意志才是永恆的，且透過發覺自己存在的意義而完

成人生的使命。西方存在主義學者 Sartre（1957/1992）在其《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一書指出，「活著」是個人意識到自身的

存在，面臨情境考驗時，則可能產生虛無感，即所謂的不存在。虛無也會引發「拷問」（torture），

「拷問」是對事物不停否定的過程，不斷地拷問可能破壞連結性而產生「斷裂」，進而有存在的

「荒謬」（absurd）。 

Frankl（1985）認為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甚至因時而異。但都可透過三種價值的達成完

成意義的追尋：1.創造性價值（the value of creative），藉由完成建設性的工作賦予生活意義；

2.經驗性價值（the value of experience），經驗世界上的真、善、美而賦予生活意義；3.態度的

價值（the value of attitude）：透過對事情的態度而面對困境，且有力量，如個體在受苦情境下，

面對其命運與正視痛苦，使生活顯出意義，也就是「受苦」當下的「態度」有其意義，即所

謂苦難的意義（the meaning of suffering）。 

爾後，不斷有學者再提出生命意義的指標。例如，Fabry（1988）根據 Frankl的思考脈絡

提出五個探索意義的標竿（guidepost），內涵包括自我發現、選擇、獨立性、責任及自我超越。

Wong（1998）提出“PURE”（Purpose Understanding Responsibility Enjoyment）模式，內涵為目

的、理解、責任、享受／評估四向度，即生命不能離開此四個向度，否則會沒有意義感。

Baumeister（1991）將意義視為一種符號或概念，以個人的生命故事與生命意義之關係闡釋。

爾後並將「意義」分為四種需求：目的（purpose）、價值與正當性（value and justification）、

自我效能（efficacy）、自我價值（self-worth）（Baumeister & Wilson, 1996）。近年來又再增加歸

屬感（belongingness）與不確定感（uncertainty）兩向度（Stillman & Baumeist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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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系列的實徵研究探討意義的主要成分。例如，以成人為主之生命意義研究顯示，

45%的中年人報告「關係」是核心意義所在，其次為健康（22%）、快樂（19%）（De Vogler & 

Ebersole, 1981）。即使研究不同的族群，如年輕人、金婚者、在家照顧者、墨西哥族群等也都

顯示，關係是最受重視的意義之元素（De Vogler & Ebersole, 1983; Depaola & Ebersole, 1995; 

Ebersole & Depaola, 1987; Jenerson-Madden, Ebersole, & Romero, 1992; Taylor & Ebersole, 

1993）。另外，成就、信念、靈性、有生產力等也都是重要的意義內涵（Emmons, 2005; Reker & 

Wong, 1988）。總之，透過不一樣的資料蒐集、不同的研究對象，在在都顯示「關係」是占最

多與最重要的。臺灣學者對意義之研究多延伸 Frankl 的定義，強調個人對生命意義的感受程

度或知覺到目的之程度，例如，何英奇（1987）及其他碩士論文等。臺灣有關意義之實徵性

研究也多承續 Frankl 的理論編製量表，在國內施測產出新結果。結果顯示，關係、理想、求

意義的意志等也依序是意義的重要內涵（何英奇，1987）。 

總之，針對生命意義，西方學者多落在感知自己的「存在」上談論，而國內的研究也多

延續西方的觀點。實徵研究方面也多落在探究意義之內涵，不管以整體或不同年齡層、族群

之研究對象，都顯示「關係」是最重要的意義內涵。 

（二）意義作為一種創生與感受 

Leath（1999）曾用“POREE”即「能知覺到有益其情緒經驗的機會」（being able to perceive 

opportunities for rewarding emotional experience）來說明生命意義的產出，而經驗情緒就是個人

形成其意義的關鍵。也就是說，意義的產生是透過個體自身經驗其內在情緒感受，且為有利

之情緒，而意義的深淺則是涉入經驗的情緒深度，因而意義產生的過程幾乎都可以「情緒涉

入」的多寡來反映。例如，Baumeister與Wilson（1996）論及個體是藉由敘說而完成意義的生

成，個體意義的形成是在敘說的過程中顯現，因在敘說過程中，個體會重新詮釋自己的情緒

經驗，達到某種認同或意向，而形成對某事件的意義。 

Heine等（2006）認為人是主動的意義製造者，有能力定義且建構與人的關係、地點的關

係、事物的關係以及與想法的關係之心理表徵。因而 Davis、Nolen-Hoeksema與 Larson（1998）

認為意義最顯著之定義為「對事件的領會和感受」（make sense）之過程，個人在意義創生的

當下會擁有「置入」（fit in）、「尋找」之感受。 

（三）意義的分化 

Park與 Folkman（1997）將意義分為「整體意義」（globing meaning）和「情境意義」

（situational meaning）兩種。整體意義指個人最抽象、最基本層次的意義，包含人的基本目標

與對世界的信念及期待；整體意義將影響一個人瞭解過去與現在，也影響一個人對於未來的

想法。而情境意義意指個人對於世界信念與目的和個人在特定環境（情境）下所交織產生的

意義。例如，當面臨親人死亡時，對此事件的評估是死者會遠離自己，此即所謂的情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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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eister（2002）提及在知覺自己行為的過程中也會形成意義，可分為低階與高階。低

階的意義專注在特定細節，高階的意義會連結時間與更寬廣的目標。以運動為例，「跑步」

的低階意義就是思考該跑多少公里，需要花多少時間；而高階的意義則包含更高的價值和原

則，如「去跑步」可以讓自己變得瘦一點，瘦一點可以變得更有人緣、更有魅力。當人們面

對問題或困難時，可能會從高階意義掉落到低階意義，因低階意義可以幫忙解決問題和製造

改變（Baumeister, 2002）。 

Yalom（1980）則認為意義可區分為「此刻意義」（meaning of the moment）與「終極意

義」（ultimate meaning）。「終極意義」是個體生命的長期目標，也是其最終追求的意義。終

極意義也可指超越於人類存在之次序或法則，有宗教信仰者稱此法則為神，無宗教信仰者謂

之生命。「此刻意義」指的是需要個人去達成生命才有意義，生命的每一時刻都有一獨特使

命，這個使命等待我們以負責的態度去發現、面對及達成。另外，Heine等（2006）指出，意

義也具有「代償性」（compensation）。意指當一個意義需求不被滿足的時候，其意義需求可能

會移轉，其他的意義需求會凸顯出來取代原有的意義需求，或是藉由某一意義需求的滿足忽

略其他的需求。 

總之，除了生命意義之外，意義也因其針對事物的特定程度不同，涉及的時間向度不同、

範疇之不同等，而有不同分類與指涉，而這些意義的細緻化，也增益我們對意義之理解與操

作。 

（四）問題之提出 

截至目前有關意義之研究多集中在生命意義之上，以及意義的內涵與分類。且意義的意

涵也多呈現個人主義文化色彩，著重自我發展的內涵，如靈性、自尊、自我價值、歸屬等。

但關於意義之建立、失落或再創造之歷程則幾乎未曾涉及。如上所述，學習在華人文化中有

其特別之意義，社會與文化的價值也在在影響著個體。因而，本研究想針對一個特定的情境

意義──學習之意義，藉以理解意義的建立、失落及再創生之歷程。 

本研究的提問是，個體在學習情境下，如何產生學習意義的？學習意義與生命意義之間

的關係為何？彼此如何影響？個體若失去了學習意義感，會經驗什麼心理歷程？是否有再創

造或轉化之可能？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個人「學習意義」的產生及失落、再製造的歷程。由於「意義」是透過

語言定位的，因此，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法，以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進行自我

敘說資料之蒐集。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選取受訪者，徵求對學習意義感有興趣或願意受訪者，且給予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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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訪談時先簽署訪談同意書，以確認其「知會同意」（informed consent）及研究者遵守保密

原則，並徵得受訪者同意而進行錄音。錄音存檔後再謄寫逐字稿。訪談進行，根據紮根理論

研究法之建議，先分析第一個個案資料，初步抽取概念主題後再修改訪談大綱，再逐步聚焦

訪談。個案的選取遵循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直至理論飽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

為止。本學習意義之探究並不侷限於學校情境內或在學校體制內的學習。研究參與者共 17位，

23份訪談稿，訪談始於 2012年 2月至 8月。最後受訪者男生 9位、女生 8位，詳見表 1。 

表 1 

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科系 

1 男 25 學生 研究所 哲學 

2 男 30 學生 研究所 哲學 

3 男 22 學生 大學 經濟 

4 女 25 學生 研究所 化學 

5 男 23 學生 大學 心理 

6 男 27 學生 研究所 電子物理 

7 男 25 學生 研究所 語言 

8 男 29 專案經理 研究所 企管 

9 女 24 學生 研究所 心理 

10 男 25 學生 大學 航太 

11 女 23 學生 大學 應用中文 

12 女 25 護理師 大學 職能治療 

13 女 24 學生 大學 行銷 

14 女 27 行助助理 大學 應用外文 

15 女 25 工程師 研究所 資管 

16 女 22 學生 大學 應用中文 

17 男 32 工程師 博士 電機 

 

資料分析是先檢視逐字稿，然後在資料與文本間反覆歸納，使用理論詮釋。也就是，深

度訪談蒐集的敘說資料，將以意義的形式理論為基礎，對自我敘說做二度詮釋（Giddens, 

2013）。因研究者對意義感主題進行國內、外文獻回顧時，建立了一些對意義感理論、概念之

先前理解。帶著這些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進行二度詮釋時，也就是在理論與資料間

進行「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與「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黃莉，2008），

而進行意義單元（meaning unites）的改寫，並將各意義單元構成主題（constituent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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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各主題置身結構（situated structure）中。這樣的資料分析過程和李維倫與賴憶嫺（2009）

所揭櫫的現象學存在行動的投入操作過程相當符合，研究強調的是經驗者存在處境與潛藏意

涵的揭露，以及存在經驗的可區分與有理路。最後，資料的呈現著重在論述與敘說資料的剪

輯再呈現。 

參、資料分析結果 

一、意義的建立 

「意義」是個體對於事物所產生的象徵和連結（Heine et al., 2006），意義之發生乃因事物

在不同層次產生了「連結」（connection）（Baumeister, 1991）。本研究將先以「連結」的觀點作

為意義發生的理論視野，探究如何「連結」而產生「意義」。另外，也參考整體／情境意義之

分化模式，進行學習意義之詮釋分析。也就是將學習視為一種情境，探究個體如何將生命的

信念與學習情境連結而產出「學習意義」。 

（一）連結：意義的濫觴 

「意義發生」的過程，也包含一自我評估（ self evaluation）的過程（Hermans & 

Hermans-Jansen, 1995），自我評估指自我比較的過程。人們會在時間軸上的不同點敘說其經

驗，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特定的空間和時間，在敘說的過程中，個人會逐漸形塑其自

我（McAdams, 1996）；Fry（1998）也指出經由訪談促發而來的意義追尋，個人會綜觀自己在

特定情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受訪者的敘說顯示： 

1. 跟自我連結：不同時間點的自我 

自我是個體的核心，意義的發生跟觸及自我與自我信念有關。Schlegel、Hicks、King 與

Arndt（2011）認為「觸及真實自我」使人有意義感。資料顯示，受訪者會回憶自己不同時間

點的經驗，在回憶的當下觸及情感，跟過去的自己產生連結而形成意義。 

受訪者 9說：學習是很主觀的，學習意義多是跟自己有關。如： 

……學習意義感就是跟自己有關聯的就會有意義。例如，能不能幫助加薪啦，當然

也是跟勝任感有關，這會讓人覺得學習成果是有用的。（受訪者 9） 

受訪者 5 認為學習煮咖啡對她很有意義。因在煮咖啡的過程讓她想起了大學打工時代。

如： 

以前大學打工時，在咖啡廳工作，覺得煮咖啡還蠻好玩，最近認識一些朋友，他們

是專門……在烘豆煮咖啡，勾起那些回憶跟興趣……。（受訪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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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談到對「未來我」的想像或期待是驅使「現在我」的一個動力。如： 

我的意義感比較是擺在未來，我對未來的想像會影響現在的我。那些開心的事情只

有在未來才有可能發生。……只能去想說我未來可以做什麼。……（受訪者 1） 

受訪者 10提及自己的「未來」有兩個層次，一個是「著眼現實」而定目標，第二是根據

「自己未來想做的」而定目標。如： 

我目前學習的目的，正為了以後的工作做準備，…… 

等這段過渡期過了後，我還是會繼續去學我喜歡的東西，例如，我很喜歡音樂、藝

術，就還是會往那方面學習，雖然工作可能用不到。（受訪者 10） 

2. 對「自己的信念」：與他者有所連結 

「對自己的信念」通常包含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對自己存在的評價及永恆性、自我效能

等。如「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是很有價值的事。……幫助別人就會覺得很快樂……」（受訪

者 2）。受訪者 14談到在工作中的學習，發現如果主管需要她，而她也可以幫到主管時，就感

到很有意義。如： 

我覺得在他們需要我的時候，可以助一臂之力或幫一點小忙，那就是我存在這世界

上的意義了，……； 

在工作中……當主管或你的同事都很需要你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也就產

生了意義感。（受訪者 14） 

受訪者 15陳述帶小孩的過程覺得自己之於小孩有了意義。想著自己可以讓孩子的生命成

長，孩子可以快快樂樂成長而有意義感。如：「在照顧小朋友的過程中，看到生命的成長，覺

得自己活著就比較有意義，想要看小朋友長大……」（受訪者 15）。 

資料顯示，個體容易因與他者連結而獲得意義感。楊國樞（2004）指出華人性格偏重「社

會取向」，其中「他人取向」的「他人」泛指非特定的對象，可以是真實或想像的。他人取向

中包含顧慮人意、順從他人、關注規範、重視名譽等。如： 

……他人的認同，社會地位，……。唯一有聯繫的只有學習和成就。（受訪者 1） 

我在意的是別人的眼光，別人的看法我會蠻在意的。（受訪者 11） 

自我的信念就是可以讓自己在別人的眼中是好的，有很多事情、分析事情我就會想

別人會如何看，而不是我自己真正的心得。（受訪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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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來自他人的認可 

受訪者 15 期待「自己成為別人眼中的好榜樣」，希望互動的過程中，盡量表現出自己好

的一面。如： 

……期待自己在學習的過程中，不管工作或其他方面，都期待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標

竿……公司需要我去開發一個專案，學的時候我就會比較積極和努力，一方面是老

闆叫妳去學，另外一方面是做好的話可以在別人的形象中比較認真努力，在學習中

就會覺得這個學習是有意義的，也會比較願意去學。（受訪者 15） 

4. 「自我」在關係中 

受訪者 9談到「自己活著的意義」是「跟老師關係很好」。因老師對自己很好，在思考自

己的學習時，會想到自己要做點什麼以維繫跟老師的關係。如「我跟老師講完之後，那一個

當下我就覺得我必須要去做一些事情，才對得起我們這個關係」（受訪者 9）。 

受訪者 14談到在工作情境中，有位「他者」對他的意義很大，因為這個「他者」而感到

自己要更努力，不要粗心，且要想辦法盡力在工作上輔助他。 

所以××對我的象徵意義也蠻大的，……就是當他需要幫忙什麼的，或是無意間聽

到他需要什麼，我都會直接呈現給他。（受訪者 14） 

5. 社會角色中的自我義務 

受訪者 9談到自己的存在意義是「對親人和朋友有關的責任」。如：「我的存在有個意義，

必須要負責任，我覺得意義和責任，就是跟我的親人和朋友有關的。」（受訪者 9）。她覺得自

己活著「不能讓愛的人失望」，在世界中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活著的意義，第一就是要做好對我親人或我朋友的期待或是責任之類的事，然後是

自己獨立自主。……我的所學在這個社會上，我會直接想到這些親人或好友的期待，

期待我應該要做到的一些事情。（受訪者 9） 

所以，受訪者 9關於「念研究所」的意義是對其家人負責的意義，不能讓四周的人失望，

且也要擔負某種角色義務。 

念研究所這件事情是我爸媽要求我一定要完成的，我自己覺得沒有差，但他們非常

堅持我一定要拿到這個學位。所以我無論如何都要撐下去。（受訪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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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生命與世界的信念連結：整體意義與情境意義之間 

個體怎麼思考世界或生命，或他們對世界與生命的信念為何，這些都是整體意義的一部

分。而這些基本信念對於個體面臨的學習情境，是如何對個體的學習意義產生影響呢？受訪

者 14認為她「活著的意義」就是要「學習很多事物」，自己在世間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學習，

都在經驗學習，包含社會角色也是學習。 

這世界上有太多東西是要學習的，每一時間都在學習，像學習如何幫助別人，學習

某項技藝，學習如何當一個領導者，如何當一個助手，就是在每一個不同區塊的角

色都是一種學習，我覺得我在這個世界上，就是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讓自己

成長了，我的角色從螺絲釘慢慢變成工具，是一直在變化的，……成長之後，輔助

的能力會增強，成長到變成一個領導者。（受訪者 14） 

受訪者 13認為世界就是會給予自己什麼，對世界的態度呈現開放且好奇的想法。因此，

在遇上一般人會覺得沒有意義的學習情境時，因為相信世界本來就是要「給予自己什麼新的

東西」，而較能接納情境，對自己還是「有意義」。 

雖然沒什麼特別的意義，就好好的那樣子，盡量找一些有意義的事做，我覺得我做

的事情也沒什麼特別意義，可是會覺得很好玩。（受訪者 13） 

受訪者 11對世界的信念是「享受世界的」，自己是來人間享受很多美好事物的，所以盡量

去接觸、去學習，身在這個世界上是開心的。 

雖然很渺小，世界沒有了我可能沒差，可是我覺得屬於這個世界上的一部分是蠻好

的。我享受很多資源，很多風景、新鮮的空氣，聆聽、享受大自然的洗禮，還有人

文的，比如說好聽的音樂、好看的電影，這些都是世界的資產，我還蠻享受在裡面

的，當然還享受挫折，……，因為我蠻愛看激勵的東西，看到激勵的東西就會挫折，

都只是我的資產，這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受訪者 11） 

所以受訪者 11的學習是為了自己的生命，也為了未來的生活而學習。 

我在學習的時候，第一是真的自己很有興趣，有成就感的，第二個是我未來想要過

什麼生活，為了爭取未來的生活，所以去學習。我很喜歡學習，因為我覺得學習是

活到老學到老的，只要是我喜歡的東西我都會去學。（受訪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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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訪者 11談到為了以後退休後要蓋一間人文茶館，而這「開人文茶館」的意義是「她

可以跟大家一起享受」，跟她在「世界中的自己」的意義是一致的。 

受訪者 12覺得自己是個平凡的人，「這世界有沒有自己都沒有什麼差」。對於這樣的自己，

既來之則安之，好好活著，安安穩穩的過一生。但看別人卻很有意義的，看到別人的生命故

事，引發自己的興趣和想法。「學習」對她而言，就是要去吸取別人的經驗，學習怎樣活著，

會讓她感到有意義。 

吸取別人的經驗，增進自己的生活經驗，多充實一下，既然都在這裡，那就好好過。

「例如學習怎樣活著」，覺得是最好的增進自己的生命內涵，我覺得一個人不要空洞

乏味，這樣妳自己活著也會覺得很空虛呀，就是需要別人的一些經驗。（受訪者 12） 

（三）學習信念下之學習意義 

另外，個體的學習信念也與個人的「學習意義」有關。「學習信念」指的是個體對學習本

身擁有的信念、態度、期望，它們對個體的學習意義有一定之影響。 

例如，受訪者 2的「學習的信念」是要「擁有智慧」，讓自己在心靈上更為提升。談及在

寫論文的當下感受到「崇高」的感受，非常有意義，「智慧」於受訪者 2是重要的「學習信念」。 

比較有意義的是追求智慧、或是讓自己變聰明、或是說在思考上比較不陷入盲目……

要有智慧。這跟那些每天就只是上班又不一樣。他們就是做一些機械性的而已，……。 

成就，應該就是以前那種古希臘的那種崇高吧。對於知識的獲得，就是有種崇高的

感受，蘇格拉底說，我寧可當一個憂鬱的人也不要當一隻快樂的豬，……如果獲得

知識的話，自信提升，這蠻心靈層面的感受。（受訪者 2） 

受訪者 4對於學習的信念是「要有用」，學習是要學實際上用得到的東西。例如，在做實

驗的學習情境，跟同學討論，討論出來的東西可以「馬上應用上」，感到有意義。 

我今天做實驗……藉由這些討論，得到一個想法就是可以換個容器，就是討論過後

很清楚，可以實際用上，……因為你當下學就可以當下用到，我覺得蠻有意義感的。

（受訪者 4） 

如果感覺「不能用」的學習情境則會感到沒有意義。例如「學英文」這件事情。因為學了感

覺也無法「跟人家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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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記憶力很差，曾經一度很討厭英文，覺得很沮喪，就是背很多，還是沒有辦法

跟人家 conversation很流利的講話，我就懷疑這樣念英文有什麼意義。（受訪者 4） 

當然，受訪者 4 同意學英文本身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遲早會用得上。但在念書的過程中，因

為還「應用」不上也覺得沒有意義，讓她感覺沒有意義。 

Li（2003）指出，華人學生學習的背後有一個長期的目的，個體對「在世界中的自己」是

思考「未來」的，且未來驅使著現在。學習的信念影響學習意義，在華人的脈絡下，「學習」

不只是生命中的一種手段，而是融入到生命裡，華人的學習是和生命意義的層次相融合。 

二、意義的失落 

Sartre（1957/1992）認為人們透過對事物的否定一直詢問意義，即所稱之「拷問」（torture）。

在拷問沒有結果之下，感知到虛無、「斷裂」、「荒謬」（absurd）。那麼，人們會因連結而獲得

意義，如果無法獲致意義感又將會如何，在學習情境下失去意義後，又會如何自我對話？根

據受訪者的敘說資料顯示： 

（一）斷鏈式失落 

個體在失去學習意義之初，經常質問為什麼會這樣？也就是產生強大的疑問，並進而開

始思考，但仍處在較「低階」的因應思考，其自我也停留在疏離的位置上。 

1. 置身事外的游離感 

面對意義感即將失落，個體通常先質問「為什麼」，也是在思考可能發生的原因。此時，

個體會先從情境中抽離自我，進入自我的思考空間，在這空間裡，開始感受不到「自我」的

意圖，例如，受訪者 14就有「置身事外」的感覺。 

我覺得我好像是……置身事外，沒有像前幾年熱衷或充滿幹勁去做，可能就是疲乏

吧，可是……是我自己認為沒意義，因為我的心沒放在那上面。（受訪者 14） 

或是一種「自己」沒有存在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裡。沒有存在感或被利用感，沒有功用的感覺。……你喜歡沒

有存在感的自己嗎？不喜歡！不喜歡啊。（受訪者 4） 

個體感到「自己」並不在那情境裡，「自我」游離出情境，感到飄忽和不穩定。這是沒有意

義的當下個體呈現的樣貌，甚或沒有方向、沒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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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意義感就是，不知道學習這個要做什麼，沒有目的的學習，會覺得沒有意義感。

學習不是主動積極，會比較被動，覺得有壓迫感。嗯～，沒辦法去掌控，會覺得有

點迷思，比較沒有方向感。覺得沒有動力去學這個。（受訪者 9） 

隨著「自我」抽離情境，個體對情境的感受能力降低，對情境麻木不仁。受訪者 1 面對

沒有意義的情境當下，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想再說了，只剩下一句話： 

我心裡只有一句話，我做這些為了什麼。我做這些很沒有意義。雖然是必須要做的

事情，但是做了我覺得很痛苦，我覺得沒有意義。（受訪者 1） 

此時真實自我是游離在情境外的，個體在情境下常感覺不到真實，且非常想逃離那個情

境： 

很想要逃避它，不想要做一些沒意義的東西，沒意義就沒有衝勁。感覺沒有活力，

意志比較消沉，學東西一定會學不好，……。（受訪者 17） 

我在那個當下，還是會覺得很遠。當你清楚你的問題、動機、目標，為什麼要這麼

做的時候，東西才不會離你很遠。（受訪者 7） 

此時，離「真實我」是非常遠的。 

2. 茫然無助無力之感 

受訪者 14意識到自己帶小孩沒有意義之後，會想會不會是自己疲乏了？ 

我覺得真的是疲乏，現在的小孩，你說什麼他不做什麼，要一直管秩序，就會覺得

很累，不像以前小孩配合度很高，老師說什麼他總是配合，很尊重老師，現在的小

孩不是啊。（受訪者 14） 

「為什麼」的問題，重壓在心頭，讓個體陷落在情境裡，有強烈的無助感。 

大一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來就是到底在幹嘛，懵懵懂懂，別人說去哪裡我說好啊去

啊！別人說夜衝去玩，我就說好啊，可是後來回想起來沒有任何意義，我大一時候

交的那些朋友現在已沒有任何的連絡，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受訪者 16） 

強烈的無助感壓迫個體，個體當下反應，將自己的情緒和場域分離，將自己拋擲在空中，反

觀在情境中的自己。持續地「為什麼」盤旋在個體的意識裡面，個體想要找出問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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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一直思考。受訪者 16到了大四，回顧大三、大二的學習歷程，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種

種，和「為什麼」自己今天會學習這麼多障礙。 

我不否認學習專業知識很重要，可是那些非專業知識要怎麼學習？升上大四後，我

感受最深，尤其是跟人相處這一塊，這幾年我一直在反省。我覺得我是一個不太會

跟別人打交道，自然的相處，特別升上大四，年紀越大，突然有這種感觸，會想到

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學習這東西上面有障礙，……。（受訪者 16） 

問「為什麼」的當下，個體因還找不到「自我」，還無法安置「自我」，因而會感覺到焦慮、

憂鬱或無奈。 

受訪者 4 說，她會將自己的意識待在「意義空間」裡持續一陣子，這個思考「為什麼的

過程」，「我」是身在其中而無法自拔的，到了後期，隨著時間拉長，個體的思考力度變得

較輕了，輕輕地思考「在世界中的自己」與情境中的自己。 

（二）存在的虛空 

1. 缺乏期待的虛空 

受訪者 15 覺得「世界對她是沒有意義的」，因世界上會發生什麼，她總是沒有期待。自

己很被動，且感覺世界跟自己沒有什麼關係。 

世界對我沒有意義，我對世界也沒有意義，聽起來好像很負面，反正我也不太重視，

因為我對世界沒有期待。（受訪者 15） 

受訪者 15 覺得「世界太大了」，少你一個人，多你一個是沒有差別的。自己對世界沒有什麼

貢獻，跟這世界沒有連結，卻要在世界裡上班、工作，遇到一切一切的問題，就是沒有意義

的存在。 

世界上有 46億人口，覺得自己很渺小，心情不好或是低落的時候，覺得對地球和其

他人是沒有貢獻的，對世界是沒有意義的存在，世界不會因為我而有什麼改變，為

什麼我要苦命的活著，現在是在上班、工作，有時遇到無法解決或是和同事相處的

問題，覺得好像、很無常的吧！（受訪者 15） 

因為存在的缺乏期待與虛空感，受訪者 15在學習情境裡，研究所寫論文時，同樣感到「寫

論文」也是少你這篇或是多你這篇沒有差，再次覺得世界對自己還是無力的，自己對世界也

是無助的，寫論文這件事情，沒有什麼貢獻，很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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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讀碩士，有點跟隨潮流，朋友去讀，我也跟著去讀。一開始考上的時候，

想自己一定要做一個無與倫比的論文，可是時間一久，又覺得做論文都沒什麼貢獻，

而且看到碩士真的是太多，多你這篇不多，少你這篇也不少，……。（受訪者 15） 

2. 失控的虛空 

受訪者 16覺得自己受控於這個世界，世界有既定的規律，有個主宰，而自己就受控於這

樣的主宰。 

我們現在所生存的世界，好像有一個人在看水晶球一樣，我們的事情，人跟人之間

的相處，還有一些命運，好像都是某個人在操控，有些事情好像再努力也改不了。（受

訪者 16） 

面對學習情境時，常常會覺得自己沒辦法做什麼，也覺得既然世界中有個既定的主宰，還要

自己多做什麼？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事件：念書，活著，感到懷疑。 

有時候就會問說……，為什麼要活著，為什麼要工作，為什麼要念書，我覺得我們

這個世界好像一個水晶球，好像有很多事情是被人家操控着的，被某個人不知道被

誰操控着，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個人的玩偶。（受訪者 16） 

因為覺得世界是被主宰的，在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時，因為「受控於世界」所以尋

找不到自己的「學習意義」。 

有時候我覺得我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自己存在的價值或是存在

的意義是什麼，目前為止我是這樣想，現在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受訪者 16） 

（三）脫 的學習信念 

受訪者 5對學習的信念是「幫助別人」，認為自己學心理學，是要幫助別人的。但在碰到

流浪漢時，發現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都幫不到流浪漢，就覺得很沒有意義。 

身為一個助人者，就會提高我們的道德感，看到別人就要去關心她，不把它丟在那

裡。 

流浪漢睡在街頭，一點都無法幫助到他們。就會覺得自己雖看書，道德感隨之提高，

但其實書本以外的世界一點改變都沒有，在沒有辦法幫助別人的狀況下會覺得沒有

意義。（受訪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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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5 面對父母的無理要求時，想要使用心理諮商技術改變他們，幫助他們。

發現自己所學的知識沒有辦法派上用場，跟原先自己對心理學就是幫助別人的想法違背，就

覺得自己的學習很沒有意義。 

學了這麼多東西，事情就發生在你眼前，卻什麼都沒有辦法做。那我還花這麼多心

力幹嘛。……會覺得一切都變得沒有目的感，很累，變得很負面，看到流浪漢就會

覺得很討厭，覺得自己應該做什麼，可是好像什麼都不能做，覺得很沒有意義。（受

訪者 5） 

三、意義的擱置 

意義失落後，個體尚未離開自己所處的情境，受制於情境中，牽制促使個體考慮現實，

也讓個體發展出「低階層次」的因應想法。 

（一）回歸現實：設停損點 

受訪者 15在碩士班時，有一陣子非常低潮，都不出門，覺得寫論文沒什麼意義，自己的

題目沒辦法跟他人討論，也不知自己做這個是為了什麼。當初是看到人家念研究所，自己就

跟著念。後來在臉書上看到別人的進度都往前了，覺得自己不可再這樣懈怠下去了。心裡很

緊張，自覺要開始面對現實，趕快結束它。「別人正在做」這件事情將受訪者 15 拉回到現實

層面。 

……看到別人後，就會覺得自己好像不應該繼續沒有意義下去了，如果我覺得這是

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我就應該要趕快把他做完吧，去做下一個會有意義的事情。（受

訪者 15） 

受訪者 10念高中的三民主義科目，發現沒有什麼用，對自己沒有幫助。 

我覺得它並沒有讓我多知道些什麼，感覺裡面教的東西都是常識，……也只是背一

背而已，我背了那些東西好像也沒有學到什麼。（受訪者 10） 

所想的是「把它背下來就好了」，明知對自己沒有意義，但還是趕快做完。個體在脈絡下做

出最現實的決定「將它完成就好了」，但並不認同。 

那時候也沒怎麼辦。就算一個科目，我們只要把他背起來就好了。知道哪個是答案

就好了。反正都是選擇題嘛。（受訪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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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和受訪者 12面對自己不喜歡的學習情境，覺得沒意義，想著「這是自己必須要

做的事情，沒有辦法」，縱使這件事情讓自己很痛苦。 

我只能繼續做。很痛苦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很沒有意義，但又是必須做的事情，……

必須繼續往前走，不然能夠怎麼樣。它必須要完成啊。（受訪者 1） 

意識到這是自己的任務，沒有辦法放棄。但心裡其實還是很抗拒。 

上面給妳事情，妳完成就好，交差事情，這樣就好。是，我不是那種不負責任的人。

敷衍了事，還是會認真把它做完，只是做完後會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受

訪者 12） 

在這樣「不得不」，又要對自己負責的情況下，個體開始思考現實的意義。也就是說，個體

的「自我」回到情境內，開始思考、判斷情境的現實面為何？打量自己的停損點在哪裡，「利」

是什麼？「不利」又是什麼？ 

（二）看到可能性 

意義失落後，個體可能評估狀況，重新思考，予以更多詮釋，同時企圖看到正向面，目

的是讓自己接納處境，安於情境。例如， 

受訪者 2 聊到學習哲學，認為「哲學圈子」很小，社會連結弱，在沒有意義之下，衡量

得失，先把學位拿到，也沒什麼不好。 

繼續念研究所，覺得有學歷就會讓我有面子，雖然不是什麼賺大錢。……反正就是

先把學位拿到。這沒什麼不好，反正進來學術圈，念完碩士，不再繼續下去。但至

少知道高等教育在搞什麼，不管怎樣還是多認識到一些東西。……接受的話，當然

還是可以繼續念下去啊。理想的狀況就當教授。就是拿個教職這樣子。（受訪者 2） 

同時會詢問，會不會只是自己還沒有到教授那種高度，所以還不知道哲學研究的樂趣在哪裡。

就像高中生看大學生一樣，猶如霧裡看花。「就是還沒到那個高度，不能往下談。就好像高中

生來講哲學，心理學，沒有用啊，……」（受訪者 2）。個體努力說服自己要產生意義，但面對

情境還是說服不了自己。於是就擴大「情境」的意義範疇，增加了許多的可能性。 

受訪者 14 面臨「沒有意義」，有個聲音跳出來告訴自己要開始轉念才可以。正在思考為

什麼時，忽然靈光一現，可能存有什麼意義，只是自己不知道吧！？ 

今天上了這堂課其實也很有趣，可能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是在學習，學習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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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幾個小朋友會問你問題，就會燃起一絲絲的意義感，其實小朋友是需要我的。（受

訪者 14） 

受訪者 4 原是要利用心理學的知識幫助別人的，但發現沒法幫人時，想一想，或許時機

未到。 

告訴自己這種挫折是要容忍的，要對自己寬容一點，不要就整個垮掉。只是現在自

己能力不夠，時機到了，答案就會出來了。（受訪者 4） 

受訪者 4 覺得或許有所謂的「時機」會出現。也就是個體想像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將意義納

入更大的範疇，眼前變得確定性不高，讓個體有持續進行「探尋」、「慢慢發現」的意義製造

過程。 

意義擱置期間，無論是回到現實考量或是探尋其他可能性，都是意義製造過程的「緩衝」，

也就是先不論斷眼前是「有意義的」還是「沒有意義的」，只是尚未確立而已，應該還是可以

尋得意義的。 

四、意義的再創生 

再探尋之後，個體獲得較之前更為「突破」的意義內涵，即為再創生階段。此階段主要

是個體明顯確認對自己的意義，內涵多為個體可藉由此事件擁有好處、成長，或達到個人成

就，發展出新信念。此階段由兩個重要思考達陣：「轉化」與「代償」（fluid compensation）。「轉

化」使個體在原本覺得沒有意義的事物上重新創造意義。「代償」則是個體在現有意義受挫下，

增強其他方面的意義且強調之。 

（一）轉化 

「轉化」為個體在同一事件上，超越之前的意義，達成意義翻轉的過程；個體不再將情

境解讀為威脅或壓迫自己，而是有利於自己。例如，受訪者 3 原先很討厭大學的通識課，他

認為大學的學習應是專才教育，上通識課是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通識課超沒有意義的。那時候就超討厭去上通識課，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

通識課很無聊，為什麼要上通識課？我那時候×××系，在系上就很多課，……。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因為大學教育在臺灣不是專才嗎？……。（受訪者 3） 

直到被逼著去上了通識課後，發現很好玩，帶給自己很多的靈感，進而轉變對通識課的態度，

由原先很沒有意義，轉變為覺得通識課可以激發創意，而有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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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識課，不知道是自己心境的改變，還是上到一些比較特別的課，開始覺得通識

課很棒．因為可以激發我很多靈感、創意，像是我之前上××××，因為老師是來

自各領域，逼自己去思考，就覺得很有意義。（受訪者 3） 

個體歷經了意義失落或不確認階段，思考到了後期，脫離了初期的抱怨，開始陳述一些

成長性狀態，新的想法使自己獲得新的意義。 

受訪者 15，因聽一位老師說「碩士歷程」就是一個「眼高手低」的過程，而轉為「念碩

士」還是對於自己有幫助的意義感。如： 

後來我修我們系上一個老師的課，……他說，讀碩士最重要的不是學技術，而是培

養想法和一種眼界，……很多人說不要眼高手低嗎？……手低沒有關係，技術以後

可以培養起來的，可是眼高不是一下子就有，現在應該要定遠一點的目標，一些似

乎不能達到的任務，……就要培養「眼高」，……講一些我以前不會想到的，後來每

次我去上他的課，剛開始讀書也不是那麼有意義，聽完後就不一樣了。（受訪者 15） 

受訪者 7在大學的學習裡，有一陣子以為化學不適合自己。 

有陣子念化學的東西，自己怎麼背也背不起來。就懷疑念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意

義……就很沮喪，……後來念研究所，開始分組，選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組，又覺得

有意義了……後來想想我不會的那一科，跟研究所沒關係，所以會把他變空白，……

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就覺得說一切都是有意義的。（受訪者 7） 

受訪者 7 回溯當下的事件，那時的經驗似乎沒有影響現在的經驗。所以整體而言又是很有意

義的。 

「意義發現」是需要一些時間，透過回想，回想過去那當下可能沒意義，但到了眼前就

覺得不一樣了。顯然的，「轉化」也意味著對同一件事情可能隨著時間流動而前後不一，從

無意義變得是有意義的。 

（二）代償 

「代償」是指當某範疇無法獲得意義時，會移轉到其他範疇尋求意義。Heine等（2006）

在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MMM）中曾提出意義的代償性，意指人們在某向度的意義若

未達成，其他層面的意義會擴大它對個體的影響，讓個體的意義向度轉換，切至其他的向度。 

例如，受訪者 3 剛上大學時，覺得「書卷獎」是無上光榮，也希望自己可以得書卷獎，

但當他一直得不到，便變得沒意義，而「轉化」就是用「另一種想法」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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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得到高分那邊無法獲得意義感，每次都很沮喪。……當初我覺得書卷獎是無上

的光榮，但現在我覺得書卷獎並不代表以後人生就會很順遂，就是很強，只是用某

些方式讓分數很高。我是很認真念書，只是分數沒那麼高，以前分數很高會讓我覺

得很有意義。現在不那麼在意分數，而是培養獨立思考或創意，靈感，像我就覺得

寫作文是很有意義的事。（受訪者 3） 

受訪者 3 將自尊與「書卷獎」拉開。原本「書卷獎」是無上榮耀的，變成跟「未來人生

的路」無關。也就是個體將「學習」的範疇拉高至人生，將分數與真實能力做出區隔。除了

「區隔」之外，更進一步大膽地擴大「自我」，回去端視情境，那個「我」到某種高度，從更

高的角度看下去。分數的高低就與自己的學習沒有直接關係，意義感從社會公認的成就裡抽

出，轉而變為培養獨立思考或產生創意。 

再創生階段的個體產生了自己的新「意義」，產生出連結自身生命意義的深刻情境意義、

範疇更為高尚，涵蓋範疇更廣。轉化後的意義，個體的「自我」跳出情境，回視情境，返照

自身的詮釋。觀照中，自我在情境內外遊走、發展，再詮釋，達到超脫於情境外的意義，其

自我是超脫且主動的、靈活的、不受束縛的、不隱埋於情境中，強大且有力。如： 

我早就脫離那個經驗了，再也不會被那個東西所束縛住，現在怎麼可能被那個東西

綁住呢？現在已經從那個創傷走出來了，遠離了那種感覺。（受訪者 7） 

五、小結 

總之，從以上敘說資料的分析可以得知，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受訪者的學習意義經驗，

不僅可以在自我敘說中加以還原與描述，透過研究者的二度詮釋還可以拆解為許多意義單

元，並整併為許多主題。這些主題經過經驗順序的鋪陳後，可建構為學習意義感的建立、失

落到再創生的歷程結構中，讓我們看見隱含可循的脈絡與機制，如圖 1所示。 

此外，圖 2所示為意義感之置身結構（situated structure）圖。由於「連結」是意義感建立

的關鍵因子，特別是整體意義與情境意義之連結（Park & Folkman, 1997）。最左邊雙箭頭代表

學習意義感源自於不同時間點的自我，與他者的期待、關係中的自我連結，特別是與自己的

社會角色義務有所連結而產生意義，這些都是華人生命信念及文化價值所在；另外，也可以

與自己的信念連結，如對生活世界的信念，對學習的信念、學習目的連結。一旦連結斷裂，

意義感即失落（Sartre, 1957/1992），個體將經驗到游離感、茫然無助、無力感；存在的虛空，

對生命之期待幻滅、無法掌握命運的失控感等，也都是意義失落之緣由。意義失落之後，為

了免於失落之苦痛，可能先將意義感擱置，回歸現實，如 Baumeister（2002）所指出，當人們

面對問題或困難時，會從高階意義掉落到低階意義，因低階意義可以幫忙解決問題和製造改

變；或是設法看到未來之可能性，給自己一點希望感。最後，如最右邊箭頭所示，也可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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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學習意義感之建立、失落、再創生之歷程。虛線代表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 

 

圖2. 學習意義感之置身結構 

由轉化的思維與補償的機制，重新再創新的學習意義感（Heine et al., 2006）。由於圖 2係綜合

17 位受訪者之置身結構（situated structure）（李維倫、賴憶嫺，2009），故目前也暫視為是一

學習意義感之普遍結構（general structure）。 

肆、總結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指出，學習意義感從建立、失落到再創生，確實是有一定的脈絡與機制可循

的。此外，本研究之結果隱含一些值得討論之議題。 

一、學習意義感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敘說資料顯示，「連結」確實是「意義感建立」的關鍵機制，而意義感的失落主要

也來自連結的斷裂、脫勾。這呼應大多數的意義感研究者之觀點（Baumeister, 1991; Heine et al., 

2006）。本研究受訪者不僅與不同時間點的自我連結而獲致學習意義感，最重要的，大多數的

連結多是與他者有關，例如，與他人的認可、重要關係人的需求，以及自己在社會角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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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相連結而產生意義感。顯然地，這些內涵都反映華人的社會取向特性（楊國樞，2004）

「關係中的人們」（persons-in-relation）（Ho, 1998）及「關係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楊國

樞，2004），因而他人的期待、反應成了個體意義感的來源，學習更是一種角色義務（黃光國，

2004），這些都在在呼應華人社會仍是「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文化的基底（黃光國，2009）。 

另外，從 Park 與 Folkman（1997）的整體意義與情境意義的一致性來看學習意義感，也

有相當的文化意涵。華人的讀書文化腳本指出，讀書學習是有長遠的目標，與生命意義結合

在一起。因此受訪者的學習意義感不只是連結對學習之信念（情境意義），同時要與生命意義

（未來我）連結；一旦與生命意義感斷鏈（如存在虛空）（Sartre, 1957/1992），則會經驗到意

義感失落。失落之後，如果能將情境的學習意義感拉高至生命的層次（如研究所是要培養眼

界），則意義感就有再創生之可能。這同時呼應 Li（2003）之論述，她指出，華人的學習背後

有一個長遠的目標，「學習」不只是生命中的一種手段，更是融入到生命裡。 

然而，黃莉與朱瑞玲（2012）在關於臺灣社會變遷之研究中指出，1985 年 27.2%的民

眾認為受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26.3%是要學習知識與技能、17.4%是為

了找到好工作；但 2005 年，29.2%的人是為了找到好工作、26.7%是為了學習知識與技能、

18.3%是為了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顯然地，民眾受教育的目的愈來愈趨向工具性，因此，不

少受訪者的學習信念是要「有用」，如果「沒有用」則學習意義感將失落。故學習的意義是否

與生命意義融合，在現實考量之下，愈可能成為可擱置之議題。 

這顯示，意義製造的歷程中出現華人特有的思維方式──「陰陽辯證思維」，即讓個體處

在一個模稜兩可的情況，讓個體擱置意義感，也就是說，不是很有意義感，也不是沒有意義

感。陰陽觀指的是：自然或人事的世界，充滿對立／對偶的概念（antithetical concepts），如陰

陽、有無、天人、動靜、內外、文質等（Huang, 2016）。意義擱置時，也是一種不確定性，個

體運用陰陽思維，將製造意義的時間拉長，讓意義製造懸置，同時辯證其中的利與弊，非好

非壞的想法，盡量不落入「絕對性」的思維。從華人世界觀來看，這種迂迴、延滯、變易的

思維處處可見。 

況且，在現今東西文化交流之下，臺灣社會是依現代與傳統混合之社會，傳統與現代價

值並存，民眾也顯現出「雙文化自我」，即獨立自我與相依自我並存的現象（Lu & Yang, 2006）。

因此，受訪者學習意義感的產生同時是對自我與他者都產生連結的。 

二、學習意義感與自我、教育之關係 

從敘說資料中，研究者同時看到一些面向。即在不同的意義狀況下，自我的開展也有所

不同。當無意義感時，個體的「自我」在情境中是微弱的，思考學習的意義時，「自我」是疏

離的。意義創生時「個體」的「自我」變得主動而納入世界之中，個體的控制感也愈來愈強，

直到意義創立完成。意義完成時顯示個體的整體意義符合情境意義，個體所需求的自尊、確

定感、象徵、親密感等也都達陣。而「意義擱置階段」自我與情境間則相互抗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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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興的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取徑，意義感與許多正向心理特質存在著

相關（Peterson, 2006），追求意義感是重要的學習動機（Illeris, 2009），創造意義感（meaning 

making）也是學習力（learning power）的主要指標之一（Deakin Crick et al., 2004）。而學習

的意義感作為一種情境意義，也與其生命信念、文化價值等有相當的連結。因此，在學習引

導的過程中，如何將學習的過程與結果與生活中的他者、生活世界、或其文化價值連結，以提

升其意義感，將有助於其動機之促發。如果連結產生斷裂，致使學習意義感暫時失落時，則可

以將意義感暫時擱置，回到現實面，以較低階的意義感（如考試通過）為暫時之意義感，並開

始建立未來之想像與希望感，以增益其意義感。但切莫擱置太久，致使意義感失落，則不但失

去學習動機，也可能負面影響其生命意義感。因此，意義感亦可作為學習成效的指標之一。 

三、敘說資料的開展與限制 

自我敘說是否如實呈現個體的意義感？Zukier（1986）認為敘說有兩種，「典範模式」

（paradigmatic mode）與「敘說模式」（narrative mode）。「典範模式」在自由、抽象的脈絡下，

基於普遍原則與包含因果關係，著重關心個體的概念類別，像科學、邏輯或數學等。「敘說模

式」則融會個體經驗於故事中，建構係在瞬間的時空與敏感的脈絡裡；敘說模式易捕捉個體

的行動、意圖、想法及目標。這兩種模式呈現的意義也有所不同。當個體運用較多敘說模式

時，其意義的表徵或意義度是較高的。敘說影響個體的意義呈現。敘說的過程中，個體也同

時形成意義，在此脈絡下，意義不只是建構的，同時是流動的。如欲捕捉個體較穩定之意義

感，則可嘗試用典範模式探究。 

四、未來研究方向 

黃光國（2013）指出儒家的天命觀，承認命不可違，生老病死是不可逃避之命運，但作

為有道德自覺之主體，「人」又必須實踐其「道德規律」，以完成其「天命」或「使命」。因此，

儒家強調入世的意義指標，如「仁道」、「修身以道」、「濟世以道」、「安身立命」等（黃光國，

2013）。而這些終極目標與學習意義之關聯，此次敘說資料似乎尚未顯現，此可能是研究對象

都是 30歲以下之故。未來可針對較年長者進行訪談研究，終極關懷與學習意義感之間關係應

會有不同之風貌。另外，此研究之受訪者多集中在受高等教育者，對於未受大學以上教育及

後段科技大學者之學習意義感經驗較闕如，使得結論所獲致之結構圖或有缺失，亟待更進一

步之研究以補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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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construction,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learning. A qualitative method was implemented, 

and 17 adults (9 men and 8 women) were interviewed. Baumeister’s (1991) connection theory of 

meaning-making, Park and Folkman’s (1997) global meaning and situational meaning theory,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script of learning were all adopted as formal theories for the second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self-narrative data, and also for the disclosure of the situational 

structures of existential context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process to consist of four parts. First, 

connection is the key mechanism of meaning-building; for example, connecting with oneself/others 

or with one’s own beliefs about life and the world, or with belief in learning. Second, loss of 

meaning is a result of disconnection, such as disconnecting from the belief of learning, engendering 

thoughts about the vacancy of existence. Third, meaning is defined in terms of reality and cost 

consideration, and being able to see future possibilities. Fin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results from transformation and compensa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e, 

the limitations of self-narrative data,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script, learning, meaning, meaning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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