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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知道我關心什麼？ 
─不同背景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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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之現況，並比較不同背景變項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之

差異情形。先根據文獻探討及 40 位大學生訪談資料所編製之「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針對

452 位大學生進行預試，再以修訂後之量表調查 1,361 位大學生，調查資料經以 SPSS for 

Windows 21.0 版套裝軟體中次數分配、單因子多變項分析、薛費事後多重比較分析法來進行

資料處理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大學生的自身技術包括鍛鍊、告解坦白、問題化、自

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等九類，運用情形大都為中高程度；（二）

大學生最常採用的自身技術是鍛鍊，而最不常採用的是告解坦白；（三）大學生採用的自身技

術因其背景之不同而呈現多樣性，其中以有宗教信仰者最為多元。本研究反映出大學生可透

過自身技術來治理自我之可能性，而最常使用鍛鍊可能與大學生的學習角色有關，最不常使

用告解坦白則可能與教育或文化有關。 

關鍵字：大學生、自身、自身技術 

                                                        
通訊作者：郭丁熒，E-mail: ying@mail.nutn.edu.tw 
收稿日期：2015/01/02；修正日期：2015/05/28、2015/06/13；接受日期：2015/07/14。 



 

170 郭丁熒不同大學生的自身技術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大學生鄭捷的捷運殺人事件，引起相當大的震撼與恐懼，精神科醫師王浩威（2014）指

出：「來自內心世界從沒有真正被注意到，孩子自身，屬於人最重要的部分，不知不覺地不存

在於我們的世界中，成了『透明的存在』。」面對這種將人視為「透明的存在」，令人不得不

去正視家庭與學校教育出了什麼問題？ 

近 70 年來，臺灣大學教育目標向來重視專才優於通才（郭丁熒，2013, p. 23），強調專業

知能的培養；然因大學院校校數從 1950 年代的四所，增加到 101 學年度的 148 所（教育部統

計處，2014），大學之門廣開，資源分散，為求生存，教育品質很難堅持（陳一姍，2010）。

致使教育被認為是風險產業且需要被管理，因此風險管理、指引的發展與使用、不同標準作

業流程以及治理（例如成套的方案、測驗與專業發展）被運用至教育，這些企業模式被運用

到治理教育後，造成教育商品化，教育人員表現得如同商品盲從者（Hardy, 2015, p. 377），從

陳震遠論文遭國際知名期刊撤銷案，也凸顯大學在注重績效評鑑制度下，將知識份子弱化了

（夏學理，2014）。而大學生在強調專業知能與績效的大學教育培育下，也成了「失去靈魂的

優秀」（Lewis, 2006/2007, p. 311），這與「透明的存在」異曲同工，直指對大學生自身的主體

之忽視。為解決此問題，哈佛大學哈佛學院院長 Lewis（2006/2007, p. 311）呼籲大學要回歸教

育的本質，讓教育的過程為自我發現的過程。在臺灣有心人士也發起成立「還孩子做自己的

行動聯盟」（2014）。 

不管孩子或大學生，要如何自我發現與做自己呢？早在希臘，「關懷自身」（to be concerned 

with oneself）便是社會和個人的行為，以及生命藝術的主要規則之一（Foucault, 1988a, p. 19），

關懷自身不是要關照肉體或是身外之物，而是要關照自身的幸福、心靈的寧靜、身體健康或

自我的改變（黃瑞祺，2003, p. 16）。而近來，反身性社會學（sociology of reflexivity）也著重

在探索自我意識和反省建構身分認同的能力，並確定自我意識的價值（Warin, 2015, p. 690）。 

至於要如何關照自身？則可透過自身技術（technologies of self）。Foucault（1988a, p. 18）

指出：「自身技術是讓個體藉由他們自己的方法或是別人的幫助，來對他們自己的身體、靈魂、

思想、行為和存有方式進行一些操作；以致於能夠轉化他們自己，使達到快樂、純真、智慧、

完美或不朽的狀態」，更通俗地說，自身技術就是做人的藝術（高宣揚，2004, p. 5）或修養論

（何乏筆，2003, p. 76）。可見自身技術強調主體性與主動性，不但是追求自我創造，也是自我

的意識覺察與深思熟慮的轉化，是涉及治理自我的美學工作，將有助於個人或大學生做自己。 

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中，發生無數的重要事件，而對日後人生影響最廣的事件，大都

發生在 20-29 歲之間，可見此一階段是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Jay, 2012/2014, pp. 17, 31）。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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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正處於此關鍵階段之始，他們關心什麼？運用哪些自身技術？則關係自己未來人生的開

創。有關大學生關懷自身之探討，郭丁熒（2014, p. 1）分析提出大學生關心、在意的事項相

當多元且全面，從微觀個人內在信念到鉅觀生態環境，並可歸納為身體、精神、學習、出路1、

休閒2等五個向度，惟該研究只針對關心事項（what）、關心時間（when）、關心原因（why）

進行瞭解，尚未對如何覺察（how）之自身技術進行探討。至於自身技術之探討，以哲學的論

述性分析較多，實證研究不但為數較少，且多為國外文獻（Birnbaum, 2008; Britton & Baxter, 

1999; Cahill, 2012; Hodges, 2004; Infinito, 2003; Slifkin, 2001）。郭丁熒（2015）曾以大學生的自

身技術為焦點，透過發展評量大學生自身技術的研究工具，對自身技術之內涵與類型進行建

構與瞭解。為進一步釐清在人生重要發展階段的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之現況，本研究乃運用

研究者所編製之工具，針對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之現況進行探討。詳言之，本研究之目的如

下： 

（一）探討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之現況。 

（二）比較不同背景變項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之差異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自身與自身技術 

Foucault 提出以四種技術來讓人類瞭解自己，早年的知識考古學，屬於生產技術和符號系

統技術，權力系譜學是屬於權力技術，晚年的倫理學則屬於自身技術，從 Foucault 的思想進

路來看，可發現他是逐漸擺脫權力與知識論的禁錮雕塑，轉向雕塑自身，求得自身的知識，

以恢復主體自由自主的地位（鄭文勝，郭丁熒，2008, p. 41；Foucault, 1988a, p. 18）。 

Foucault（1984/1988b, p. ix）曾言：「不要問我是誰，也不要要求我維持不變。」對於主

體的看法，Foucault 在《主體詮釋學》一書中提到：「真實的知識形式在發揮作用時，不會總

是相同的，這也意味著透過特定反身性形式所構成的主體，或是關注自身形式所構成的主體，

是會被修改的、變動的、沒有普遍一致的意義」（Foucault, 2001/2006, p. 462）。此外，他也提

到他在意的是自我轉化的問題，因為一個人的自我被其所知的知識所轉化，是相當接近美學

的經驗（Foucault, 1984/1988b, p. 14）。可見 Foucault 對自身或主體的看法，反映出後結構所強

調自我的流動性、社會情境性及建構一致性自我的時間取向（Warin, 2015, p. 690），凸顯主體

能自我轉化的主體性。 

而對於「一個人要如何生活？」，Foucault（1996, p. 451）認為服從於一種規範的倫理道

德理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追尋一種生存美學。即由強迫的規範取向道德（code-oriented 

                                                        
1 原命名為「工作／家庭」。 
2 原命名為「休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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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ties）轉為強調自我與自我關係的倫理取向道德（ethics-oriented moralities），相當重視自

身技術，需透過認識自我、反思自我、分析自我及改變自我等方法（黃瑞祺，2013, p. 119）。

如同現代規訓技術的權力運作是由下而上的「向上權力」（ascending of power），而非由下而上

的「向下權力」（descending of power）；「向上權力」是一種不再被支配者擁有和獨占的實質物

體，而是以身體為媒介，透過自身的歷史、軌跡、技術、策略，作用於整體社會關係中

（Foucault, 1975/1979, p. 26, 1980, p. 99）。簡言之，Foucault 的主體概念，是透過「從屬」於

某種特定的「自身技術」來建構其主體性，透過自身技術的概念，強調權力的正面與積極性，

表現在自我的關係上，就是主體所「從屬」的技術機制，是其自由選擇的結果，目的是在於

達到自己所意欲成為的存在狀態。 

能自我主宰的人，是他自己的國王，要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激情，故自我主宰蘊含著練

習（希臘文是 askesis，即英文的 exercise），沒有適切的磨練，就幾乎得不到（Merquior, 

1985/1998, p. 166）。可見自身技術和中文的修養或修行的意義，有相近之處（黃瑞祺，2003, p. 

24）。且 Foucault 也指出：「我們必須成為我們自己……自我不是被賦予……我們得把自己創

造成一種藝術品」（引自 Dreyfus & Rabinow, 1983, p. 237）。所以，自身技術不只強調個體的主

體性、主動性，更有一種美學的主體化過程。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自身技術」界定為「是對自我問題（如自己身體、靈魂、思想、

行為和生存方式等）的思考與處理，是一種生活技巧、生存技藝及生活風格，有助引導自身

走出現狀的困境、創造自身的幸福美好生活。且自身技術可藉由個人自己的方法或是別人的

幫助來實施，強調將自己當成藝術品來創造，是美學的主體化」。 

二、自身技術的發展與途徑 

Foucault 所提出的自身技術是以不同的形式存在，因自身技術是在不斷封閉的結構中逃

逸，並沒有一勞永逸的形式（吳承澤，2013, p. 178）。尤其自身技術關係到個人的實踐智慧，

需要透過極其個別性的經驗，所以，其實踐表現和具體型態在不同人之間是非常不同的（高

宣揚，2004, p. 517）。Foucault（1988a, p. 19）將自我詮釋學的發展，分為古代（希臘羅馬）、

基督教、現代等時期，何乏筆（2003, p. 96）據此把歐洲的修養史分成古代（希臘羅馬）、基

督教，以及現代（十八世紀以後）三個階段，從中可發現自身技術之發展及其在各階段的特

殊性。 

就古代言，在希臘時期，一個人如要創造自身的生活，為自身所做的工作，包括書寫、

記憶、反省（自我檢查）、沉思、沉默、傾聽他人、對話、說真話及飲食和娛樂方面的節制

（Foucault, 1988a, 2006, p. 242; Lotringer & Hochroth, 1997, p. 208）。就書寫言，古代思想家之

哲學著作、日記、雜技等著作，主要是為了記錄、反思、間度、改變自己的行為、性格、自

我或存在狀態（黃瑞祺，2013, p. 137）。另應如何掌握滿足快感的程度及其方式，對希臘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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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就是一種生活的藝術。滿則快感要恰如其分，恰到好處：不多不少、不快不慢、不早不晚，

這也就是節制（高宣揚，2004, p. 517）。在羅馬時期自我修養的方法，則是透過鍛練、沉思、

思想考驗、良心檢查及對表象的主控等（何乏筆，2003, p. 90）。可見古代希臘、羅馬的自身

技術偏向以主控慾望和快感為主。 

在基督教時期，因基督教要求服從某種法規的「普遍道德」，發展出追求慾望的滅絕，重

視慾望詮釋學以及自我淨化的宗教功夫（何乏筆，2003, p. 97）。此相關的自身技術包含自我

辨認、言語表達、告解（懺悔）、自責、對誘惑的鬥爭、自我的棄絕、心靈鬥爭等（何乏筆，

2003, p. 89）。可見此階段的自身技術偏向苦行、禁慾。 

就現代而言，透過啟蒙運動、解放運動及社會運動，發明了新的修養功夫或自身技術，

從〈何謂啟蒙〉一文來看，Foucault 偏向一種後宗教、美學化的現代功夫論（包含現代美學對

感官、身體、情感的肯定）（何乏筆，2003, p. 89）。這可藉由 Foucault 對 C. Baudelaire 之讚美

來瞭解，尤其 Foucault 關注的不是詩人 Baudelaire，而是花花公子（the dandy）的 Baudelaire。

因為 Baudelaire 最令人感到興趣的是他作為現代人物所表現出來的「花花公子主義美學」，他

把他的身體、行為、感情和激情、他的人生都鎔鑄為一件藝術品（吳承澤，2013, p. 149）。

Baudelaire 指出：花花公子主義源自靈性和斯多葛式（Stoicism）的禁慾主義（Baudelaire, 

1964/1995, p. 28），花花公子主義，是一種超越法律的體制，它自身有一個嚴格的律法，是所

有參與者都必須嚴格遵守的……。他沒有別的任務，只有在自己身上培養美的觀念，以滿足

熱情、思考及感覺……其中最迫切的就是為自己創造一個獨創性的人格（Baudelaire, 

1964/1995, p. 27）。因此，Foucault（1984, p. 41）也提到： 

就 Baudelaire 而言，現代性並非僅是和當下建立關係的一種形式，它也是和自我建立

關係的形式，現代性的苦心經營態度，和不可或缺的禁慾主義有密切關聯。作為現

代，就意味不接受自己是過去潮流中的一份子，並將自己視為一種複雜而困難的任

務，這就是 Baudelaire 稱為花花公子主義的事物。……現代性並不在它的存有中解放

他自己，而是迫使他自己去面對創作他們自己的任務。 

誠如花花公子主義者在他表演中，同時掌握了政治性及一種隱含在時代當中最新的詩意，這

種詩意抵制著一種隨波逐流或因循的社會風俗，反而是一種發明，一種衡量過整個時代的普

遍性本質及各種易逝性愉悅之後的一種自我發明，一種藝術家般嘔心瀝血對自己表演形式的創

造活動（吳承澤，2013, p. 161）。可見就現代階段而言，自身技術是以不斷地自我創造為核心。 

綜合上述，從歐洲修養史三階段（詳表 1）來看，可發現自身技術之發展係從主控慾望和

快感、到苦行禁慾、再到自我創造，而實施形式則包含書寫、記憶、反省（自我檢查）、沉思、

沉默、傾聽、對話、說真話、節制、自我辨認、言語表達、告解（懺悔）、自責、對誘惑的鬥

爭、自我的棄絕、心靈鬥爭（問題化）、鍛鍊及抵制因循的風俗（越界）等，相當多元。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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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修養史階段自身技術之比較 

階段 自身技術 特徵 

古代（希臘、羅馬） 書寫、記憶、反省（自我檢查）、沉

思、沉默、傾聽他人、對話、說真話、

節制 

以主控慾望和快感為主 

基督教 自我辨認、言語表達、告解（懺悔）、

自責、對誘惑的鬥爭、自我的棄絕、

心靈鬥爭（問題化） 

偏向苦行、禁慾 

現代（十八世紀以後） 鍛鍊、抵制因循的風俗（越界） 以不斷地自我創造為核心 

 

各項自身技術之意涵及實踐方式，可詳郭丁熒（2015）〈大學生自身技術之研究：研究工具編

製與類型建構〉一文。 

三、自身技術的相關因素探討 

本研究以“technology of self ”搜尋 EBSCOhost、ProQuest、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發現對

Foucault 自身技術之討論，以哲學的論述性分析較多，實證研究則為數較少（Birnbaum, 2008; 

Britton & Baxter, 1999; Cahill, 2012; Hodges, 2004; Infinito, 2003; Slifkin, 2001）。其中大部分研

究（Birnbaum, 2008; Cahill, 2012; Hodges, 2004; Infinito, 2003; Slifkin, 2001）又以探討自身技術

的實踐為主，肯定傳記書寫、敘說（Britton & Baxter, 1999）、透過戲劇使用越界、鍛鍊、對話、

傾聽（Cahill, 2012）、自我反省、自我評估、自我調整（Hodges, 2004）、問題化、自我檢查

（Infinito, 2003）、反省日誌（Slifkin, 2001）、在 Facebook 呈現自己（Birnbaum, 2008）等自身

技術的運用，然並未進行背景變項之差異分析。因此，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可知目前的實證

研究大都只針對自身技術進行探討，涉及自身技術的相關因素之研究並不多見，只有Britton 和 

Baxter（1999）發現，自身技術因性別之不同而有差異。 

就自身技術因性別不同而有差異言，根據 Britton 和 Baxter（1999, p. 190）的研究，以進

入高等教育成人學生為對象，透過敘說分析及傳記等方式蒐集資料，研究結果指出，男女都

可透過故事來敘說其生活經驗，但男女各有性別特定的形式，女生多是為了「爭取機會」及

「證書主義」進大學接受教育，男生則是為了「自我轉化」，而「實現未實現的潛能」則男女

皆有。顯示男女採用不同的論述來呈現其經驗及建構自我意識。此發現有助於說明男人與女

人的範疇並非是種理所當然的分類，兩者是透過自身技術來建構自我意識的生產者，是社會

脈絡的產物，是社會建構。彰顯 Foucault 所指出性別不單只透過意識形態，同時透過每天習

以為常的時間、空間、活動來組織與管制（Bordo, 1989, p. 14）。 

除性別因素外，階級可能是相關因素。因自我意識的建構與維持是資本的一種形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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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身分認同資本。在多重資本形式交互作用的關係中影響其他形式的資本，同時也被影響

（Warin, 2015, p. 703）。由於資本不只是財富的同義詞，可以被標記上許多其他基於資源的概

念，且是一個歷程，故身分認同資本是文化資本的一種（Warin, 2015, p. 691）。因為身分認同

概念與文化資本有緊密關聯，可見「自我」是中產階級的概念，當 Foucault 強調：「將我們自

己創造成一種藝術品」（Dreyfus & Rabinow, 1983, p. 237），就已說明中產階級是如何透過每天

生活的美學化來創造自己（Skeggs, 2004, p. 136）。據此，可推論不同社經背景者，可能因文化

資本之不同，其自身技術也有所差異。 

除了性別、階級，環境因素與個人經驗也可能是相關因素，因為自身技術關係到個人的

實踐智慧，需要透過極其個別性的經驗（高宣揚，2004, p. 517），所以隨著個體的環境背景及

經驗之不同，其自身技術可能也會有所差異。據此，本研究推論大學生因其經驗之不同（如

年級不同、宗教信仰不同、關懷自身事項不同）及所處的學習環境不同（如公私立大學、大

學所在地及學院屬性），其運用自身技術的類型將有所不同。 

綜合上述，本研究在大學生自身技術的相關因素之探討，將進行大學生性別、年級別、

社經背景、有無宗教信仰、不同關懷自身事項及其就讀大學環境（公私立別、地區別、學院

別）的差異比較。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就讀於公、私立大學之日間部大學生為調查對象，不包含僑生、陸生、外籍生

及夜間部、科技大學校院與專科的學生。經採分層叢集隨機抽樣，從臺灣北、中、南、東四

區 70 所公、私立大學中（教育部，2014），抽取 24 所（34.29%），每所再隨機抽取 60 位大學

生，共計發送 1,44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361 份，回收率為 94.51%（詳表 2）。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之編製，研究者（郭丁熒，2015）係以文獻探討為基礎，經訪談 40 位大學生

編製提出量表初稿共 66 題；並請四位不同領域之大學教授（心理學、社會學、教育行政、諮

商輔導）進行專家效度審查後，增修完成 71 題之預試量表。再以 452 位大學生為樣本進行預

試。根據探索性因素分析結果，保留 44 題。包含鍛鍊、告解坦白、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

辯證、說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等九因素。茲將「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背景資料及

自身技術各層面意涵說明如下： 

（一）背景資料 

1.性別：包括男、女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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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樣本抽樣一覽 

學校  抽樣學校 抽樣樣本 

地區 公立 私立 總校數  抽樣校數 學校 寄出問卷 有效問卷 

北 18 17 35  12 國立臺灣大學、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國立政治大學、國

立中央大學、國立清華大

學、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淡

江大學、輔仁大學、世新大

學、中原大學、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720   684 

中  6  8 14   5 國立中興大學、國立彰化師

範大學、國立暨南大學、東

海大學、亞洲大學 

  300   281 

南  8  8 16   5 國立嘉義大學、國立高雄大

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

學、長榮大學 

  300   273 

東  3  2  5   2 國立宜蘭大學、慈濟大學   120   113 

小計 35 35 70  24   1,440  1,361 

  （94.51%）

 

2.年級：包括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以上，共五類。 

3.社經背景：本研究以家庭年度可支配所得由小至大，分為五等（行政院主計總處，2013），

包括 30 萬元以下、31-55 萬元、56-80 萬元、81-184 萬元、185 萬元以上五類。 

4.宗教：由受試者自填，問卷回收後再編碼，分為無、有兩類。 

5.最關心的事項：由受試者自填，本部分共有 29 題，受試者除針對每一題目勾選關心等

級外，並於最後選擇一題為最關心事項，問卷回收後，再參考研究者（郭丁熒，2014）的分

類架構，將大學生所填寫的最關心事項歸類為出路、學習、精神、身體、休閒五項，各層面

之意涵分述如下： 

(1)出路：指關心在意自己未來工作或生活的準備、目前或未來的工作機會、所學能否學

以致用等。 

(2)學習：指關心在意自己的課業、學習方法、學習表現、在升學上的準備等。 

(3)精神：指關心在意自己的性格、價值觀、情緒、信念等。 

(4)身體：指關心在意自己的運動量、健康、吃的食物、藥物使用安全等。 

(5)休閒：指關心在意自己的校內外活動、社團活動、感情狀況、交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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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私立學校別：分公立、私立兩類。 

7.學校所在地：分北、中、南、東四類。 

8.學院別：分人文社會藝術傳播、理工資訊、醫農生物科技、法商及民生學院五類。 

（二）自身技術 

1. 鍛鍊（exercise） 

係指大學生能慎思選擇、實際地操作、投入並致力於專業技巧的精進與精熟，如「透過

學習過程中所需要做的選擇（如選組、選課）」、「透過花時間投入學習或完成作業」，在大學

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第 1 至 5 題屬該層面。 

2. 告解坦白（confession） 

係指大學生能承認和坦白錯誤或弱點、針對學習或生活問題能尋求諮詢（或諮商），如「透

過禱告、告解」、「透過諮商輔導」，在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第 6 至 11 題屬該層面。 

3. 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 

係指大學生能不斷地對其面對的學習，或是生活等提出質疑，如「透過對理論提出質疑」、

「透過對生活中的各種道德規範提出質疑」，該層面以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的第 12 至 16 題

測量之。 

4. 自我檢查（self-examination） 

係指大學生能省思、能和自我的理性對話，如「透過沉思，沉澱思緒」、「透過自我對話」，

在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第 17 至 20 題屬該層面。 

5. 對話辯證（dialogue） 

係指大學生透過與教師、同學、媒體、網路……的對話討論。如「透過與經驗豐富長輩

（父母、教師……）的交談」、「透過網路、社群網站……多問多打聽」，在大學生自身技術量

表中，第 21 至 25 題屬該層面。 

6. 說真話（parrhesia） 

係指大學生能以各種方式向他人表現自己真正的理念，如「透過在課堂中說出自己真正

的想法」、「透過寫臉書、部落格等」，該層面以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的第 26 至 30 題測量之。 

7. 越界體驗（transgressive experience） 

係指大學生能不斷挑戰超越自我、冒險、創新、或異地而處以不斷開拓自由的新視野，

如「透過實際生活的冒險（如自助旅行、單車環島、爬百岳……）」、「透過轉換不同的生活環

境」，在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第 31 至 35 題屬該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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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節制（moderation） 

係由以前的苦行禁慾理解而來，指大學生能「透過親身體驗（如理財不當、健康亮紅燈、

成績下滑……）的自我節制」、「透過家人叮嚀（如不飆車、不熬夜……）的自我節制」，該層

面以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的第 36 至 40 題測量之。 

9. 觀察（observation） 

係指大學生能透過觀察來反省或改變自己，如「看到家人的辛勞」、「看到周遭家人親友

有好的成就」，在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中，第 41 至 44 題屬該層面。 

有關該量表之信度與效度考驗。首先，在效度考驗方面，根據探索性因素分析顯示，「大

學生自身技術量表」的 KMO 值為 .904，Bartlett 球形檢定值達顯著（p ＜ .001），顯示取樣

適合，故可進行因素分析，而本量表在鍛鍊、告解坦白、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

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等九個因素之解釋變異量分別為 23.37%、8.35%、6.70%、5.16%、

3.95%、3.41%、3.14%、3.04%及 2.67，累積解釋量則為 59.79%。 

其次，在信度考驗方面，根據內部一致性分析之結果，自身技術量表在鍛鍊、告解坦白、

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各分量表之 Cronbach’s α係

數分別為 .81、 .85、 .81、 .80、 .70、 .77、 .81、 .78、 .76，均大於 .70，總量表之

Cronbach’s α則為 .92，根據 Nunnally（1978, p. 245）之觀點，適當的信度係數應在 .70 以上，

據此，可知本量表信度良好。 

本研究再以正式樣本調查資料，採 SPSS Amos 22.0 版統計軟體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ML）進行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分析結果顯示，觀察變項之個別指標

信度從 .16 到 .72，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鍛鍊、告解坦白、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

說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等九個因素依序為 .93、 .86、 .88、 .88、 .84、 .83、 .82、 

.83、 .84，皆大於 .70，可見各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良好。而一階因素的平均抽取變異量分別

為 .71、 .53、 .60、 .65、 .51、 .50、 .49、 .51、 .57，除越界體驗 .49 稍低於 .50，其餘

皆達 .50 以上；二階因素的平均抽取變異量為 .79，也大於 .50（黃芳銘，2004, p. 188），根

據驗證行因素分析，也顯示本工具之成分信度、成分效度、組合效度為佳。而依據二階驗證

性因素分析適配度評鑑的結果，二階模式與資料之適配度，雖受模式複雜度的影響，未臻理

想，但整體而言，尚稱符合（郭丁熒，2015）。 

最後，本量表之填答與計分方式，乃請大學生思考「覺察自己的關心事項，我的途徑

是……」，再針對自身技術各題項之內容，就常常如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從未如此四個

選項中，選出一個與自己知覺最相近的答案。並依程度給予四至一分。至於分數之解釋，由

於本研究目的乃在瞭解大學生關懷自身技術的現況，而非進行大學生在團體內之相對位置比

較，故採絕對分數區分方式，以各題中位數為基準，將大學生自身技術的程度，分為高、中

高、中低及低（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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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學生自身技術分數等級 

層面（題數） 高 中高 中低 低 

關懷自身技術（44） 176-143.01 143.00-110.01 110.00-77.01 77-44 

鍛鍊（5） 20-16.26 16.25-12.51 12.50-8.76 8.75-50 

告解坦白（6） 24-19.51 19.50-15.01 15.00-10.51 10.50-60 

問題化（5） 20-16.26 16.25-12.51 12.50-8.76 8.75-50 

自我檢查（4） 16-13.01 13.00-10.01 10.00-7.01 7.00-40 

對話辯證（5） 20-16.26 16.25-12.51 12.50-8.76 8.75-50 

說真話（5） 20-16.26 16.25-12.51 12.50-8.76 8.75-50 

越界（5） 20-16.26 16.25-12.51 12.50-8.76 8.75-50 

節制（5） 20-16.26 16.25-12.51 12.50-8.76 8.75-50 

觀察（4） 16-13.01 13.00-10.01 10.00-7.01 7.00-40 

各題得分間隔區分 4-3.26 3.25-2.51 2.50-1.76 1.75-10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為探討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之現況，並比較不同背景變項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之差異情形。

本研究正式樣本資料回收後，乃以 SPSS for Windows 21.0 版套裝軟體中次數分配程式加以檢核

原始資料，並採用次數分配統計大學生在自身技術之人數、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偏態及

峰度；其次，採用單因子多變項分析來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大學生在自身技術上有無顯著性差

異，對達顯著水準者則進一步以薛費事後多重比較分析法考驗各組間之差異（王保進，2006）。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大學生自身技術現況之分析與討論 

（一）現況分析 

根據描述性統計分析（詳表 4）顯示，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的情形，以鍛鍊為最普遍，之

後依序為自我檢查、觀察、對話辯證、節制、問題化、越界體驗、說真話及告解坦白。除告

解坦白外，在其他八個層面與總層面，大學生自身技術的運用情形，均為中高程度。 

就偏態而言，鍛鍊、自我檢查、對話辯證、越界體驗、節制、觀察呈現左偏態，顯示大

部分大學在這些層面的得分高於平均數；而問題化、說真話及告解坦白呈現右偏態，顯示大

部分大學在這三層面的得分低於平均數。 

就峰度而言，鍛鍊、告解坦白、對話辯證、越界體驗、節制、觀察各層面的曲線是高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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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學生自身技術各層面及總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層面 題項 
單題 層面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程度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平均數

／題數a 
排序

鍛鍊 

1. 透過學習過程中所需要做

的選擇（如選組、選課） 
3.11 .61

15.68 中高 2.73 -.04 -.47 3.14 1 

2. 透過生活中需要做的選擇

（如選擇住校、住家、住

校外……） 

3.13 .60

3. 透過花時間投入學習或完

成作業 
3.10 .62

 
4. 透過與同學合作做報告 3.11 .62

5. 透過不斷練習的過程 3.23 .59

告解 

坦白 

6. 透過問神拜拜、擲茭 1.83 .85

11.49 中低 3.77 .65 -.36 1.92 9 

7. 透過算命（塔羅牌、紫微

斗數……） 
1.72 .81

8. 透過諮商輔導 2.01 .86

9. 透過就業的諮詢 1.98 .86

10. 透過禱告、告解 1.73 .89

11. 透過寫日記 2.22 .96

問題 

化 

12. 透過對理論提出質疑 2.73 .70

14.28 中高 2.60 .10 -.06 2.86 6 

13. 透過對生活中的各種價值

提出質疑 
3.09 .65

14. 透過對生活中的各種道德

規範提出質疑 
3.02 .67

15. 透過對生活中的法律制度

提出質疑 
2.76 .75

16. 透過發現社會體制的問題

所在（如賦稅制度） 
2.69 .76

自我 

檢查 

17. 透過沉思，沉澱思緒 3.29 .66

12.53 中高 2.20 -.31 -.17 3.13 2 

18. 透過自我反省 3.30 .63

19. 透過自我對話 3.20 .73

20. 透過悔悟、承認自己的錯

誤或弱點 
2.75 .8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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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學生自身技術各層面及總量表之描述性統計（續） 

層面 題項 
單題 層面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程度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平均數

／題數a 
排序

對話 

辯證 

21. 透過與同學同儕的聊天討

論 

3.30 .63

15.24 中高 2.37 -.09 -.13 3.05 4 

22. 透過與學長學姊的相互交

流 

2.70 .81

23. 透過與經驗豐富長輩（父

母、教師……）的交談 

2.80 .77

24. 透過網路、社群網站……

多問多打聽 

3.21 .69

25. 透過閱讀各種資訊（時

事、新聞、書籍、雜誌、

媒體、電影……） 

3.23 .65

說真 

話 

26. 透過在課堂中說出自己真

正的想法 

2.43 .78

12.63 中高 2.91 -.22 -.14 2.53 8 

27. 透過在社群網站中發表自

己的真正想法 

2.59 .83

28. 透過對新聞時事提出自己

的看法 

2.85 .75

29. 透過各種「意見反應管道」

（連署、投書、填問卷、

call in）來發聲 

2.22 .89

30. 透過寫臉書、部落格等 2.53 .90

越界 

體驗 

31. 透過實際生活的冒險（如

自助旅行、單車環島、爬

百岳……） 

2.72 .82

14.15 中高 2.89 -.16 .32 2.83 7 

32. 透過從事思想的創造性活

動 

2.88 .75

33. 透過轉換不同的生活環境 2.90 .74

34. 透過不斷地自我挑戰（如

考取各級證照……） 

2.79 .76

35. 透過打工或工讀經驗 2.86 .86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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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學生自身技術各層面及總量表之描述性統計（續） 

層面 題項 
單題 層面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程度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平均數

／題數a 
排序

節制 

36. 透過親身體驗（如理財不

當、健康亮紅燈、成績下

滑……）的自我節制 

3.11 .69

14.59 中高 2.49 -.46 1.43 2.92 5 

37. 透過家人叮嚀（如不飆

車、不熬夜……）的自我

節制 

3.02 .70

38. 透過師長的規勸或教誨的

自我節制 

2.87 .71

39. 透過學校規定的自我節制 2.66 .76

40. 透過社會規範（如法律、

道德……）的自我節制 

2.93 .69

觀察 

41. 看到家人的辛勞 3.30 .68

12.29 中高 2.29 -.29 -.17 3.07 3 

42. 看到周遭家人親友的健康

情形惡化 

3.02 .78

43. 看到周遭家人親友有好的

成就 

3.07 .75

44. 看到認識的人出現在榜單

上 

2.90 .82

總量表 122.71 中高 14.91 -.29 -.63   
a 平均數／題數：係各層面之平均數除以各層面之題數。 

峰，兩極端之人數較多，尤其是節制一層面；而問題化、自我檢查、說真話三層面為低闊峰，

其中問題化則接近常態分布。 

就單題平均數來看（詳表 4），以第 18 題「透過自我反省」（M＝3.30）、21 題「透過與同

學同儕的聊天討論」（M＝3.30）、41 題「看到家人的辛勞」（M＝3.30）的平均數最高，17 題

「透過沉思，沉澱思緒」（M＝3.29）次之；在這四題，大學生自身技術的運用情形，均屬於

高的程度。而第 7 題「透過算命（塔羅牌、紫微斗數……）」（M＝1.72）、第 10 題「透過禱告、

告解」（M＝1.73）、第 6 題「透過問神拜拜、擲茭」（M＝1.83）、第 9 題「透過就業的諮詢」（M

＝1.98）、第 8 題「透過諮商輔導」（M＝2.01）則是平均數最低，第 7、10 題的運用情形為低

的程度，第 6、8、9 等題則為中低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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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1. 大學生在自身技術的知覺大部分為中高程度，可能與自陳量表有關，也顯示

大學生透過自身技術來形塑自己的可能性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其自身技術之知覺，除告解坦白外，都在中高程度以上。分

析其原因：一為本研究係請大學生根據其如何覺察自己最關心事項的自身技術來填答，因此，

可能是大學生在自身技術運用上的較佳表現，以致本研究所發現之自身技術大部分在中上程

度以上；二則顯示大學生透過自身技術來形塑自己的可能性，尤其隨著九年一貫課程實施，

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理念漸普及（范信賢，1999），或是將臺灣社會民主化推向另一新階

段的太陽花學運（蔡明璋，2014）等，都讓大學生主體意識抬頭，也使主體所從屬的自身技

術機制（Foucault, 1975/1979, p. 26, 1980, p. 99），得以有展現的可能，而這從大學在「透過自

我反省」、「透過沉思，沉澱思緒」等自身技術有高程度的運用情形，也可窺之一、二。 

2. 大學生最常運用「鍛鍊」，可能與大學生的學習角色有關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以鍛鍊層面的分數最高，可能與大學生的學習角色

有關。因學習是大學生的顯著角色（role salience）（Super, 1980, p. 291），又根據本研究調查結

果，也顯示全體樣本（1,214 人）對學習關心的平均數為 18.52，程度屬中高等級（詳表 5），

而鍛鍊層面中所指的在學習中做選擇（如選組、選課）、在生活中做選擇（如選擇住校、住家、

住校外……）、花時間投入學習或完成作業、與同學合作做報告、或不斷練習等，都與學習有

關，是大學生每日須面對或處理的，因此，大學生經由鍛鍊來行使自身技術，是較為常見的。 

表 5 

大學生關心事項各層面平均數、標準差 

關心事項的層面 層面題數 層面平均數 層面標準差 
層面平均數／

題數a 
程度等級 

出路 7 23.26 3.09 3.32 高 

學習 6 18.52 2.99 3.09 中高 

精神 5 16.52 2.50 3.30 高 

身體 5 15.04 2.76 3.01 中高 

休閒 5 14.96 2.49 2.99 中高 
a 層面平均數／題數：係各層面之平均數除以各層面之題數。 

3. 大學生較不常運用「告解坦白」，可能與教育程度及文化差異有關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以告解坦白層面的分數最低，此層面中「透過算命

（塔羅牌、紫微斗數……）」、「透過禱告、告解」、「透過問神拜拜、擲茭」、「透過就業的諮詢」、

「透過諮商輔導」等題項的單題平均數也是最低（詳表 4），可能與教育程度及文化差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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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教育程度有關而言，雖「透過算命（塔羅牌、紫微斗數……）」及「透過問神拜拜、

擲茭」之途徑為臺灣民間信仰，然根據王震武、林文瑛與張郡雯（2011, p. 467）以小學生、中

學生、大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命相、風水或鬼神議題的接受度，會隨著受教育年

限的增長而趨於下降，簡言之，大學生因接受教育而將「透過算命（塔羅牌、紫微斗數……）」

及「透過問神拜拜、擲茭」視為迷信，導致較少採用這些自身技術。 

就與文化差異有關言，此發現也顯示大學生對如何覺察自身關懷事項，透過尋求諮商輔

導的機制也是較少的，可能因心理學或輔導都源自西方（程小蘋，2009, p. 323），臺灣人不像

歐美對於心理諮商或心理治療有那麼高的接受度。 

二、大學生自身技術的相關因素分析與討論 

此部分研究之結果，從表 6 可知：大學生自身技術會因性別、年級、社經背景、宗教、

關心事項、公私立別、學校所在地及學院之不同而有差異。其中，社經地位經事後比較，發

現各組兩兩間並無顯著差異。各變項在自身技術各層面的差異情形之分析討論說明如下： 

（一）不同性別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自身技術因其性別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在問題化和說真話上，

男生顯著高於女生；在鍛鍊、告解坦白、自我檢查、節制等層面，是女生顯著高於男生。此

發現說明男、女各有性別特定的形式或技術來建構自我，與 Britton 和 Baxter（1999）的研究

有相符之處。其中，男生較女生常使用問題化和說真話等自身技術，可能是男生有較高的開

放性與創造性（Karakitapoğlu-Aygün, 2004）。 

至於女生在鍛鍊、告解坦白、自我檢查、節制等層面分數較高，究其原因，較常採鍛鍊，

可能與女生較主動學習（劉若蘭，2009）有關；較常採告解坦白，則可能是女生不像男生有

性別束縛而較能表達情緒（Pollack, 2006, p. 191）有關；而較常採自我檢查，則可能與 Mpofu

（1994）的研究發現，女生有較高的道德性有關；至於，較常採節制，則可能是因女生較受

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ability）（Karakitapoğlu-Aygün, 2004）而易有所節制。 

（二）不同年級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自身技術因其年級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經事後比較，發現主要

是在節制與觀察兩個層面，都是大一學生顯著高於大二學生。由於大一為覺察關心事項的重

要時刻（郭丁熒，2014），尤其大一是從高中轉換進到大學，加上大部分大一生都是第一次離

家外宿的（邱珍琬，2011），在面對新環境及轉換的時刻，有可能讓大一生多觀察並節制。 

（三）不同社經背景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自身技術因其社經背景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惟經事後比較，發

現各組兩兩之間並無顯著差異。雖然根據文獻探討，「自我」是中產階級的概念（W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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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背景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單因子多變項分析及事後比較 

自變項（N） 依變項 多變項（λ） 單變項（F） 事後比較 Eta2 

性別（1,320）  .94***   .059 

1. 男（652） 鍛鍊  17.10*** 2＞1  

2. 女（668） 告解坦白  4.08*** 2＞1  

 問題化  21.49*** 1＞2  

 自我檢查  7.17*** 2＞1  

 對話辯證  2.30*** －  

 說真話  7.39*** 1＞2  

 越界體驗  0.00*** －  

 節制  4.57*** 2＞1  

 觀察  0.25*** －  

年級（1,320）  .96***   .010 

1. 一年級（421） 鍛鍊  2.12*** －  

2. 二年級（280） 告解坦白  0.04*** －  

3. 三年級（434） 問題化  1.61*** －  

4. 四年級（172） 自我檢查  1.13*** －  

5. 五年級以上（13） 對話辯證  0.61*** －  

 說真話  0.65*** －  

 越界體驗  0.84*** －  

 節制  4.58*** 1＞2  

 觀察  3.60*** 1＞2  

社經背景（1,280）  .96***   .011 

1. 低（394） 鍛鍊  2.28*** －  

2. 中低（393） 告解坦白  1.59*** －  

3. 中（280） 問題化  2.18*** －  

4. 中高（185） 自我檢查  0.82*** －  

5. 高（28） 對話辯證  1.19*** －  

 說真話  1.19*** －  

 越界體驗  0.25*** －  

 節制  2.13*** －  

 觀察  0.38*** －  

宗教（1,238）  .97***   .035 

1. 無（711） 鍛鍊  35.71*** 2＞1  

2. 有（527） 告解坦白  330.86*** 2＞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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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背景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單因子多變項分析及事後比較（續） 

自變項（N） 依變項 多變項（λ） 單變項（F） 事後比較 Eta2 

 問題化  2.40*** －  

 自我檢查  17.31*** 2＞1  

 對話辯證  6.64*** 2＞1  

 說真話  10.54*** 2＞1  

 越界體驗  2.67*** －  

 節制  21.46*** 2＞1  

 觀察  9.86*** 2＞1  

最關心事項（1,214）  .91***   .023 

1. 出路（490） 鍛鍊  2.26*** －  

2. 學習（79） 告解坦白  2.05*** －  

3. 精神（311） 問題化  3.95*** 2＞4、3＞4  

4. 身體（143） 自我檢查  3.23*** －  

5. 休閒（191） 對話辯證  0.33*** －  

 說真話  4.02*** 5＞1、5＞4  

 越界體驗  0.18*** －  

 節制  5.56*** 1＞3、2＞3、2＞5  

 觀察  3.11*** 1＞3  

公私立別（1,320）  .97***   .026 

1. 公立（689） 鍛鍊  0.28*** －  

2. 私立（631） 告解坦白  14.03*** 2＞1  

 問題化  0.34*** －  

 自我檢查  4.86*** 1＞2  

 對話辯證  0.15*** －  

 說真話  8.32*** 2＞1  

 越界體驗  6.29*** 2＞1  

 節制  0.42*** －  

 觀察  3.48*** －  

學校所在地（1,320）  .96***   .014 

1. 北部（663） 鍛鍊  1.92*** －  

2. 中部（273） 告解坦白  1.03*** －  

3. 南部（278） 問題化  5.80*** 1＞3  

4. 東部（106） 自我檢查  2.56***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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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背景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單因子多變項分析及事後比較（續） 

自變項（N） 依變項 多變項（λ） 單變項（F） 事後比較 Eta2 

 對話辯證  0.36*** －  

 說真話  1.60*** －  

 越界體驗  0.26*** －  

 節制  0.68*** －  

 觀察  2.42*** －  

學院別（1,318）  .92***   .019 

1. 人文社會藝術傳 

播（381） 

鍛鍊  1.84*** －  

2. 理工資訊（292） 告解坦白  2.33*** －  

3. 醫農生物科技 

（270） 

問題化  4.46*** －  

4. 法商（315） 自我檢查  4.22*** 1＞5  

5. 民生（60） 對話辯證  2.52*** －  

 說真話  3.04*** －  

 越界體驗  0.83*** －  

 節制  0.85*** －  

 觀察  4.30*** 3＞1、4＞1  

*p ＜ .05. **p ＜ .01. ***p ＜ .001. 

2015），推論自身技術可能因不同社經背景者文化資本之不同而有所差異。惟此推論並未獲證

實，究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以家庭年度可支配所得（行政院主計總處，2013）來分析大學生

的社經背景，無法瞭解文化資本之差異情形。 

（四）不同宗教信仰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根據本研究統計分析，發現大學生自身技術因其有無宗教信仰而有差異（詳表 6）。經事

後比較，發現在鍛鍊、告解坦白、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節制和觀察等七個層面，

都是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者。究其原因，可能如前所述，是因自身技術

在發展過程中，受基督教影響，深植自我淨化的宗教功夫（何乏筆，2003, p. 97），尤其宗教

已被研究發現是為人的內在資源力量，有助個體定位生命意義與目標（陳秉華、程玲玲、范

嵐欣、莊雅婷，2013），因此，在大部分層面，有宗教信仰者在自身技術的運用上，較無宗教

信仰者來得普遍。 

（五）不同關心事項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依研究者（郭丁熒，2014）的分類架構，將大學生所填寫的最關心的事項分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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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學習、精神、身體、休閒五大類，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大學生在問題化、自我檢查、說

真話、節制、觀察等自身技術，因其最關心事項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惟經事後比較，發

現除自我檢查在各組間無顯著差異外，有以下發現：1.最關心學習和精神事項者採取問題化，

顯著高於最關心身體事項者；2.最關心休閒事項者採取說真話，顯著高於最關心出路、身體事

項者；3.最關心出路和學習事項者採取節制，顯著高於最關心精神事項者，最關心學習事項者

採此技術，也顯著高於最關心休閒事項者；4.關心出路事項者採取觀察，顯著高於最關心精神

事項者。簡言之，最關心出路事項者較常採用節制和觀察；最關心學習事項者較常採取問題

化和節制；最關心休閒事項者較常採取說真話。 

就最關心出路和學習事項者，較明顯採取節制言，Foucault 在《性史》中，指出古代的性

活動和性快感等問題，都會歸結到節制的美德，因透過性節制，人才能成為性慾或性享樂的

主體（黃瑞祺，2003, pp. 21, 23）。何乏筆（2003, p. 88）也指出就今日而言，自我節制仍有其

意義，現今的一般活動，如健身、運動、減肥便是。據此，可知大學生若要有好的學習表現

或工作機會，實需對其翹課、上網、打電動、熬夜等有所節制，可能使關心出路、學習的大

學生，較明顯採用此技術。此外，關心出路者，因較留意工作機會或對家人的責任，有可能

多採用觀察以留意周遭的人、事、物。而關心學習者，較常採問題化，則可能與關心學習者

在學習上的追根究柢有關。 

至於最關懷休閒者較常用說真話，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休閒涵蓋對校內外活動、社團活

動、社群、交友等之關注，而在說真話中，人總是盡可能以直接的方式向他人表現自己真正

的理念，人同時是發聲的主體和「被表達的內容」之主體（Foucault, 2001/2005, p. 49），故採

用說真話，可讓最關懷休閒者得以表達真正理念。 

其中自我檢查雖發現會因關心事項之不同而有差異，然經事後比較，則各組間無顯著差

異，可能是對自己最關心事項之覺察，就是透過自我檢查，因此，不論最關心事項為何，在

自我檢查的運用可能無明顯差異。 

（六）公、私立大學的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經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大學生自身技術因其就讀公、私立大學之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問題化層面，公立大學學生顯著高於私立大學學生；在告解坦白、

說真話、越界體驗等層面，則是私立大學學生顯著高於公立大學學生。 

首先，公立大學學生在問題化的層面得分較高，可能是公立學校學生入學成績的分布較

私立學校學生為高，學術傾向較高（楊朝祥，2002, p. 111），因此，採探究的問題化技術較為

明顯。而私立大學學生在越界體驗層面得分高，可能與其學費負擔重，較多學生打工（胡蘭

沁，2007, p. 106），以致有較多機會體驗不同於學校的生活有關；至於私立大學學生在告解坦

白、說真話等層面得分高，則可能是因在家庭或學校資源較為劣勢（劉若蘭、林大森，2011），

為解決問題或爭取資源，而較常尋求輔導或發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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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學校所在地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經統計分析後，發現大學生自身技術因其就讀大學所在地之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經事後比較，發現在問題化層面，北部學生顯著高於南部學生，這可能是因北部較為國

際化、城市性格強、每個人都有自己的自主性、消息來源較多元，相較之下，南部社區感較

強，同樣的話會不斷被反芻，易形成想法一致性（南方朔，2004），以致面對學習、生活、社

會各種現象，北部學生較為明顯採取問題化的質疑。 

（八）不同學院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分析與討論 

經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在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觀察等自身

技術因其就讀學院之不同而有差異（詳表 6）。惟經事後比較，發現在自我檢查層面，人文社

會藝術傳播學院的學生，顯著高於民生學院學生；在觀察層面，醫農生物科技學院和法商學

院學生，都顯著高於人文社會藝術傳播學院學生。人文社會藝術傳播學院的學生，多採用自

我檢查，試分析其原因，可能與人文社會藝術傳播等學科較強調省思有關；而醫農生物科技

學院，可能因有較多實驗課需要觀察實驗變化、或至戶外採集與做觀察紀錄，致使學生在「觀

察」的得分較高，惟這部分仍有待後續研究繼續探究。 

至於在問題化、對話辯證、說真話等技術，雖發現因學院別不同而有差異，但經事後比

較，不同學院學生在這三項自身技術都未達顯著差異，試分析其原因，可能是不同於傳統講

述的提問教學或對話（Freire, 1970/1999）漸漸普遍，在各學院之採用情形並無差異，致使大

學生在問題化、對話辯證、說真話的運用，不因其就讀學院之不同而有差異。 

綜觀上述不同背景的大學生自身技術之差異比較，本研究發現，除了「社經背經」一變

項無顯著差異外，在性別、年級、社經背景、宗教、關心事項、公私立別、學校所在地及學

院等背景變項之事後比較，組別間存有顯著差異，並歸納如表 7 所示。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大學生的自身技術包括鍛鍊、告解坦白、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說

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等九類，運用情形大都為中高程度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會使用自身技術來對自己的問題進行思考與處理，主要類型包

括鍛鍊、告解坦白、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越界體驗、節制、觀察等九類。

除告解坦白外，在其他八層面與總層面，大學生自身技術的運用情形均為中高程度，除了因

本研究係大學生針對最關心事項的自身技術來填答外，也顯示大學生主體意識抬頭，透過自

身技術來形塑自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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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背景大學生自身技術差異比較一覽 

層面 
背景變項 

性別 年級 社經背景 宗教 關心事項 公、私立 學校所在地 學院別 

鍛鍊 女＞男 － － 有＞無 － － －  

告解坦白 女＞男 － － 有＞無 － 
私立＞

公立 
－  

問題化 男＞女 － － － 
學習＞身體

精神＞身體
－ 北部＞南部  

自我檢查 女＞男 － － 有＞無 － 
公立＞

私立 
－ 人文＞民生

對話辯證 － － － 有＞無 － － －  

說真話 男＞女 － － 有＞無
休閒＞出路

休閒＞身體

私立＞

公立 
－  

越界體驗 － － － － － 
私立＞

公立 
－  

節制 女＞男 一＞二 － 有＞無

出路＞精神

學習＞精神

學習＞休閒

－ －  

觀察 － 一＞二 － 有＞無 出路＞精神 － － 

醫農生科＞

人文 

法商＞人文

 

（二）大學生最常採用的自身技術是鍛鍊，而最不常採用的是告解坦白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以鍛鍊層面的分數最高，可能與大學生的學習角色

有關，因身為大學生，學習便是其顯著角色行為，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經由學習中的鍛鍊來

行使自身技術較為容易。此外，大學生最不常採用告解坦白，可能與文化差異有關，一則因

我國非以基督教立國，因此像告解、懺悔、坦白等自我淨化技術，在運用上便較不普遍；二

則可能因心理學或輔導都源自西方，國人不像歐美對於心理諮商、或心理治療有那麼高的接

受度。 

（三）大學生採用的自身技術因其背景之不同而呈現多樣性，其中以有宗教信仰者

最為多元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採用的自身技術因其背景之不同而呈現多樣性，如男生較常採



 

 

 

 

 

 

 

郭丁熒 191不同大學生的自身技術

用問題化與說真話；女生較常採用鍛鍊、告解坦白、自我檢查、節制；大一學生、關注出路

事項者，都較會採用節制與觀察；關注學習事項者較會採用問題化與觀察；關注精神事項者

較會採取問題化；而最關注休閒事項者較常採取說真話；此外，公立學校大學生較常採取自

我檢查，而私立學校學生則較常採用告解坦白、說真話、越界體驗；就學校所在地而言，在

北部就讀大學的學生較會採用問題化；就學院別而言，則是人文社會傳播藝術學院學生較常

採用自我檢查，醫農生物科技學院學生和法商學院學生比較常採用觀察。尤其有宗教信仰者

採用的自身技術最為多元，在鍛鍊、告解坦白、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節制和觀察

等七個層面，都是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 

二、建議 

（一）大學生可透過自己擅長的自身技術，達到治理自我之可能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會使用自身技術來對自己的問題進行思考與處理，九類自身技

術中，除告解坦白外，在鍛鍊、問題化、自我檢查、對話辯證、說真話、越界體驗、節制、

觀察等八層面與總層面，大學生自身技術的運用情形，均為中高程度，且大學生採用的自身

技術因其背景之不同而呈現多樣性，顯示自身技術不是全有或全無，大學生能依自己的狀況，

以不同程度運用自身技術來覺察自身關注事項。由於自身技術是對自我問題（如自己身體、

靈魂、思想、行為和生存方式等）的思考與處理，是一種生活技巧、生存技藝及生活風格，

有助引導自身走出現狀的困境、創造自身的幸福美好生活，是美學的主體化。因此，面對各

界所提出知識份子弱化、失去靈魂的優秀、或透明的存在之批判，大學生依自己不同的背景

狀況，透過強調主體性與主動性的自身技術，來發現自我、形塑自我、治理自我，是有其可

行性。 

（二）大學教育工作者可多結合鍛鍊、自我檢查、觀察等來設計課程，以協助大學

生自身技術之精進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的情形，以鍛鍊為最普遍，其次為自我檢查、觀

察，且這三個層面呈現左偏態，顯示大部分大學在這些層面的得分高於平均數，是大學生較

常採用的。因此，大學教育工作者若能多結合鍛鍊、自我檢查、觀察等來設計課程，以協助

大學生在自身技術之精進，當有助益效果。例如，安排實作、設計有挑戰難度的作業、穿插

合作學習等，可增進大學生的鍛鍊層面之自身技術；設計省思單、規劃學習檔案，有助大學

生在自我檢查之精進；而安排觀摩課程、納入同儕評量則有助提升大學生的觀察。 

（三）大學可致力思索賦予學生輔導中心新圖像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最不常採用的自身技術為告解坦白，除了我國非以基督教立國，

因此像告解、懺悔、坦白等自我淨化技術，在運用上便較不普遍；也可能因心理學或輔導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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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西方，國人不像歐美對於心理諮商、或心理治療有那麼高的接受度。因此，雖然大學均

已設置學生輔導中心，但對學生和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普遍存在有問題或心理生病才需要到

學生輔導中心之刻板印象，為打破以往學生輔導中心之刻板印象，包括在命名、目標定位、

空間規劃……都可以有所努力，如可以舉辦全校學生為輔導中心命名活動，大學賦予輔導中

心新圖像，不但可拉近輔導中心與學生之距離，也可讓學生在告解坦白層面的運用上，有所

提升。 

（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可多以對話溝通來面對大學生的發聲與訴求 

根據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在說真話層面之得分，僅高於告解坦白，且說真話與告解坦白

相同，均呈現右偏態，顯示大部分學生較少採用說真話。在說真話中，人總是以盡可能直接

的方式向他人表現自己真正的理念，才能同時是發聲的主體和「被表達的內容」之主體

（Foucault, 2001/2005, p. 49）。然由於說真話常考慮「誰能說真話？」、「跟什麼有關？」、「有

哪些後果？」、「跟權力有什麼關係？」，可見說真話從來都不是說真話，它是一項社會行動（姚

人多，2005, p. 9），為鼓勵大學生能成為發聲和被表達內容的主體，教育行政主觀機關在面對

大學生各項發聲或訴求時，宜以對話溝通來面對，才能一方面促進社會改進，一方面也培養

大學生的主體性，達到雙贏。 

（五）未來研究可採交叉驗證或效標關聯效度來驗證研究工具之效度，並進一步探

討自身技術與教育學習變項之關聯性 

本研究使用正式樣本，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來驗證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因素結構的適

切性，因受到正式樣本數較大的影響，導致某些指標未盡理想，未來可嘗試將正式樣本隨機

分成兩個樣本，以第一個樣本進行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而以第二個樣本來交叉驗證第一個

樣本的分析結果，以證實量表的潛在因素結構。另也可與自身技術意涵有關之自我管理量表

為參照，建立大學生自身技術量表之效標關聯效度，以強化本研究工具之效度。此外，由於

本研究僅在瞭解大學生運用自身技術之現況，並比較不同背景變項大學生的自身技術之差異

情形，因此，為增加自身技術在教育學習之推廣應用，未來研究可著重在大學生自身技術與

教育學習變項（如學習成效、學習態度、學習適應……）間關聯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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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survey the current status of undergraduates’ 

technologies-of-self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technologies-of-self for under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subjects were 1,361 undergraduate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study 

by using “The Technologies-of-Self Inventory for Undergraduates” as an instrument. The protocol of 

this instrument was prepared according to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obtained from interviewing 40 

undergraduates, whereas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nstrument were established using a 

subsequent pretest in which 452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stud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rough frequency distribution, MONOVA, and a Scheffé Post Hoc 

Test by using SPSS for Windows 21.0 as softwar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undergraduates adopted nine types of technologies-of-self: exercise, confession, problematization, 

self-examination, dialogue, parrhesia, transgressive experience, moderation, and observation. Their 

use of technologies-of-self was determined to be medium–high. The exercise technology was most 

often adopted by the undergraduates, whereas the confession technology was the most seldom used. 

The frequent use of exercise technology may have occurred because learning is the salient role of 

undergraduates, whereas the infrequent use of confession technology may have resulted from 

educational or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Undergraduates with a 

specific religious belief adopted more technologies-of-self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no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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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belief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mply that self-discovery and self-form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undergraduates through technologies-of-self. 

Keywords: undergraduate, self, technologies-of-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