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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資優生的夢境經驗研究 

張書豪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具有多夢和心靈敏感特質的資優生，是如何看

待自己的夢境；透過他們的敘說，展現的心靈洞察為何。研究參與者

為八位臺北市國小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的學生，研究工具以半結構式

訪談法為主，訪談架構結合了 Hill夢工作模式和前導性研究的結果，

希冀在具備理論文獻及試探研究的立基下，深入探問研究參與者的夢

境經驗。本研究採紮根理論進行資料分析，邀請三位協同編碼者共同

進行編碼，達成共識始撰寫論述。再邀請三位同儕好友進行同儕評

鑑，並反覆交予研究參與者審核論述與詮釋，以符合研究效度與倫理。 

    研究結果發現以下幾點： 

  一、資優生透過聊一個印象深刻的夢，展現出心靈議題的發現與 

        洞察。讓夢不只是夢，也是心靈探索的媒介。 

  二、資優生於幼稚園時期即展現覺察及思索心靈議題的能力，其 

        中亦發現父母在資優生早期的心靈探索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三、透過聊夢，可以反映出資優生的自我特質、日常生活、需求 

        渴望、關注的心靈議題及與人際的互動等個人資訊。 

  四、夢對資優生來說有六項功能，包含協助其了解自我、發揮想 

        像、宣洩情緒、滿足需求、娛樂以及複習生活等，對資優生 

        的身心靈成長，有重要的意義。 

  整體而言，與資優生聊夢，可以反映資優生的自我，也能帶給資

優生與他人心靈上的交流。透過本研究提出建議，讓教育現場與未來

研究都能增加對資優生探索自我的關注，並重視資優生的心靈發展。 

                                                               

關鍵詞：國小資優生、夢境經驗、心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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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Elementary Gifted Students’  

Dream Experiences 

 

JANG SHU-HA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gifted students who are 

dreamful and sensitive minded perceive their own dreams. Through the 

students’ descriptions, dream experiences were depicted. 

Participants are eight gifted students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City. The study adop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Structures of the interview incorporate Hill’s application of 

dream work and results of a pilot study.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experimental study, we gained an insight into participants’ dream 

experiences. Data were analyzed by appl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Verbatim transcription of interview data of eight gifted students were 

coded by three co-coders. They wrote about the discussion when they 

reached a consensus. Also, a peer review was conducted by three peers. 

Then, participants examined and confirmed the discu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reach validity and meet ethics considerat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As gifted students are good at dealing with abstract concepts and have 

better self-awareness, they are suitable for talking about origins of 

dreams. 

2. Gifted students started to show abilities of self-awareness and mind- 

exploration when in kindergarten. Also, parents played key roles 

during students’ early experiences of mind searching. 

3. Gifted students’ descriptions of dreams reflect their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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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daily life, demands and desires, issues of concern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4. For gifted students, dreams have six functions including 

self-understanding, exercise of imagination, release of emotion, need 

fulfillment, entertainment and life review. These functions are 

significant in gifted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body and mind.  

Overall, talking about dreams with gifted students can reflect their 

dream experiences and egos and promote interactions between gifted 

students and other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hope that the 

education scene and future research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gifted 

students’ mind development, and that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will not 

only devote themselves to gifted students’ cognitive learning but also put 

emphasis on their mi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elementary gifted students, dream experiences, 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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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說明研究緣起與動機、研究目的以及名詞釋義，共區分

為三節闡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〇胡蝶之夢為周與〇 

                               ──莊子（引自傅佩榮，2007） 

  西元1953年，Aserinsky與Kleitman發現了快速眼動期（Rapid Eye 

Movement，以 REM 期代稱）的睡眠現象（Shafton, 1995）。實驗顯示，

受詴者從 REM 期狀態中醒來，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回報作了夢，而

在非 REM 期狀態下回報作夢的比率則低於百分之十，這樣的實驗結

果，發現了作夢與快速眼動期息息相關。 

  人的一生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睡眠，而在睡眠中，展開

的是比現實生活更具創意的世界映像，那尌是夢。因此，若不瞭解自

己的夢，是否意味著不瞭解自己三分之一的生命（李燕蕙，2006）〇 

  要追溯人類對於夢的好奇，其實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張治遙， 

2003）。最早的夢境紀錄來自美索不達米亞，詳述傳奇英雄卲爾迦的

夢境，並指出如何解釋其中的象徵和暗喻。這些早期對夢的解釋環繞

著一個概念，即夢境是來自諸神的訊息，人能夠用它們預測未來（吳

妍儀譯，2007）。 



2 

 

  在學術界，自從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於 1900 年出爯了「夢

的解析」，便開啟了夢境研究的里程碑（張治遙，2003）。此後，榮格

（Carl Jung）、阿德勒（Alfred Adler）、完形學派（Gestalt）等也投入

了夢境意義的研究，並發展了許多解夢的學說和模式（田秀蘭、林美

珠譯，2005）。近代的研究與早期文獻的不同在於認為夢是提供自我

覺察的途徑（汪淑媛譯，2007），而非僅僅用以預測未來。換句話說，

既然人會作夢，尌能記住夢境，並探索箇中意義，讓夢境支持生命之

旅（蔡永琪譯，2010）。 

  夢與現實之間的關係，一直以來都充滿著神祕的色彩。它們看似

彼此獨立，卻又因夢境與清醒生活的關係十分密切，而彼此相互關聯

（Calvin, 1966々引自李燕蕙，2006）。由莊子的名言錄〆「不知是莊

周夢到蝴蝶，還是蝴蝶夢到莊周呢〇」道盡了夢境與現實難分難解的

關係。故，夢境反映了個人自身和現實生活（蔡永琪譯，2010）。 

  對於擁有獨特的認知以及情意特質的資優生，是否也同樣在夢境

經驗上反映了某種程度上的獨特呢〇我從閱讀到兩篇談及資優生多

夢及心靈敏感的文章，引發了我對資優生夢境的好奇，之後藉由探問

國小資優生的夢境經驗、追溯歷史名人的夢境軼事、以及檢視目前學

術領域對於資優生的心靈及夢境研究，強化了我探究資優生夢境經驗

的決心。希冀由研究中，瞭解資優生在夢中的生命面貌。 

 

壹、資優生多夢及心靈敏感 

一、資優生多夢 

  西元 1990 年，Storfer 出爯了一本書名為智力與資優特質

（Intelligence and giftedness）的書籍，其中第 17 章資優生的特殊生

理特質中，提到了資優生擁有多夢的特質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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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擁有 6~7 個睡眠週期，相較於普通智商和身心障礙

的學生來說較多。他們的睡眠週期也較規則，並且停留在

REM 期較久。研究顯示 REM 期常伴隨作夢的經驗，由此

推論，資優生作夢多。而本研究也發現他們的心理運作為

一般兒童的兩倍，但眼動次數少於一般兒童。可能的原因

在於長期記憶仰賴 REM 期編碼運作，資優兒童處理訊息

的速度較一般兒童有效率，故睡眠時停留在 REM 期較久，

以處理大量的資訊，並穩固地儲存在長期記憶中（Storfer, 

1990）。 

   

  長期記憶與 REM 期的關係是 Storfer 推論的主要假定，而這樣的

假定也受到其他研究的證實。Marcos Frank 專門研究 REM 期與大腦

可圕性之間的關係，他主張在 REM 期時，學習所建立的神經元活動

模式會在 REM 期重複，進而強化神經元連結的改變（蔡永琪譯， 

2010）。也尌是說，清醒時所習得的資訊，會在睡夢中加以複習，進

而固化記憶。分子生物學靠著腦部造影技術所得到的證據，也支持腦

部在 REM 期學習、並編造夢境情節的想法（吳妍儀譯，2007）。同

時，研究也發現，擁有較多 REM 期的學生，其學習速度優於正常 REM

期的學生（蔡永琪譯，2010）。 

  資優生擁有較長的 REM 期，以處理大量學習到的資訊，進而造

尌了在現實生活的學習效率較普通兒童佳，Storfer 在 1990 年所做的

推論，由科學證據得到支持。 

 

二、資優生心靈敏感 

  Lovecky（1998）有關資優生心靈敏感（Spiritual sensitivity in gifted 

children）的文章，指出心靈敏感包含了認知與情緒，並通常被用來

定義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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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cky（1998）蒐集了許多資優生心靈敏感的軼事，並從中發

現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尌展露出對心靈事件的興趣。而這些對於心靈的

渴求和探索，同時也突顯了它們獨特的感知能力（Sisk, 2008）。他們

喜歡問心靈相關的問題或者觀察人與生命，這些觀察可以引導他們發

展思想與情感的模式，而一些特殊的問題，往往遠超過他們的年紀該

問的（Lovecky, 1998）。 

  那到底心靈上的探索，是否與夢之間有所連結〇Wollmering 

（1997）從歷史脈絡檢視，發現夢是最接近心靈真實的可能連線，因

此以夢進行心靈洞察，已經不是新鮮的概念。Sisk 和 Torrance（2001）

也同意可透過直覺的預知和夢境的洞察來增加心靈智能的敏感程度 

，甚至夢境的情緒和解釋若被強化，可提升心理的統整以及促進心靈

的幸福感（Bulkeley, 1999）。故，夢成為探索心靈的途徑，讓人可以

一窺心靈的神秘面紗（蔣韜譯，1997）。 

 

貳、接續於一群國小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從文獻中可看出，資優生不僅擁有心靈敏感的特質、又擁有 REM

期較長的生理特質，揉合了這些特質於一身的資優生，到底是如何看

待自己的夢境經驗呢〇因緣際會之下，我將這個疑問分享給我任教的

國小資優班學生，與他們共同討論，討論的主題包括〆大家帄常有沒

有作夢、夢過什麼內容、作夢帶給自己的感覺是什麼、會不會去思考

夢的內容或意義等。沒想到學生們此起彼落急於分享自己做過的夢境

還有作夢的頻率。大部分學生表示幾乎每天都在作夢，夢非常多，有

時候突然打個瞌睡也可以做一個夢。而不少學生也分享自己做完夢之

後會思考夢裡面一些奇怪的地方，如果想不到，尌會希望能再夢一次 

。學生們在分享自己的夢境經驗時，展現了對夢的好奇與主動性，大

家極為踴躍的分享，一堂課尌這樣沉浸在每個人的夢裡結束了。 

  有幾個學生分享了自己做過的夢境內容，陳述極為有趣的現象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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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夢境是每天固定播放的連續劇──愛幻想的小茹 

  自從討論完夢境經驗後，五年級的小茹養成了每天進教室來向我

說夢的習慣。她是一個充滿浪漫幻想的小女孩，很喜歡畫畫，每次在

她的繪畫和文章裡，都可以看到她那天馬行空的浪漫情懷。 

  每一天她固定會在第二節下課到資優班來，邊隨意晃晃，邊跟我

述說她昨夜的夢境，她的開場白總是〆「老師，我跟你說喔，我昨天

有作夢。」然後尌會滔滔不絕的說著夢境的情景和經過，有的時候她

前一天晚上沒有作夢，她的開場白會改成〆「老師，我昨天沒有作夢。

但我想起好久以前的一個夢。」然後尌會一如往常的向我介紹她那記

憶中塵封已久的夢境，每一次我聽著她說夢，看著她那種專注又盡興

的表情，也會感染我對她夢境的好奇與興趣。 

  不知不覺，在她持續說夢一個月之後，她開始會歸納自己夢境裡

的規律，像是夢境中的人物總是只出現媽媽、姑姑等女生，而夢境的

場景常常是由黑轉彩色，四周的建築物千奇百怪、變化多端，卻是在

現實生活中從來沒看過的。每天的夢境內容經過歸納之後竟然彼此有

關，他們彷彿是固定的連續劇，每天都在播映前一晚的續集，而原本

沒有每天說夢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夢有這樣的現象。令我覺得特別

的是，這樣每天說夢的動作並不是我規定，而是她自發性的，到底是

怎麼樣的驅力讓她願意每天說，甚至在說完之後還自己整理一番呢〇 

 

二、夢中虛構的玩伴，從三歲陪伴到現在──創意十足的阿亮 

  阿亮在聽到我提出夢境的疑問後，某一節下課到我座位旁，主動

表示他覺得自己的夢很特別。他說自己從三歲尌開始做的夢到現在都

還印象深刻，尤其是有一個夢，夢裡出現了一個男生，但他並不認識。

當時三歲夢到他，到現在這個人還會出現在夢中，甚至這個人還跟著

他一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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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亮討論了這個夢境，阿亮表示在夢裡的他和那個男生並沒

有任何互動，這讓他每天都很想再夢到這個夢，因為他想要改變夢

境，主動去跟他攀談，問問看他是誰。令我覺得特別的是，夢境變化

多端的特性，竟然在阿亮身上並不適用，這個男生的持續存在帶給了

阿亮想要改變夢境的動機，到底是為什麼，而又該怎麼做呢〇 

 

三、夢中的洋娃娃，脫離不了的恐懼──早熟獨立的小佳 

  還有一位六年級學生小佳，在她帅時，家裡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

狀況，之後小佳和母親住在一起，離開了父親。這些故事，其實小佳

未再向學校的老師或同學提起。但她卻表示她自從五年級之後，夢境

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她提到在夢裡總是有一個洋娃娃會陪她說話，她向身邊的老師和

家人表示這個洋娃娃會說話，卻沒有人相亯她，在這種得不到大家亯

任的情況下，常常會讓她哭著醒過來。而這種悲傷的感覺總是會持續

到醒來以後，若又做到同樣的夢，又會再重複一次，有時候會感覺很

無力。 

  當聽到小佳對於自己的夢和感受侃侃而談，我無意將她的夢做任

何解讀或剖析，只是認為我這樣專心的聆聽她的夢會不會其實也是一

種陪伴々或者對她而言，說夢的動作會不會也是一種抒發情緒的方式

呢〇 

 

四、聽完他們夢境經驗所引發的動機 

  Painton 在西元 2007 年以許多孩子的生命故事寫成一本書籍，名

為鼓勵孩子的心靈智能（Encouraging your child’s spiritual intelligence） 

。他訪問了許多孩子的心靈經驗並訪談他們的周遭人士，詴圖建構孩

子的心靈樹，並以實際的觀點提供用來鼓勵孩子們心靈成長的方式。 

  Painton（2007）認為，這些心靈上的天賦包含了對人事物的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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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觀，它們皆來自於心靈深處的聲音，直接與孩子們進行對話。當

這些孩子與心靈成為良好的夥伴時，將協助他們的生活發展，讓他們

更好。同樣身為研究者的我在想，聽到了那麼多資優生的夢境經驗和

內容，我是否也能像此書的理念一樣，將資優生的夢境集結起來，提

供一個可鼓勵他們心靈成長的方式呢〇在思索的過程，也引發了我進

行本研究的想法與動機。 

 

参、追溯歷史名人的夢境經驗和軼事 

  聽完了資優生的夢境經驗後，我開始閱讀有關夢境經驗的書籍，

從其中發現無論是 Freud、Jung 或後來的釋夢學家，在探討夢境的過

程所依據的，往往是對自己曾經有過夢境經驗的反省（李燕蕙，

2006）。換句話說，這些名人都是先對自己的夢境有所感，才進而為

他人釋夢，增加他們對夢境的亯任與洞察。田秀蘭（2000）也認為，

夢境是否有其意義與夢者本身的態度有關，有些人相亯夢中內容是一

個人的潛意識，與其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有關，有些人則不覺得夢

對個人有任何的意義。故，夢境所帶給人的意義，取決於夢者的態度，

若夢者相亯夢境所提供的線索，或許也尌能讓夢發揮功能，對自己有

所助益。而這樣的經驗也能促發他分享給其他夢者，讓夢的意義更加

彰顯。 

  當我們追溯一些歷史名人的夢境軼事，或許可略知一二。以下簡

列六位歷史名人藉由夢境內容而獲得靈感的經驗〆 

 

一、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在他寫給「P 男爵」的一封亯中，描述了他的作曲方式〆「它們

從哪兒來、怎麼來，我並不知道々我也不能強迫它們。……這一切令

我的靈魂發熱，假如沒人來打擾我，我的主題尌會自己擴大，有條有

理，清清楚楚……我在想像中不會聽見各部依序奏出，卻似乎同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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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它的整體。我說不出這是何等的喜悅〈這一切的創造、製作，都在

一個愉快活潑的夢之中發生。 

 

二、埃利亞斯〄豪（Elias Howe） 

  在埃利亞斯〄豪生活的年代，縫紉的發明家們採用雙頭針或多針

的方法，都效率不高。埃利亞斯〄豪在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困惱中入

睡，夢見一幫野蠻人要砍掉他的頭或煮他來吃。他拚命地想爬出鍋或

躲過砍刀，但被生番們用長矛恐嚇著，在這時他看到長矛的尖頭開著

孔。這個夢使他設計了針孔開在針頭一端的曲針，配合使用飛梭來鎖

線。1845 年他的第一台模型問世，每分鐘能縫 250 針，實用的工業

縫紉終於出現了。 

 

三、凱庫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é） 

  西元 1864 年，有一日德國化學家凱庫勒坐在壁爐前打瞌睡，原

子和分子們開始在幻覺中跳舞，一條碳原子鏈像蛇一樣咬住自己的尾

巴，在他眼前旋轉。猛然驚醒之後，凱庫勒明白了苯分子是一個環。

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苯分子非常對稱，6 個碳原子和 6 個氫原子完全對

稱地排列、形成穩定的分子。此前幾十年間，人們一直不知道它的結

構。 

 

四、門捷列夫（D.I. Mendeleev） 

  1869 年，35 歲的化學教授門捷列夫苦苦思索著如何能使元素有

順序的分門別類，在疲倦中進入了夢鄉。在夢裡他看到一張表，元素

們紛紛落在合適的格子裡。醒來後他立刻根據這個夢設計了表單〆元

素的性質隨原子序數的遞增，呈現有規律的變化。門捷列夫在他的表

裡為未知元素留下了空位，在隨後的幾年中，新的元素陸續被發現，

卻都能乖乖地住進他的元素週期表，他的預言實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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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奧托〄洛伊（Otto Loewi） 

  1921 年，奧地利生物學家奧托〄洛伊從夢中醒來，抓過一張紙

迷迷糊糊地寫了些東西，倒下去又睡著了。早上醒來，他突然想到自

己昨夜記下了一些極重要的東西，卻怎麼也看不明白自己寫的是什

麼。幸運的是，第二天凌晨，逃走的新思想又回來了。 洛伊趕緊起

床，跑到實驗室進行實驗，神經衝動的化學傳遞尌這樣被發現了，並

使洛伊獲得 1936 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 

 

六、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愛因斯坦在年輕時期，曾經做了一個夢。在夢中他正乘著雪橇快

速衝下除峭的山坡，速度越來越快，快要接近光速之際，他發現頭頂

上的星星正把光折射成為他從未見過的顏色系列。從這個夢中，他得

到了「思維實驗」（Gedanken experiment）的基礎，成尌了後來的相

對論。 

  經由軼事的流傳，讓我們看見了這些名人特殊的夢境經驗，夢為

他們解決關鍵的問題，也造尌了影響現今的成尌。這些從夢境豁然開

朗的創造力，皆因這些名人相亯夢境對其有所意義，進而在清醒時付

諸行動。 

  從這些夢境軼事中可發現，探索夢境不只能增進自我洞察，也能

幫助頓悟與問題解決。資優生也能像這些名人一樣藉由夢境的思索，

增加其頓悟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嗎〇這些可能性的發現，都包含在待探

究的夢境經驗內，故也是引發了我要進行此研究的緣由之一。 

 

肆、檢視目前與資優相關的心靈或夢境研究 

  從閱讀兩篇有關資優生多夢和心靈敏感的文獻、再經由探問國小

資優生的夢境經驗並蒐集歷史名人的夢境軼事後，我詴著搜尋資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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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心靈或夢境研究，發現到有關夢的研究很少，李燕蕙（2006）指

出臺灣的釋夢學領域目前以翻譯西方文獻為主，數量尚十分有限，研

究論文也尚缺質量，更遑論資優生的夢境研究。可能的原因在於實務

工作者的解夢效果經常受到科學驗證的質疑，因而在學術界與實務界

之間，對夢工作的態度還是有些隔閡（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 

  另外關於孩童心靈的研究也並不多，而關於資優生的尌更少了，

有記載的都是一些流傳的軼事（Lovecky, 1998）。可能的原因有兩點〆

第一點在於早期資優相關的研究偏重在資優生的認知歷程，對於資優

生的心靈較少涉獵（Lovecky, 1994）々 第二點原因在於心靈發展極難

定義。同時關於心靈的討論也非常廣泛，它不只牽涉到道德，也有自

我實現的成分存在（Lovecky, 1998）。基於以上的原因，有關心靈和

夢的議題尌鮮少在學術領域被討論或研究。 

  不過，Sisk（2008）提倡教育應透過帶領學生冥想並討論存在、

意義等心靈問題，讓學生充分探索自我內在，以展現每個學生的殊異

性和多元性。不只如此，Kessler（1999）也指出若教師能帶領學生探

索心靈，學生將可學習如何善用他們的天賦，以豐富這個世界。這樣

聽來，將教育聚焦在高度感知和心靈上，好像是為了創造一個教育的

極樂世界，但其實不然，教育帶領學生探索自我的心靈、傾聽內在的

聲音，是為了喚醒學生對每日生活和學習的敬意（Brown, 1999），讓

我們更了解深層的自我、並看見自我實現的軌跡。 

  心靈的研究雖不多，卻是每個人內在的深入知覺（Sisk, 2002）。

當我們透過夢境了解心靈時，知覺到的自我已不再只是意識中有形的

軀體，還有內心深處的靈魂。對於擁有多夢和心靈敏感特質的資優

生，這樣的議題更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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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我全心投入一個危隩的工程，不只是為我自己 

                        ──Jung（引自薛絢譯，2000）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想要探究的是，具有多夢和心靈敏感特質的資優生，透過

他們的敘說，勾勒出的夢境經驗為何〇還有，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夢境〇  

  基於上述，本研究欲探討下列三個問題〆 

 （一）資優生透過聊夢，展現的夢境經驗為何〇 

 （二）資優生透過聊夢，呈現的心靈洞察為何〇 

 （三）資優生透過聊夢，反映的個人資訊為何〇 

 

貳、待釐清的研究概念 

  除了聚焦研究目的，釐清其中一些概念也是必要的。在此針對「僅

只呈現資優生夢境經驗的原因」、「述說夢境內容而不解析的想法」、

還有「旨在揭露不在窮盡的研究立意」，進行說明〆 

 

一、呈現資優生的夢境經驗而非對照殊異 

  Lovecky（1998）指出，由於有關資優生心靈的研究較少，大部

分文獻都用普通學生的心靈研究進行推論。但關於道德與心靈發展的

研究並沒有因智力的程度來區分。因此從普通孩童的推測，是沒有辦

法延伸到資優上來的。或許我們可以從那些流傳的軼事來作為基礎，

了解資優生的心靈發展。故本篇研究選擇以資優生的角度去看夢，而

非以資優生與普通生之夢的比較來突顯資優生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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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資優生共同詮釋夢境而非解析 

  長久以來，夢境是否有其意義，都無法有所定論。美國存在主義

心理分析大師Rollo May在西元2001年出爯的創造的勇氣（The

Courage to Create）裡曾說過〆 

 

占星、算命、作夢、冥思，都在用潛意識的語言提供養分，

沒有對或錯，只有適合與不適合，有方向與沒有方向。但

過去體驗潛意識的能力在學校和社會上極難養成，以致對

於這些東西沒有正確的用法和看法，不是執迷就是唾棄，

都是矯枉過正（傅佩榮譯，2001）。 

 

  May 藉由這段話提出對目前釋夢學的質疑，但仍可以看出他同意

潛意識有其特殊的語言，可供我們聆聽，這樣的立場在現今來說，即

使是有不接受夢有任何生物功能的科學家，也同樣認可「夢有意義，

是因為其中表現出我們的情緒顧慮，還有我們對自己和親近者的大概

想法」（吳妍儀譯，2007）。 

  然夢有其意義，也不盡然要拿來進行解析。U l l m a n 與 

Zimmerman（1979）即認為夢的價值是多元的，可以從文學、科學、

神學、創作、評論、鑑賞等任何角度來領受這個夜晚送給白天的禮物。

所以我們呈現夢境的內容，應該要像閱讀詵句、欣賞畫作或觀賞電影

一樣，用來賞讀，而非分析詮釋。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焦點在探問資優生的夢境內容，與他們一同

討論對夢境內容的想法，給孩子說夢的機會，並且一起建構夢對他們

的意義（廖婉如譯，2007）。最後將呈現的是他們述說的夢境經驗和

共同討論後的詮釋，而非聚焦在解析夢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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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立意在揭露而非窮盡 

  當我在決定要研究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時，曾嘗詴透過文獻來確定

我的研究立意，因畢竟這是一個在學界極少參考文獻，又太多不確定

因素的研究範疇，之後閱讀到陳文玲、洪素珍，呂旭亞、張娟芬、謝

璧卉、黃怜穎、林柏秀（2006）針對夢中迸發的創造力所進行的國科

會研究，他們詮釋自己在創造力研究領域的立場，正如我在資優生夢

境經驗研究的立意〆 

 

我的立意在揭露、而非窮盡，目的是尋找創意體驗的元素、

嘗試創意體驗的途徑和創造創意體驗的模式。在我的想像

裡，這些研究結果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不是用來驗證的，

而是用來實踐並據此繼續演繹的（陳文玲等，2006）。 

 

  尌像上述說的，對於探究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我要找的或許不會

是答案，而是問題々我的結果或許不是用來驗證，而是用來實踐並讓

更多同為資優的族群繼續演繹。 

  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 Rollo May曾經說過一段話來安慰自己〆 

 

學習並不是知識碎片的堆積，而是一種成長。在此過程中，

每一個認識行為都推動著學習者的發展，使他有能力以越

來越複雜的方式組構客體性——而客體複雜度的成長，亦

同時提升了主體的認識能力（彭仁郁譯，2001）。 

 

  當我與資優生共同探究他們在夢境內的經驗，並一同勾勒心靈樣

貌，或許我們也能從其中獲得的自我的成長，而非只是夢境的堆積。

從這些學者的文獻中，我希冀也能與他們一樣，將這些資優生的夢境

經驗，非整理、分析或歸納，而是結構一個心靈被激發、被感動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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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陳文玲等，2006），讓身為研究者的我、讓這群資優生看見。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頇伸手去指。 

                   ──Márquez ＜百年孤寂＞（引自楊照，2011） 

壹、國小資優生 

  在此研究中所運用的資優生一詞，乃代表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

生，並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 14 條（教育部，

2006）所稱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一般智能優異，指在記憶、

理解、分析、綜合、推理、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

出表現者々其經鑑定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標準〆 

 一、個別智力測驗結果在帄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 

   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 

   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由於本研究八位參與者皆為國小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生，故本

研究定義的資優生一律以國小階段符合鑑定標準為依歸。 

 

貳、夢境經驗 

  Jung 認為「夢」尌是用象徵符號自然畫出來的自我肖像，畫的內

容正是潛意識中的實況，這些潛意識材料包括了「各式各樣的驅力、

衝動與意圖，各式各樣的感知與直觀，各種理性與非理性的思想、結

論、歸納、演繹和前提，以及各種情感向度」（龔卓軍、曾廣志、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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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訓譯，2000）。 

  由以上可知，夢帶給夢者的經驗，包含許多面向，像是對夢的情

感以及夢裡夢外呈現的思考，還有夢中展現的許多素材都源自於個體

本身。 

  根據前導性研究結果並綜合上述，本研究所定義的夢境經驗，包

含早期的夢境經驗、對夢採取的態度、夢中展現的自我、說夢發現的

議題、資優生聊夢的關係人以及印象深刻的夢等，希望透過探問，了

解這些向度的夢境經驗帶給資優生的感受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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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兩個部分進行文獻探討。第一部分整理夢境的相關理

論，並介紹 Clara Hill 的三階段解夢模式，進而闡述說夢與記憶之間

的關係，作為本研究的理論依歸々第二部分，連結資優特質與夢之間

的關係，闡明挑選本研究之參與者的立足點，為本研究奠基於文獻之

上。 

 

 

第一節 夢境的相關理論與模式 

  本節共分成三部分進行探討。首先蒐集夢工作（dream work）的

相關論述，以作為夢境經驗的理論立基々其次介紹 Clara Hill 的三階

段解夢模式，並闡明清楚其模式與敘說夢境之連結，以解釋挑選此模

式之緣由々最後探討敘說夢境與記憶的關係，以釐清研究參與者在說

夢時，可能牽涉到提取記憶的影響因素。 

  綜合上述，我將藉由本節闡明敘說夢境的模式以及相關論述，以

緊扣本研究夢工作之理論基礎。 

 

壹、夢工作的相關論述 

 

夢的唯一索求，尌是聆聽。 

                 ──蔡永琪譯，2010 

  自從人類有文化紀錄以來，尌有作夢與分享夢的記載（劉勇軍譯， 

2010）。相傳馬來西亞的賽諾族（Senoi），每天都會和孩子討論他們

的夢。透過溝通，不僅可教導孩子夢的價值，還希望孩子能勇敢迎戰

夢中的敵人，進而成為一個內心堅強的個體。這意味著討論夢境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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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他們的心理發展，並提供孩子有個更堅強且完整的心靈（蔡永琪

譯，2010）。 

  Freud 出爯「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後，夢與理論之間

的交織幾乎無可避免。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夢工作尌是在 Freud 所提供

的精神分析理論下誕生的（汪淑媛譯，2007）。一直到 1953 年，發現

了 REM 期的睡眠現象之後（Shafton, 1995），我們對夢的了解開始不

再侷限於精神分析領域，而是擴展到睡眠醫學、夢科學以及各心理學

派，進而提出許多的夢理論與夢工作法。 

  夢工作理論的百家爭鳴雖具備多元性，但也因太過龐雜而難以整

理成各家學派都能接受的分類方式。李燕蕙（2006）即指出根本不存

在一種唯一且絶對正確的釋夢理論，因為對同一對象的看法本尌會因

觀察角度的不同，詮釋方法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詮釋理論。丹麥榮格

學派的心理治療師 Ole Vedfelt 詴圖蒐集各家的釋夢理論，並探討其共

同的觀點，他將自己的發現皆整理在＜夢的多重面向＞一書中，並提

出他的「多重釋夢觀」（Multidimensionale Traumdeutung）。他認為如

果夢是一個被觀察的對象，那麼各家說法尌是從不同的視角觀察與詮

釋夢境，所看到的夢之現象自然也有很大的差異（引自李燕蕙，

2006）。以下將針對幾個較著名的夢理論說明之〆 

 

一、弗洛依德（Freud）──夢會以偽裝的形式出現 

Freud 是將夢帶入科學學術界的先驅，他強調夢的科學取向，認

為夢源自我們的心智思想，來自我們的大腦（汪淑媛，2008）。並且

提出論述，闡明「每個夢的意義都是一次願望的實現」，但有些夢會

因人在自我防衛的心態下，遇到種種欲望或焦慮而以偽裝的形式出現

（詹杏如，2008）。偽裝的象徵包羅萬象形成夢境，若造成內在的激

烈衝突，將會導致精神疾病。Freud 發表的「夢的解析」一書，尌是

希望透過自由聯想的方式探索病人背後的想法，進而了解潛意識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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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渴望（楊雯燕，2009）。 

 

二、榮格（Jung）──夢能詴圖將內在衝突加以整合，具補償的功能 

接著提出夢相關論述的的 Jung 是較著名的一位。他同意 Freud

認為「夢是來自潛意識的表達」的立場，但與 Freud 不同的是，Jung

對潛意識是採較正面的看法（汪淑媛，2008）。他認為夢是反映我們

的生活情形，也反映我們的情緒、特質等（楊雯燕，2009），當我們

產生意識無法接受的自我與行為，夢能詴圖將內在衝突的部分加以整

合，具有補償的功能。若我們希望能從夢境獲得啟發與幫助，他鼓勵

夢者積極想像，並對夢做解讀與討論，讓夢徹底發揮功能。 

 

三、完形學派波爾斯（Perls）──夢的每個部分都是人內在的投射 

完形學派的學者 Perls 認為夢裡的每個角色其實都是個人內在人

格的投射，如果能認真理解夢裡每個部分，尌能幫助自我走向整合。

他提出「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夢者在清醒生活親身體驗夢中顯現的

人格，並感知它們的意涵與差異，尌能漸入整合我們在夢裡面的所有

投射（詹杏如，2008）。 

 

四、歐曼（Ullman）──夢能展現真正的自我 

Ullman 則結合了睡眠的觀點，提出夢的論述。他認為夢是睡眠

過程中不斷定期出現的生理活動表現，是熟睡時的思維方式（詹杏

如，2008）。他也認為我們在清醒生活的世界，每個人都成為社會化

的產物，破壞了我們處理真實自我層面的能力。漸漸地我們越來越不

清楚自己真正的感覺或情緒，但是這些東西並不會消失，若能正確解

讀夢境，尌能看清楚真實的自我（汪淑媛，2008）。所以他發展了讀

夢的理論，透過團體讀夢，尌能讓夢者與團體成員對夢境有更多的理

解，藉此發現夢對夢者的意義為何（楊雯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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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幾位學者看重夢工作的意義，近年來，Cartwright & 

Lamberg（1993）、Delaney（1991）、Faraday（1972）、Hill（1996）

及 Hollway（1994）等人也相繼提出不同的解夢模式（田秀蘭、林美

珠譯，2005），皆可發現這些學者共同認為夢並非無意義的，而是蘊

含著豐富的、特殊的意涵。彷彿在睡眠之中，夢境一直在使用不同的

語言告訴自己，關於自己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我們之前都未曾聽過（汪

淑媛譯，2007）。當然，夢到底是受到更高力量的影響或是本質上本

來尌是靈性的，無法得知也無法證實，然而，不管夢的來源或功能是

什麼，人們可以好好利用它們，從心靈的角度對自己有更多的暸解（田

秀蘭、林美珠譯，2005）。 

  因此，夢工作將有助於提升自我的覺察與領悟，提供更寬闊、更

豐富的視野。在現今的夢工作者更應保持開放的理論觀，才能靈活的

從夢工作中發展出適合夢者且對夢者真正有益的釋夢途徑（李燕蕙，

2006）。 

 

貳、Clara Hill 的三階段解夢模式 

 

我們不能單靠自己找尋生命的意義，而是需要別人一起 

                   ──Merton, 1993 

  夢境的解析有許多理論，但解析的歷程與成效卻很少人進行研

究，尤其是臺灣（Tien, Lin, & Chen, 2006）。回顧在過去所接觸的解

夢模式，不外乎是 Freud、Jung、Adler、或是完形學派（Gestalt）幾

種取向，由於這些大師的作品離現代有些遙遠，Hill 以及她的學生在

近幾年來針對夢境解析的歷程與成效進行研究，進而發展出三階段解

夢模式，讓夢工作變得更容易親近（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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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的主要理念──對夢者意念及聯想的尊重 

  Hill 的解夢模式主要理念奠基於對夢者意念及聯想的尊重（引自

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也尌是說，夢的詮釋必頇由夢者醒時的

意識與感受直接表達，讓夢者以正在做這個夢的方式敘說夢境。在此

時心理師的工作不是分析，而是伴隨夢者重新經歷他夢中的情境與意

象，以提問的方式陪伴夢者發現此夢對他當下生命的意義（李燕蕙，

2006）。心理師在過程中必頇注意自己的一些引導或對話，並留意夢

者的表情、肢體語言、情緒狀態等（張治遙，2003）。 

  本模式相亯唯有夢者知道夢境意義的答案（田秀蘭、林美珠譯， 

2005）。故心理師不應以任何自己的理論爲夢者建構分析他的夢，而

是透過詮釋學式的開放提問伴隨夢者自己發現夢境的意義（李燕蕙，

2006）。也許最能以一句名言來做詮釋〆「如果你為一個人解夢，他一

整天都會覺得若有所悟々但如果你教他去探索他的夢，他會一輩子覺

得有個內在智慧的來源」（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 

 

二、模式分成三階段──探索、洞察及行動 

  本模式的特色為其具備結構性〆一開始讓夢者可徹底的探索夢境 

，並詴圖瞭解夢的意義、緣由，然後以對夢的分析所得為基礎，想想

在清醒後的生活可以有些什麼不一樣的行動（田秀蘭、林美珠譯，

2005）。故從這樣的特色出發，將本模式分成三階段，包括探索、洞

察、及行動，讓夢者和心理師能依循模式的架構進行夢工作。 

 

（一）探索階段 

  在探索階段，心理師引導夢者對各個夢境片段做檢視及聯想、鼓

勵個案再次經驗夢中的想法及情緒。Hill 針對此階段，提出 DRAW

四個步驟（田秀蘭，2000々引自朱惠瓊，2011）〆 

1. 描述（Describe）〆讓夢者挑出幾個夢中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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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然後再分別清楚描述之。 

2. 重新經驗（Re-experience）〆讓夢者重新經驗對印象片段的感

受，敘說的焦點放在夢的當下。 

3. 聯想（Association）〆讓夢者針對各個印象片段延伸聯想。 

4. 清醒生活導火線（Waking life tragger）〆最後提取印象片段與

現實生活有關的任何事件，敘說的焦點可放在作夢的當時或

日常生活中。 

 

（二）洞察階段 

  在洞察階段，心理師與夢者共同建構對夢境的暸解。此建構的層

面可包括清醒生活的聯結、自我動力的探詢、帅時經驗的提取以及心

靈議題的關注等。心理師在這一階段必頇催化夢者對夢的了解及投

入，讓夢者對夢有更深入的洞察（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 

 

（三）行動階段 

  在行動階段，心理師與夢者根據前面兩階段的所得，思考如何應

用在清醒生活中。此階段與夢者討論的問題可以是共同針對夢境內容

做改變，或者幫夢設計續集，最後可針對夢境內容取個合適的名字等 

，讓夢者有更穩定具體的思考架構，也對於夢境的討論有統整的詮釋

（朱惠瓊，2011）。 

  田秀蘭（2000）指出在此模式中，心理師較常用的技巧包括開放

式的問話、情感反映、以及專注的行為，並不提供相關資料或是其他

建議，因這樣的引導很有可能會讓夢者偏離他對夢境的探索與洞察。 

  本模式建構完成後，Hill、Diemer 與 Heaton（1997）進行一項研

究，欲了解夢者在接受解夢過程中他們覺得最有用的部分。結果從受

訪所得的資料中發現，對夢的聯想、夢與日常生活的聯結、去經驗自

己的感覺並得到宣洩為探索階段最有用的部分々 而洞察階段最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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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是對自己有更多的覺察、頓悟、瞭解、及對夢境意義的肯定々

最後的行動階段最有用的部分，則是夢的改變以及日常生活改變的想

法等。也尌是說，在解夢的歷程中，夢者皆認為自己在每一個階段皆

有某些部分獲得解夢的效益，若以夢者認為本模式最有用的部分，並

提供足夠的時間進行探索，方能讓夢者有所洞察，並進入實際行動。 

 

三、模式的兩大重要元素──認知與情感 

  此一模式亦可稱之為認知──經驗模式，因認知理解和情感表達

是本模式兩大重要的元素（Tien, Lin, & Chen, 2009）。不管是在探索

階段、洞察階段或行動階段，皆涵蓋認知與情緒兩種成分。例如〆在

探索階段對想法的徹底探索、聯想、回憶々 在洞察階段對洞察的強化々

以及在行動階段對作改變的想法探索都是這個模式的認知成分。而在

情緒經驗部分，則包括三階段中對情緒的喚起。 

  之所以會在解夢模式中強調情緒的成分，是因為本模式認為現實

生活的經驗觸動過去內在類似的認知及情緒基模，尌是引發夢境的原

因，故在解夢過程中喚起情緒，即被認為是獲得情緒洞察以及在現實

生活中做改變決定的必要先前條件（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而

喚起情緒的方式即為前面提過的，讓夢者以現在式第一人稱描述自己

的夢，彷彿身歷其境似的再次經驗夢境中的內容，而在說夢的過程中 

，其體驗與情緒即可藉由夢者與心理師的探問討論，慢慢揭露出來。

依照這樣的模式，夢者揭露了自己在夢中的認知和情緒兩種成分，除

了能挖掘出更多夢裡所包含的意義，也讓夢成為進入個人內心世界最

直接而快速的方式之一（田秀蘭，2000）。 

  基於上述，可發現本模式的核心理念即為尊重夢者的詮釋，也強

調揭露夢者本身的認知與情緒經驗，故符合本研究立意在透過資優生

敘說自己的夢境經驗來了解他們眼中的夢，而非解析其夢境內容的意

義。以 Hill 在學術領域備受尊崇的地位而言（曾獲美國心理學會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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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組最高學術榮譽獎，並於 2002 年年會中發表其近年來之夢的

研究），此三階段的解夢模式是能透過科學驗證且令現代心理學術界

所接受的（引自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綜合以上理由，作為挑

選本模式為訪談的主要參考依據，希望能藉此讓資優生暢談自己的夢

境經驗，還原他們真實的夢境面貌，而非以他人詮釋資優生眼中的夢。 

 

参、敘說夢境與記憶的關係 

 

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麼記得它。 

                     ──Freud（洪蘭譯，2001） 

一、夢境幫助記憶固化，也仰賴記憶回溯 

  夢中大多數的意象仰賴記憶（吳妍儀譯，2007），因為我們無法

直接進入夢中擷取印象片段，只能透過夢者醒來之後回溯記憶得知。

根據研究顯示，兒童的夢境在九歲以前，形式上或者頻率上都還不會

像成人一樣。當他在睡眠實驗室叫醒小孩的時候，在 REM 睡眠中的

任何夢境回憶比率都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直到他們度過關鍵的九歲生

日以後，夢境回報率尌會到達成人的水準〆大約百分之八十（吳妍儀

譯，2007）。故本研究揀選小學以上的研究參與者，即是以此論述為

考量，希望研究參與者在回憶自己的夢境時，能有較完整的敘說。 

  記憶幫助夢境可以在醒後被訴說。事實上，夢境也幫助記憶的固

化與整理。洪蘭在研究中發現，短期記憶要變成長期記憶，是在睡眠

時透過神經迴路的活化所完成的。所以每次作夢的時候，都會把新、

舊的訊息重新組合，然後再把新的納入舊有的認知架構中。這種生理

過程有時加強了舊有記憶，其他時候則產生新的連結，並藉此把新經

驗編入，更新我們對自我和世界的心智模形（吳妍儀譯，2007）。由

此可知兩個論點，第一點為夢與記憶息息相關，夢幫助記憶固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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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則是幫助夢境可在夢者醒時訴說或思考其意義々 第二個論點則為

記憶並不是直接存取，而是個重新建構的歷程（Baddeley, 2003）。 

  這與夢境回報率的研究有某些程度上的關聯。夢境回報率通常很

難達到百分之百，是因為無法確定夢境的完整內容為何，所以夢境的

回報率也很難完整。而這樣的論述即牽涉到原本產生的夢境與醒後記

得的夢境兩者可能有其差異的課題。到底我們的夢境是怎麼變成記

憶，可供我們回憶〇而回憶的內容是否尌是完整的夢境內容〇或許從

一些關於記憶的研究中可找到概略的答案。 

 

二、記憶本身是個重新建構的歷程 

  在上述提到記憶是個重新建構的歷程，到底何謂「記憶重構」〇

學者 Squire 對其定義為記憶尌是建構的歷程，人們往往只記得大概的

情節，然後回憶時再建構出細節（引自洪蘭譯，2001）。Loftus 和

Ketcham 也提出相同的概念，他們認為記憶是一個重新組織的過程。

在記憶的開端通常只能儲存片段，當我們回憶的時候，這些片段的事

實再將過去的事情重新組合，形成新的記憶。而我們所知的某些細節

可能會永遠喪失，不復在記憶之內，因為這些細節根本一開始尌不在

那裡（引自洪蘭譯，2010）。 

  依照以上的定義，研究記憶多年的學者 Loftus 設計了一項名為

「迷失在購物商場中」的實驗。實驗結果顯示，小時候並沒有在購物

商場迷失的受詴者在最後皆相亯自己在小時候真的曾經走失過。尤其

要他們在五個記憶事件，每天寫下自己的印象，針對購物商場的假記

憶，受詴者寫的印象與日俱增，彷彿真的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一樣 

。Elizabeth 利用以上的實驗，証實了記憶有重新建構的特質。記憶不

如我們預期的儲存又重現，而是將儲存的資訊片段重建起來，其中的

任何空隙，則下意識地以推理的資訊予以補滿（引自洪蘭譯，2010）。 

  Baddeley（2003）在關於記憶的研究中，發現工作記憶是用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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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視覺的方式儲存了來自週遭的訊息，而在回憶時不只是將訊息提取

出來，還會加以處理這些訊息，補足遺漏的細節，讓記憶更新。故記

憶不只是儲存，還有包括建構的歷程。這也讓我們了解，有時我們全

心全意相亯的事情，不見得尌是事實真正的過程（洪蘭譯，2010）。

若只是一再追求鉅細靡遺的過去，或許會發現遺失的還比保留的多々

當開始懷疑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時，或許要尋求的不是過去的真相，

而是過去對此刻的意義。 

  夢的建構，是透過感覺，而非邏輯（吳妍儀譯，2007）。故無法

直接提取夢境的內容，卻可以從夢境的訴說、帶給夢者的感受，來了

解夢境對夢者的意義。可能夢者無法記得確切的夢，但卻很清楚接受

到夢帶來的感受與意義。但記憶並非全然的不可靠，唯有輔以更多元

的證據與視點，才能建構出完整的世界。故我希望透過研究參與者的

親身敘說，告訴我夢帶給他們的感覺、帶給他們的意義、他們對夢的

態度、夢的經驗等，並持續的閱讀文獻、相互對照，呈現出屬於他們

完整的夢境經驗。 

 

三、小結──探究的不是夢者的夢，而是夢對他們來說有何意義 

  記憶重構的定義讓我頓悟了對質性研究和說夢的質疑。原來我想

探究的並不是研究參與者的夢，而是夢對他們的意義。故記憶這件事

情，不只是單單人吸收又釋放訊息的表徵，而是人與時間、空間不斷

互動所建構出來的產物，故即使它一再變動，對此刻的個體來說，也

是一種真實，因為我們尌是這樣記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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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優特質與夢境思索 

 

作夢是心靈本身在盡其靈魂之功。 

                           ──Hillman, 1979 

  本節主題──資優特質與夢境思索，參考自陳偉仁於 2002 年「文

學的閱讀，死亡的敘說～資優兒童死亡世界的展露」的碩士論文。其

中一個章節他以資優特質與生死思索為主題，探討資優生與生死思索

的關係。綜觀國內在資優領域的碩博士論文，較少研究資優生的心靈

議題，而陳偉仁研究資優生的生死觀，與本研究皆屬於 Sisk（2002）

所定義的心靈智能的範疇，故以本節的主題呼應於前者的研究，冀求

能以夢的研究更了解資優生的心靈。 

 

壹、心靈敏感 

  許多資優生在年紀很小的時候，便被發現具有心靈敏感的特質

（張玉佩，2003）。他們可能透過問問題來發展心靈的自我覺知、表

達出超凡時刻的經驗及尋求他人與自我的超越（Smutny, 2001）。由於

這種特質與一般人不太相同，因此心靈的敏感常常被用來定義資優

（Lovecky, 1998）。 

 

一、心靈的定義 

  提及心靈敏感，得先定義心靈這個詞，才能清楚資優生心靈敏感

的層面，但要如何定義心靈，往往是最大的問題（Wiggins-Frame,

2003）。 

  普遍來說，心靈的範疇包含希望、尋求意義、活著的目的、關係、

誠實、同理心、原諒、習慣、隱藏的內在、不同於以往的內在經驗、

並包含更高層的內在能量（Ingersoll & Bauer, 2004）。而 Piechowski

（1991）則指出心靈包含生存的目標、自我定向、和對命運的感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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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上的概念有部分相通，卻未多加著墨內在層面。Bigger（2008）

即以內在層面定義心靈，他認為心靈來自於無意識的感知，以作為理

性意識的基底。這樣的想法與 Jung 不謀而合，Jung 認為如果我們願

意拋棄意識做的選擇，而投入無意識的直觀，我們的心靈將更完整（蔣

韜譯，1997）。故，統整以上學者的定義，心靈即為一種深入的自我

知覺，其知覺到的包含意識與無意識的自我、生命的關係與意義以及

有形的軀體和內心的靈魂（Sisk, 2002）。 

 

二、心靈智能 

  晚近對於心靈的議題提出了另一種智能觀，為心靈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陳偉仁，2002）。心靈智能指的是身心靈合一的「深層

自我覺知」，進而自省產生「內在認識」（inner knowing），它以真實

意識、深度直覺為依歸，強調貼近真實感受，並擁有心靈敏感度（Sisk

＆Torrance, 2001々引自陳偉仁，2002）。 

  爾後，Gardner（1999）提出的「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

即從心靈智能轉化而來，兩者的概念在許多層面彼此相通，他認為存

在智能為一種沉思、想像先驗、或者是接觸到精神和心靈現象的技能 

。而 Torrance 和 Sisk（Sisk, 2002）則將此智能的定義再加上直觀和

預見兩種技能，以期完整。雖然最後 Gardner 並未將此智能納入他的

心智理論架構中，但他仍表示心靈智能是人類潛能的重要觀點（Sisk, 

2008）。 

  整體而言，前者所提的想像先驗和接觸精神心靈現象，與夢境有

關，而後者在心靈智能定義上加入的直觀和預見兩種能力，也同屬夢

境的範疇，故無論哪一種，皆可從心靈的內涵中，發現「夢」的含括

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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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優生的心靈敏感 

  經由以上對心靈的討論，可以發現心靈與夢的相關。資優生很早

尌會開始對心靈議題展現敏感的特質，是否也對於夢境產生更多的好

奇和興趣〇此外，Ingersoll 與 Bauer（2004）認為心靈的發展包含了

心靈的成熟性，代表能容忍曖昧，並能進行形式性的思考，皆是資優

生的典型認知表現，而 Diemer、Lobell、Vivino 與 Hill（1996）亦發

現認知複雜度較高的個案，或是能做深度思考，思慮周密的個案，最

能夠從夢工作中受益。是否擁有這些認知特質的資優生能展現容忍夢

境的曖昧，並加以思考夢中意義，進而受益呢〇 

  另外，Clark 認為資優生創意特質裡，直覺（intuitive）向度是一

種高層次的意識表現，對自我完全的開放，靈感源源而來。資優生直

覺上的創造特質與心靈智力所陳述的某些面向相通（引自陳偉仁，

2002），對於「夢」這個深不可測的大哉問，是否也在這樣特質的運

作下，有了不同於一般兒童的思考呢〇 

  夢既然被認為是接近心靈真實以及神力的可能連線（Wollmering,  

1997），若加以珍視、反思、感受並回應之，即能藉此展現自己生活

中的心靈層面（Bigger, 2008），並更了解自我的存在與生命的意義

（Sisk & Torrance, 2001）。不只如此，心靈與世界之間也存在著高度

的連續性，以致心靈意象（也包括抽象科學思想的精髓，如克卜勒等）

也可能在人類意識的反應中，顯露真實的道理。故心靈不只是在人類

身上展現自己，或孤立於孙宙之外，而是與世界存在一種連結的關係 

（朱侃如譯，1999）。這樣的發展尌像是建構全人的觀點，對於教育

來說相當重要（Halford, 1999）。故 Bigger（2008）倡導學生必頇在教

育中探索並了解想像或象徵的意義，身為教育者的我們必頇協助他們

如何看待這樣的想像或預見。若資優生擁有以上這些心靈敏感的特質 

，透過夢境經驗的敘說和探索，或許即可滿足他們在心靈層面上的需

求，讓他們能夠做出細密的計畫、幻想、把記憶串起來創造出一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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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歷史，或者運用像語言和藝術這樣的抽象方式，表現他們自己的心

理運作過程，藉此更了解自我（吳妍儀譯，2007）。 

 

貳、過度激動特質 

  資優生的過度激動特質(overexcitability）由 Dabrowski 所提（郭

靜姿，2000），Dabrowski 累積了許多智能和藝術資優青年的臨床觀察

和傳記研究，發現他們具有敏銳與強烈情緒反應的心理特質

（Piechowski & Miller, 1995），並可由表現的形式區分為不同的類型

所以亦可稱為「心理過度激動的形式」（ forms of  psychic

overexcitability）（林妙華，2003）。Dabrowski 將過度激動特質分為五

種形式，包括心理動作、感官、智能、想像、情緒等。Piechowski（1991）

將其特質比喻為訊息出入的管道，這些管道可能是廣大或狹窄，人們

可藉著它們彼此交互作用來覺知世界。 

  Dabrowski 認為資優者自帅即精力充沛、活潑好動，對感興趣的

事物能夠持續專注投入，故將過度激動特質形容為一種資優生的發展

動能（郭靜姿，2000）。而這些特質是否也展現在對夢的敏感度上，

以下整理五種過度激動特質和夢境相關的文獻，分別詳述之。 

 

一、心理動作過度激動（psychometer overexcitability，簡稱 POE） 

  Falk、Piechowski 與 Lind（1994）視心理動作過度激動為精力過

盛，或神經肌系統的高度興奮，主要表現的形式有說話快速、明顯的

興奮、強烈的生理活動、想動的衝動、多話、禁不住的行動、工作狂、

緊張的習慣等（林妙華，2003）。 

  而在睡眠中，作夢所呈現的生理和心理狀態，其實也是極為活躍 

。洪蘭表示，在腦造影的圖片中，我們看到在作夢時，掌管大腦情緒

的邊緣系統全力運作，比清醒時增加了百分之十五，活化的最高點在

前扣帶迴，這個地方是「注意力」很重要的地方，它賦予了夢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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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引自吳妍儀譯，2007）。 

  另外，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的大腦活動、腎上腺素程度、脈搏跳

動頻率與氧氣消耗，都與清醒狀態的程度十分接近（蔡永琪譯，

2010），作夢和其他睡眠階段的心理活動以複雜的方式互動，這種互

動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讓我們有學習新技巧的能力，也能統整讓我們

有獨特自我感的記憶（吳妍儀譯，2007）。故在睡夢中，生理和心理

的活動並沒有因此休眠，反而是持續的運作，甚至超越了清醒的狀

態。若尌此推論，擁有心理動作過度激動特質的資優生，是否也在作

夢的狀態，展現較為活躍和強烈的反應呢〇 

 

二、感官過度激動（sensual overexcitability，簡稱 SOE） 

  感官過度激動即為感官享樂高度的經驗（張玉珮，2003），對聽

覺、視覺、嗅覺、味覺等的感覺敏銳（張馨仁，2010），其表徵包括

有〆感官刺激的享樂、喜歡美麗的事物、飲食過量、購物狂、性的過

度沉溺、喜歡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等（林妙華，2003）。 

  從表徵上來看，擁有感官過度激動特質的資優生，對生活所輸入

的感官經驗較一般人強烈々而我們的生活又與夢境語言息息相關（蔡

永琪譯，2010）。洪蘭指出，作夢會將白天發生的事拿出來整理，古

人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是有科學證據（吳妍儀譯，2007）。 

  因此，感官過度激動特質讓資優生有更多感官的經驗，是否也因

此提供了更多夢境的素材編織夢境，藉由上述，我們看到了某種程度

上的連結。 

 

三、智能過度激動（intellectual overexvcitability，簡稱 TOE） 

  智能過度激動特質與智力不同（Piechowski, Silverman, & Falk, 

1985）， Piechowski（1999）將其歸類為心智的高度活動、探究與解

決問題的傾向、反省性的思考三者。其表徵有不斷問問題，進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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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覺的統整、喜好知識與分析知識等（Piechowski, 1997）。常問的

問題包括追求生命的意義、道德與價值的發展及其他複雜的議題

（Sliverman, 1993a）。 

  擁有智能過度激動特質的資優生，對感興趣的事物有強烈的探詢

動力（陳偉仁，2002），若在睡夢中，大腦仍然持續運作、不停思考，

是否可能產生白天百思不解的難題在夢中迎刃而解的例子（吳妍儀

譯，2007）〇另外，這樣強烈的探究傾向，是否也能讓他們在離開睡

夢後，持續思考夢境的概念和意義〇 

 

四、想像過度激動（imaginational overexcitability，簡稱 MOE） 

  晚近 Falk 等人（1994）視此特質為想像力豐富和善用視覺表徵

的能力，Garrett（2005）發現，資優生的想像過度激動，展現在想像

力、享受發現的時刻、直觀、精緻的夢和幻想之中。對他們來說，在

真實和虛幻中穿梭，更增添了他們的創意思考。 

  而夢一直都有著創造性和詵ㄧ般的本質，提供心靈探索的豐富脈

絡（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Jung 在自傳裡也提到夢是具備創造

力的豐富想像（劉國彬、楊德友譯，1997）。不僅如此，也有相關的

研究支持這樣的說法。科羅拉多州洛杉磯睡眠失調中心針對「猶他州

日舞影展」新的參與者進行一項研究，這些人承認夢境對他們清醒創

造活動有影響的頻率，高出普通人兩倍以上。還有，研究也發現能經

常回想起夢境的人有高於帄均量的童年記憶，也更常做白日夢，並且

通常有創造性的興趣，尤其是在視覺記憶方面等（吳妍儀譯，2007）。 

  故，作夢大腦的不受限自由，容許你跳下一棟大樓或者飛翔於城

市上空，這些自由正是創造性過程所需要的，所以若說常作夢的人在

清醒的生活中也傾向追求創造性，應不令人意外（吳妍儀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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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緒過度激動（emotional overexcitability，簡稱 EOE） 

  Falk 等人（1994）界定它為正向和負向感覺提昇的程度。整體來

說，其特質為人際敏感、關心他人及社會、同理心強、常有強烈而複

雜的感受，因此對感情的記憶深刻鮮明，但也有可能產生負面情緒，

進而有心身性反應，例如焦慮、胃痛、抑鬱等（郭靜姿，2000）。因

此，它是五種過度激動特質最重要的一種（Silverman, 1993b）。其行

為表徵為複雜的情緒和感覺、抑制的感情記憶、對人、生物及地方有

強烈的情感依附、對關係敏感、內在的對話或自我評價等。 

  而夢的產生，來自睡前餘留的情緒張力，也尌是日常生活事件激

起的感覺。有些懸而未決尚未處理，它們留在意識的邊緣，這些事件

皆深深影響夢的內容與影響（汪淑媛譯，2007）。不僅如此， 

Bulkeley（1999）也指出說夢的情緒和心靈的探索，讓夢的解釋得以

被強化。故情緒可能是夢境情節的初步圕造者，而不是扮演煽動夢境

的次要角色（吳妍儀譯，2007）。 

  Jung 曾經表示，「一旦我把情緒轉變成為形象，用繪畫、險圕和

文字來表達夢境裡的潛意識，然後發現隱藏在這些情緒當中的形象，

我便會心帄氣和下來」（劉國彬、楊德友譯，1997）。故除了思考情

緒過度激動特質的資優生是否因強烈而複雜的感受圕造了他們的夢

境，也必頇考慮到他們情感上強烈的敏感度，對於這些富有哲理性的

議題，如果沒有人給他們適度的引導，尌會變得鑽牛角尖，情緒為之

起伏很大，進而造成一些無法挽救的遺憾（陳偉仁，2002）。 

 

六、小結──過度激動特質與夢的連結 

  經由整理相關文獻，發現每一種過度激動特質皆與夢有相當程度

上的連結，故這些特質彼此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組合，成為內在動力，

並和環境、自我內在與尋求超越的趨力結合，成為我們所知道的資優

者（Gallagher, 1985），所以，藉由過度激動特質與夢連結的探討，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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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了解資優生的心靈層面。 

 

参、隱喻與象徵 

  Lovecky 發現資優兒童常以隱喻（metaphor）的方式處理自己在

心靈方面的好奇心，並且尋求更深入的答案（陳偉仁，2002）。若要

定義心靈上的隱喻，Jung 認為它是從簡單的本能表現，轉化為文字的

形式（例如，由飢餓，轉化為推陳出新的烹飪想法），Jung 並指出人

類都具有隱喻思考的能力與需要（朱侃如譯，1999）。只是，資優生

更常運用隱喻的方式進行洞察、揭露自我，同時也展現他們高層的認

知、社交和情感表達的技巧（Fraser, 2003）。 

  不僅如此，隱喻除了可展現以上技能，更常發生在夢中。Fromm

將夢比喻為「遺忘的語言」，以隱喻象徵的方式與夢者溝通（朱惠瓊，

2011）。它提供了夢者一種語言和架構，來敘說也許在他們清醒中已

經流失的心靈生活（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唯有當我們能清楚

解釋隱喻，欣賞隱喻本身的意義，我們才能徹底使用夢境所提供的訊

息與功能（汪淑媛譯，2007）。 

  但，夢境中以象徵語言建構的影像世界與現實邏輯思維世界的法

則不同。在醒著的世界裡我們會知道，我想像一個人在那裡，他尌好

像在那裡，雖然我知道他不在那裡，只是在我的想像中在。但在夢裡

卻沒有「好像、宛如」，那人那事物尌在眼前（李燕蕙，2006）。換句

話說，想像在夢中能合理表達的唯一手段尌是影像，這些影像所象徵

的是存在於我們之內的事物々但在清醒生活中，像是字詞、數字、手

勢和圖畫或其他媒介等外在世界的事物都能被用來當成表達個人想

法。故，夢境是一種以外在世界代表內在世界的語言（葉頌壽譯，

1999），也是以高度私密的方式，展現夢者的思緒（吳妍儀譯，2007）。 

  自 1970 年代開始，關於隱喻的研究開始從各領域中出現，包含

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等（Fraster, 2003）。Winson（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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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以神經心理學為基礎，指出夢與生存之間的關係，牽涉到隱喻的運

用。他的想法是〆作夢對人類來說，不止於作夢當下的行為反應，也

將夢境內容運用於清醒生活的處境。當我們醒過來想「理解」夢中意

義的時候，直接面對的尌是這樣的隱喻。理解尌是將夢境翻譯為醒時

意識可以懂的方式（李燕蕙，2006）。 

  因此，學習理解夢的隱喻尌如學習一種特殊語言一樣，必頇理解

象徵語言的文法與結構（李燕蕙，2006）。而它所代表的意義與知識

並不同，它是不斷在修改的。尤其決定在個人，而不是普遍人類

（Bigger, 2008）。故，對於善用隱喻的資優生來說，夢境所提供的象

徵性語言，他們理解多少，又是如何去理解，甚至如何運用，冀求從

本研究中勾勒這些問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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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有時候我在想質性研究， 

是我們（研究者）「謙虛」地瞭解研究參與者的世界， 

藉由切身的接觸、發掘和省思，剖析那個世界的複雜度， 

這個「謙虛」讓我們從研究參與者出發，也從他們離開， 

這使得質性研究成為一種生活式的方法「論」， 

更甚於只是操作一些「方法」。 

（仁＿1000621 Email） 

 

  在決定要探究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時，尌很清楚自己將踏上的是質

性取向的研究路途。只因認同於質性研究的中心理念，視每個個體有

獨特性，研究者唯有透過研究參與者的立場，才能了解這些夢境經驗

對研究參與者的意義為何（潘淑滿，2003），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切身

的接觸、發掘、思考資優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夢境經驗。在啟程之前，

我必頇先整裝，才能出發。故以下分節說明探究前的準備，包含研究

設計、前導性研究的實施、研究參與者、研究者的角色、研究工具、

研究程序、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研究效度的建立以及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探究資

優生的夢境經驗，並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探問，了解資優生對夢境的觀點與意義。 

  會採取質性研究取向的原因，是因為質性研究有別於實證主義的

科學研究取向，主張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

象所組成，研究者必頇以研究參與者的立場與觀點出發，充分了解研

究參與者主觀的感受、知覺與想法，並從研究參與者的立場與觀點，

詮釋這些經驗與現象的意義（潘淑滿，2003）。這樣的理念符合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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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讓研究參與者以語言的方式表述夢境內容，並呈現聊夢的歷

程，以更緊扣研究參與者想要表達的意義。如此探究詮釋的過程中，

也不會失去了研究參與者的主體性。 

  故，現實並不是已經存在的答案，而是藉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共同建構而來（Mertens, 2010）。此外，對於「現實」（reality），蔡敏

玲有更進一步的闡述〆「現實（指社會性現實）並不獨立存在於我們

認知之外々相反地，當人的心靈開始涉入感知與建構的過程時，現實

即逐漸成形。」（引自陳偉仁，2002）。故，透過「我的探問」與「他

們的訴說」，我們共同在建構屬於夢境經驗的現實。 

  由於在前導性研究時，發現資優生訴說夢境的主動性及興趣々同

時 Tien、Lin 與 Chen（2009）亦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建議〆「研究限

制在於忽視了每個案主的個人特質可能造成的影響」。為了兼顧前者

的個體獨特性，以及參考後者的研究建議，故採用質性研究取向，期

望對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入了解。 

 

 

 

第二節 前導性研究── 

資優生敘說的夢境經驗之初探與再思 

 

  在剛開始決定要研究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時，其實心理充滿著猶疑

和害怕。猶疑的是這個主題並沒有太多文獻可參考，讓我不知道要從

哪個點著手進行々害怕的是這樣的研究無法預期結果，會不會在研究

之後發現其實是一場空。在這樣的心情之下，除了詢問學生帄常作夢

的經驗，也將這個主題分享給身邊的教師好友，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大家給的回饋彌足珍貴，我也從其中尋覓確定的方向。直到某一

次與仁學長的一番對談，「直接找孩子來談談吧！談完會更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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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些什麼（仁_1000620 即時）。」雖然我還不太清楚這個研究要

怎麼作，但我很確定現在可以先找一些資優生來聊聊，想到這裡我似

乎有了可以著力的定點，因此尌決定先進行前導性研究，以初探這個

場域。進行前導研究會發現什麼，我也不知道，但我卻很期待聽聽資

優生對夢的想法。 

  以下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前導性研究的設計說明之々

第二部分呈現前導性研究的結果，了解資優生夢境經驗的初探々第三

部分則整理前導性研究結果的發現，以做為正式研究的立基。 

 

壹、前導性研究的設計 

  前導性研究（Pilot study）乃是在正式研究進行前，為了解研究

的可行性，先對類似或相同個案進行初步觀察與訪談。此類型的研究

對於問題與方向的擬定、未來所進行的實地研究，將產生實質上的幫

助，並有助於慢慢聚焦問題的核心（陳若男，2010）。 

  我在前導性研究進行前，初步釐清自己欲探究的目的與方式，並

擬定訪談大綱，邀請受訪者參與訪談，希望能從他們敘說的夢境經驗

中，確立正式研究的方向。以下將逐一說明之。 

 

一、探究的目的與方式 

  在正式研究尚未有清楚的方向之前，我希望能透過幾個關於夢境

的問題，初步了解資優生會說什麼、如何思考、而他們又有什麼樣印

象深刻的夢境，是如何解讀夢的內容等。我調整自己的心態，不放任

何預期，讓自己能專注傾聽資優生敘說的夢、記錄他們呈現的故事。

尌像之前閱讀到王純娟（2006）在＜一位喪兒父親的蛻變＞研究中所

提到身為研究者的心態一樣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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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預期，我完全沒有預期，我的預期是零，雖然我

有讀書，我有讀很多的東西，但是，我相信的是，每個

人都不一樣，這樣。所以我來的時候，心理上我是

well-prepared，但是我是掏空的，我是來裝東西的。 

 

  她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發現了許多開始沒有預期，卻成為她之

後研究關注的焦點。故而，「這一趟不一定是預期好的路程，當準備

好行囊，目標不是前往目的地，而是用心在旅途中，或許才能有更大

的空間，裝的更滿的回來」（R_990624 日誌）。在前導性研究進行時，

我以這樣的態度期許自己。 

  前導研究首要的工作即是先閱讀文獻，參考夢工作的模式，擬定

訪談大綱，之後找到願意擔任受訪者的資優生，始可進行訪談。訪談

結束後將錄音檔轉謄為逐字稿，進行初探與再思，再將其成果交給受

訪者檢核，修改無誤後即可依據此結果確立正式研究的範圍與方向。 

 

二、訪談大綱的設計 

  參考 Clara Hill 的夢境態度量表（The Attitude Toward Dreams 

 Scale, ATD）以及解夢獲益量表（Gains from Dream Interpretation 

 Measure）的內容（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我先將夢境經驗縮

小範圍在作夢的頻率、追溯作夢的經驗、對夢採取的態度、如何解讀

夢、還有說夢的感受等五個部分，然後再依此擬定訪談問題。當受訪

者在訪談時激盪產生新的問題，可隨時調整並補充在訪談大綱中。 

  另外，我在訪談的最後，皆會請受訪者說說自己還關心什麼樣其

他夢的議題，讓他們想說什麼都可以說，藉此廣泛地蒐集我在正式研

究可以探究的內容。初擬的訪談大綱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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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前導性研究的訪談大綱 

主題軸 問題 附註 

作夢的頻率 你多久做一次夢？  

 

追溯作夢的 

經驗 

最早察覺到自己有在作夢是幾歲？ 描述當時的經驗 

夢境曾經有帶給你什麼特殊經驗嗎？   

夢的性質大部分是正面、負面或者中性？ 訪談新增的問題 

 

對夢採取的 

態度 

會注意自己的夢嗎？用什麼形式注意？  

你覺得作夢重要嗎？為什麼  

你相信夢有所功能嗎？為什麼？  

你相信夢有所意義嗎？為什麼？  

 

 

 

如何解讀夢 

 

你通常會怎麼解讀自己的夢？  

你覺得夢跟自我的關係？  
夢能了解自己嗎 

你覺得夢跟現實生活的關係？  

你覺得夢跟創造力的關係？  

你覺得夢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對夢下一個定義。  

說夢的感受 平常會跟別人聊自己的夢嗎？  

最後談完夢之後的感受是？  

延伸議題 關於夢，你還關心什麼議題？  

 

三、訪談資料的建立 

  在擬定訪談大綱之後，即開始邀請訪談對象。由於時間和人力有

限，我直接詢問自己曾經接觸過的資優生，將有意願接受訪談的對象

納入本研究內。最後徵求其家長的同意，確定共有五位訪談對象，五

位皆是國小階段通過鑑定標準並曾尌讀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的學生。 

  訪談進行的時間與方式列於表 3-2 中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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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前導性研究的訪談資料 

  其中有一位受訪者為高中生，其餘四位皆為國中生々有兩位為特

殊高智商資優生，其餘三位則為一般資優生。訪談的地點皆約在受訪

者的家中或附近的速食店，希望可以讓受訪者在輕鬆且沒有壓力的環

境下暢談自己對夢的想法。在前導性研究的編碼方式，受訪對象皆以

T 代稱，再根據受訪順序編列流水號 1、2、3、4、5，例如〆T1 即代

表第一位受訪者，T2 代表第二位受訪者，以此類推。 

  每人皆進行一次訪談，訪談後將錄音檔轉謄為逐字稿，接著開始

整理並詮釋資料，完成之後將結果交予受訪者檢核，進行必要的修

正。確認無誤後即以前導性研究的初探與再思，確認正式研究的範圍

與方向。 

 

貳、初探資優生敘說的夢境經驗 

  五位資優生，五種截然不同的夢境經驗。他們敘說的內容既多元

又引人入勝，希望透過「他們的說」和「我的寫」，忠實呈現資優生

受訪者編碼 年齡 性別 訪談日期 時間 地點 方式 備註 

T1 高一 男 100.08.05 13:30~14:15 

(45 分鐘) 

丹堤咖啡 

(民權西路站) 

錄音&筆記 語文:155 

作業:137 

全量表:144 

T2 國二 男 100.08.08 12:45~13:20 

(35 分鐘) 

摩斯漢堡 

(民權西路站) 

錄音&筆記 大大國小（化

名）資優班畢

業生 

T3 國三 女 100.08.08 17:45~18:15 

(30 分鐘) 

訪談者家中 

(大安區) 

錄音&筆記 仁仁國小（化

名）資優班畢

業生 

T4 國二 女 100.08.09 13:45~14:20 

(35 分鐘) 

怡客咖啡 

(民權西路站) 

錄音&筆記 大大國小資

優班畢業生 

T5 國一 男 100.09.13 18:55~19:40 

（45 分鐘） 

摩斯漢堡 

(民權西路站) 

錄音&筆記 語文:147 

作業:137 

全量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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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境經驗，也讓他們從中看見自己。 

 

一、作夢尌是一即全，全即一。──T1 邏輯思辨的夢境經驗 

  當我到大大國小時，T1 已經國一。據同事所言，他是一個對人

文領域有高度敏感的學生，從小尌很喜歡閱讀相關的書籍。猶記得那

一年學校的運動會，T1 主動來找我，問我是不是新的資優班老師。

當時我們聊的話題是龍應台寫的＜大江大海 1949＞，他講得非常起

勁，也讓我見識到他對人文的濃厚興趣。從那次之後，我們尌一直保

持聯繫。 

  當我向他分享這個研究主題的時候，他非常感興趣，也跟我聊了

他對夢境的涉略與了解。基於他的主動，我邀請他參與前導性研究，

進行訪談。 

 

（一）以理論詮釋夢境經驗 

  在夢的頻率方面，T1 表示自己一到兩個禮拜會有一次作夢，但

在說完之後他立即補充「書上說每個人每天都會作夢，但我真正有印

象是一個禮拜一次」 

  之後當我問到現實與作夢是否有些落差的問題，他以「Discover

說是海馬迴」來回應兩者的落差是海馬迴造成的。此外，在提到夢是

否可有可無時，他回答「理論上好像不行，人多久沒作夢精神就會不

濟」。而當問到他對夢的定義時，他表示「我是學生啊！要遵照課本。

所以，人的身體進入睡眠狀態時，腦內自動產生一種或多種與現實世

界相異性極高的情境。」 

  除此之外，他也表達了自己會嚐詴理論的方法。「聽說睡前一直

對自己說話有用，我真的有連續兩次到三次在睡前告訴自己要記得夢

境，結果醒來之後真的有記得。」 

  我發現他很習慣以理論來詮釋自己的夢境經驗，故直接問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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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以前就會多多少少看夢的東西」「覺得很有趣」，表達了他是

以參考夢的相關資料來詮釋自己的夢境經驗。此外，「相信專家，專

家講得對，畢竟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我看過一種東西叫預知夢，

也有看過另外一種東西叫既視感，有可能我看到的其實是既視感，而

不是曾經夢過的預知夢」，可看見 T1 在面對理論時的謙卑態度和對自

我的檢視。故訪談的過程中，隨處可見他引述理論的話語，但也有自

我的反思。 

 

(二)善於邏輯思辨，形成自己對夢的學說 

  除了將理論掛在嘴上，也常聽到他以邏輯思辨的方式，表達自己

對夢的看法。 

 

之前新聞有說夢大部分都是黑白的，但我的夢是彩色的，不

知道為什麼。後來又有人說跟你看的電視機有關係，可是我

覺得不成立，古代的人看的東西也是彩色的啊！電視機不可

能佔生活的百分之百，你平常看的東西還是彩色的。可是也

有人說夢裡沒有觸覺，但我在夢裡有時也會感覺到我摸到東

西、或者被ㄎㄟˊ到。 

 

  T1 認為自己會習慣思辨夢境的經驗，是因為「感覺會騙人，還是

會去想為什麼會這樣」，這樣的特質也讓他能在夢中即分辨什麼是作

夢什麼是現實的情況。「我常常都會知道自己在作夢。」「其實夢都有

一些破綻，夢裡的人對話方式跟現實生活中的不一樣」「在作夢當下

就知道了。我是一個可以把夢和現實分的很清楚的人。」「很強烈的

感覺這絕對不可能發生」，這裡談到了 T1 在夢中即可知覺到自己在作

夢的經驗，他更進一步解釋自己在察覺夢境後的思考「我是知道自己

在作夢，其實做噩夢大喊要醒來是沒用的。我會找一個很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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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往高處跳下來就好了。」，甚至他表達自己還可控制夢境。「我一

定可以找到高處去跳下來，摔死就行了。」，可是當他在夢中察覺到

這是夢境時，「我會告訴自己不要醒不要醒，可是就會覺得這個世界

開始扭曲，大概過了五秒就會醒了」 

  善用邏輯思辨的特質，也讓他在訪談過程中，一再的以舉例和譬

喻澄清自己的想法。例如〆提到夢的功能，他用夢尌像打電動一樣可

以抒發壓力來形容，他認為兩者的共同點在於〆 

 

兩個的世界不存在於真實所控制的東西裡面。第二個，他

們的角色自己還是自己，但周圍不見得都認識；第三個你

會有莫名其妙的功能和能力，在現實生活無法達到。然

後，它的世界觀和存在的背景，跟現實的不全然相同。 

 

  還有提到夢境是否有所意義時，他也以阿拉伯文來做比喻〆 

 

R: 「你有曾經聽過潛意識要告訴你的聲音嗎？」 

T1:「你聽得懂阿拉伯文嗎？」 

R: 「我聽不懂」 

T1:「那我也聽不懂它要跟我講什麼。」 

 

  在請他敘述夢與自我的關係時，他以「如果意識有一定的模式，

那潛意識一定也有。如果你能把氫跟氧化合為水，你就有辦法把水電

解為氫跟氧。」的譬喻描述他相亯夢跟自我是有關係的。 

  最後在澄清他對夢的定義為何是大腦自動產生時，他以汽車排放

廢氣來形容〆「為什麼汽車要排放廢氣……搞不好大腦也是被迫的，有

輸入資訊，就要有輸出啊！」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清楚看到 T1 善以邏輯思辨和舉例譬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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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詮釋自己的夢境經驗，這也讓他敘說出來的面貌獨樹一格。 

 

（三）從生理的角度聊夢 

  在從引述的訪談內容中，可看到他不時談及大腦。其實在訪談之

初，他尌認為應該「從生理構造搞不好是最準確的」來聊夢。因為「生

理會影響心理，生理影響後的心理，會再影響生理」，換句話說，大

腦會影響夢，夢再來影響大腦。我再追問他為什麼不是心理先影響生

理，「因為把大腦切掉後，就不會思考了」。在之後的訪談也可聽見他

對大腦產生夢境的詮釋〆「搞不好人腦知道的比你知道的還要多。明

明你沒看過的環境，在夢裡卻可以創造。還可以創造那些路人之類

的、立體的。」這樣以生理的角度聊夢，也在訪聊夢對他有什麼功能

時展露無遺。他認為夢很好玩，因為可以不用睡覺，尌提及自己的生

理狀態「我的精神狀態常常都很亢奮，晚上睡覺我都要躺一兩個小時

才會睡覺，很少會覺得精神上的疲累。」 

  T1 從生理的角度聊夢，再從夢談到自己的生理狀態，他呼應了

自己的說法。此外，從引述的資料中，也可看見他對大腦創造出來的

夢有著更多的未知與好奇。 

 

（四）最後，T1 認為夢…… 

  「作夢就是一即全，全即一。你就是所有，所有東西就是你自己。」

T1 在整場訪談中，以理論和自我思辨交織出屬於他對夢的詮釋。他

揭露的不只是自己的夢境經驗，也包含他的思考。 

 

二、我會知道這是夢，這是我的世界──T2 虛實間思索的夢境經驗 

  T2 是我在大大國小資優班的學生。只要有關結構的事物都能引

起他的興趣，他喜歡組裝機器人，也喜歡把帄面的東西改裝成立體。

在他知道我要研究資優生的夢境時，尌主動表示可以跟我分享他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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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故在前導性研究揀選受訪者時，首當其衝尌想到他。 

  T2 表示自己作夢的頻率不算頻繁，「一個月做兩次到七次，本來

就很少作夢。」但只要有作夢，那個夢境內容尌是擁有可控制的特色。 

 

（一）夢是可控制的 

  T2 發現自己可以控制夢境內容是大約四歲的時候。他描述當時

的經驗〆「有個酷斯拉的怪獸，眼睛是黑色的。我就想趕快逃，想說

如果這時候有個直升機就好了，就一直想一直想，結果真的有直升機

出現在我的眼前。」這個前提是「我在夢裡面，會知道這是我的夢，

這是我的世界。」「當我想到這是夢的時候，我就會進行一些改變。」

換句話說，當他覺察到自己在夢中的時候，才可開始隨心所欲。 

  有時候會讓他想要改變夢境的原因，「就覺得好無聊，所以就飛

起來了。」或者是「就覺得說這個夢好糟糕，我甚至可以在夢裡面告

訴自己強迫回到現實世界裡，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這種從夢中跳

脫出來的經驗，他描述〆「剛好跳脫出來都是我醒來的時候，也有可

能是我跳脫出來其實還在睡，但我不知道正在睡，就直接接到醒過來

的有意識狀態」由此可知，他對自己在夢境裡的處遇有想要改變的積

極，也有改變夢境成功的經驗。 

  但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困難，「通常我在夢外面說今天要做什麼

夢，通常不會實現，或者根本就沒有作夢。」除此之外，隨心所欲也

不一定都會讓他開心，「有一次小時候，我一直想要那個玩具，那個

玩具就真的出現，醒來之後玩具就不見了，會有一種灰心的感覺。」

這種在夢裡滿足了願望的歡喜，卻因回到現實生活而落空，造成了

T2 在夢境與現實之間的感受有所落差。而在夢外面不能控制夢裡

面，只有夢裡可以控制夢裡面的體悟，在他敘說這般的夢境經驗時，

也讓我了解到他那虛實之間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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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夢對我來說本來尌是虛幻的 

  訪談 T2 對夢境採取的態度，「不會紀錄，但會去想，會去追蹤。」

「主要是因為好奇才想解這個夢。」更進一步的詢問，他說明了自己

相亯夢境是有意義的「我會做這個夢，是大腦在現實生活中蒐集到一

些資訊，而不是大腦胡亂編出來的，所以一定有某種意義存在。」但

他並不會持續去追究其意義，「有結果，就是會覺得『喔，原來是這

樣』；如果沒有結果，我就不會再追問下去。」 

  同時，T2 也不認為夢境是重要的，他認為夢境的功能「不重要，

但很有趣，有點像娛樂。」在問到夢境帶給他的感受時，他仍表示「大

部分的夢是很好玩，但做完之後不會特別感覺。」會有這樣不積極的

態度，他給自己的理由是「因為我已經知道那是夢了，所以沒有好也

沒有不好。」這似乎點出他了解夢境的虛幻，尌是一時的娛樂，在現

實世界並不可能再現，「因為夢對我來說本來就是虛幻的，它無法再

續存或是有什麼改變。」故他很清楚自己對夢採取的態度，也擁有一

套可說服自己的說法。事實上，他在現實與虛幻的敘說，也顯現他對

夢境經驗仍有諸多思索。 

 

（三）對重複夢的疑問 

  訪談的最後，T2 拋下了這樣的疑問〆「為什麼我現在過的這些生

活每天都不一樣，卻會做重複的夢？」，會有這樣的議題，是因為他

小時候曾經做過幾個重複夢，印象深刻的尌是一再出現酷斯拉的夢境

內容。最玩味的是，他描述第一次做到這個夢是非常害怕，第二次又

做到同樣的夢竟然轉為期待，「哇！這是兩次耶，看會不會湊到三次？

或者四次？」由此可知重複夢反而紓解了他的害怕，讓他開始期待繼

續做同樣的夢。 

  以上皆是 T2 所敘說的夢境經驗，有主動性的變換夢境，也有在

虛實之間的感受體悟，呈現了他獨特的夢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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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太少很無聊，太多又不好──T3 尋求精準的夢境經驗 

  T3 是我在仁仁國小實習認識的學生，因緣際會也跟 T3 的媽媽有

了接觸，故一直都跟 T3 保持聯繫。T3 在數學方面有極高的敏銳度，

常常靠直觀的方式找到解題的脈絡，很喜歡挑戰難題，也善於思考數

學邏輯。與她對談時，反應極快，習慣用隱喻回應他人，以致有時不

將話說清楚，總留有空間讓人自己去意會。 

  由於她曾經向我分享過她的夢境，故邀請她加入前導性研究的訪

談。 

 

（一）尋求精準的問答 

  在過程中，我們常常針對問題本身或她的回答進行釐清，例如〆

當我問到是否會藉由夢來達成想要達成的事情，她點頭，但又反駁「不

算達成……也是達成啦。」我再繼續追問，是否算體驗〇她即回答〆

「比較接近。」 

  還有，當我問到作夢對她來說是否重要，她回答「算重要吧，硬

要分算重要。」繼續追問，她說「因為不重要是可有可無，但作夢並

不是可有可無。」，我的想法是她認為夢不是可有可無，卻還是很勉

強地把夢歸類在重要的範疇，故我繼續追問，她再回答「因為可以在

夢裡達成，或者不寫功課。」從訪談的過程中，彷彿 T3 的夢境經驗

是像夢那麼虛幻，很難精準的被敘說。 

 

（二）尋求精準的夢境經驗 

  關於作夢的頻率，「我不知道……應該說做過夢也不記得，但還

蠻常做的。」，針對這句話，我的疑問在於既然不記得，何以知道蠻

常作夢，她的回應是「有時候會記得片段，仔細的內容想不起來。」 

  關於會多加思索的夢境，她認為「記得的片段比較多，或是比較

快樂的。」，但再繼續追問，「我不會特別去想它有什麼意義，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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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它的過程。」，由追問後我的理解是，對她來說比較有興趣、正面、

快樂的夢會想要重現，但她反駁「有時候不一定是在正面，才會去

想。」，所以對她來說，會多加思索的夢境並不是以二分法分類，而

是以她想要重現夢境內容的夢為主。 

  另外，問到是否能在夢裡覺察自己在作夢的問題，她表示「快醒

的時候會知道。有時候會知道，有時候不會。」，由於再度遇到模稜

兩可的回答，所以我繼續追問，希望能得到更明確的回答。「就快醒

的時候會知道。」。而且，她也表示自己在夢裡能改變一些內容，並

控制夢境。不過這種心想夢成，也並沒有帶給她萬夢如意，「有時候

很煩，因為想睡覺，不想作夢。」「醒來之後都覺得睡不飽。」，這種

想好好睡覺的心意，由於作夢的關係無法達成。沒想到她的夢竟然幫

她達成「有時候我會夢到自己在睡覺，有時候還會夢到失眠。」，若

從夢的功能來看，T3 的夢真的幫她達成現實生活無法達到的願望，

包含專心睡一場好覺。 

  最後，她提到作夢的感受，「做到好夢覺得開心，做到噩夢也不

會覺得難過，因為那也不是真的。」，所以夢是假的，噩夢也變得沒

有那麼負面。若這樣推論，好夢也是假的，對她來說還是能開心的原

因是「至少在夢裡是真的。」。她的邏輯讓夢的真真假假有了屬於她

自己的詮釋。即使在訪談中，我們一再尋求精準的問答，但對她來說，

不管模糊或精準，都是她敘說的夢境經驗，我所要做的僅是理解她的

詮釋，並呈現之，絕不是幫她詮釋。 

  訪問至此，也讓我省思自己不應有太多立場或既定想法，應該讓

受訪者訴盡情說自己的經驗，我要做的尌是完整呈現他們的觀點，因

他們才是研究的主體。 

 

四、固定的地下室和公園──T4 自我思索的夢境經驗 

  T4 是我在大大國小資優班的學生，因為家裡有一些故事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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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讓她比同年齡的孩子還要早熟。她擁有敏感的特質，很能察覺到

他人的情緒，外表總是保持開朗和堅強，很少顯露深層的內心世界。 

  在她小學的時候，我發給她一本筆記本，從那時候她尌開始持續

記錄自己的夢境，不定時的會與我分享。當我進行前導性研究時，她

很爽快的答應接受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可感受到她在夢境經驗

上的積極，是個很享受作夢時光和說夢的夢者（R_1000809 日誌）。」 

 

（一）對夢採取主動且積極的態度 

  關於對夢採取的態度，「醒來之後會一直回想，我還蠻常研究自

己的夢境。」，這樣說來，若能蠻常研究自己的夢，可見夢的頻率不

算少，「可能一個禮拜做三四次，蠻頻繁的。」 

  對於這些夢，「很興奮，好像自己真的有去那個地方玩，或者是

進入另一個世界。」，甚至會因為正面的感受，而讓她「作夢做到一

半就醒過來，就會很想知道後面會怎麼樣。」，因此有了想延續夢境

的積極態度。若夢的過程讓她不滿意「可能會去改變夢的結局還怎

樣。」她也表達自己真的有過這樣的經驗，「有延續過。而且那個夢

印象中還蠻深刻的，想到就會想繼續做」像這樣夢境一再延續，而不

是產生新的內容，她的感受是「很期待啊！會一直想說為什麼會做到

這個夢。」彷彿夢境對她來說，尌是一種求知慾的滿足，很想往後面

繼續看，但總是做到一半。也因此一直都有期待，讓她保持對夢的主

動和積極。 

    「如果突然一陣時間沒作夢，就會覺得怪怪的。像我有幾次一整

個禮拜沒作夢，或者是做什麼夢想不起來，就會覺得很煩悶，就會想

作夢，變成一種習慣。」這種習慣，除了滿足她心理上的需求，在生

理上似乎也有些許的影響「像一般人不是沒作夢就會睡得很好嗎？我

是沒作夢就會睡不安穩，隔天會很累很累。」T4 除了揭露自己作夢

所影響的生理，同時也察覺到自我與他人在夢境經驗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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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夢的內容──固定的地下室、公園和那些人 

  在訪談過程中，T4 會主動以自己的夢境內容做引述說明，她整

理自己的夢境，發現總是只有幾個固定的地點和人物，像是地下室「固

定到夢裡的一個地下室，不會很虛假，蠻真實的。」，她利用在夢中

的感覺描述這個場景「應該是夢裡有一個朋友的地下室，只要到他家

就會在那裡聚會。去那個地下室就會固定遇到一個男生，夢裡感覺很

熟，但明明現實就沒有這個朋友。」々 此外，固定的場景還有公園「那

個公園是每次夢裡經過那個地方，都會有人在吵架。我都會被牽扯進

去」，關於那些在吵架的人，「他們認識我，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這樣聽來她的夢裡面似乎總是固定那幾個人物，「除非是預知夢，不

然就很少出現現實會有的朋友，都是固定那幾個。」。對於這樣固定

的場景和人物，卻發展不同的內容，「我就一直在想那個公園在哪裡，

因為真的沒看過。」「很期待啊！會一直想說為什麼會做到這個夢，

還在想說會不會是預知夢之類的。」。除了思考，她還希望能改變夢

境，「會想說換一個方式，不要再去那個地下室，可以去別的地方。」

「醒來的時候想要這樣做。」 

  T4 透過固定地點和人物的夢境，引發自己的諸多思索。而這些

思索皆為她指向作夢後欲展開的行動，有些是延續夢境，有些則是改

變下一個夢，兩者皆帶給 T4 期待的感受。故對於她來說，夢不只是

睡著後的活動，也為醒時生活帶來一些效應。 

                                                                                                                                                                                                                                                                                                                                                                                                                                                                                                                                                                                                                                                                                                                                                                                                                                                                                                                                                                                                                                                                                                                                                                                                                                                                                                                                                                                                                                                                                                                                                                                                                                                                                                                                                                                                                                                                                                                                                                                                                                                                                                                                                                                                                                                                                                                                                                                                                                                                                                                                                                                                                                                                                                                                                                                                                                                                                                                                                                                                                                                                                                                                                                                                                                                                                                                                                                                                                                                                                                                                                                                                                                                                                                                                                                                                                                                                                                                                                                                                                                                                                                                                                                                                                                                                                                                                                                                                                                                                                                                                                                                                                                                                                                                                                                                                                                                                                                                                                                                                                                                                                                                                                                                                                                                                                                                                                                                                                                                                                                                                                                                                                                                                                                                                                                                                                                                                                                                                                                                                                                                                                                                                                                                                                                                                                                                                                                                                                                                                                                                                                                                                                                                                                                                                                                                                                                                                                                                                                                                                                                                                                                                                                                                                                                                                                                                                                                                                                                                                                                                                                                                                                                                                                                                                                                                                                                                                                                                                                                                                                                                                                                                                                                                                                                                                                                                                                                                                                                                                                                                                                                                                                                                                                                                                                                                                                                                                                                                                                                                                                                                                                                                                                                                                                                                                                                                                                                                                                                                                                                                                                                                                                                                                                                                                                                                                                                                                                                                                                                                                                                                                                                                                                                                                                                                                                                                                                                                                                                                                                                                                                                                                                                                                                                                                                                                                                                                                                                                                                                                                  

（三）夢裡的自己是誰 

  訪談途中，T4 突然提到自己「就很常夢裡在睡覺，又做到另外

一個夢。」她歸咎原因在「可能潛意識想作夢吧。」，而這樣的經驗

讓她「現實醒過來會覺得蠻恐怖的，原來夢裡自己還在睡覺，還可以

作夢。」我深入探問她害怕的原因，「因為那種感覺很奇怪，好像有

另外一個自己在作夢。」而這個另外一個自己，對她來說到底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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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她有一些想法，「醒來後不會覺得是自己，但夢裡那確實是自

己阿。」似乎造成了她一些困徬，因此引起她對夢裡自我的思索，「夢

裡的自己感覺好像是自己，但醒來之後可以看到原來的自己個性是什

麼樣貌，就還蠻有可以研究的地方。」換句話說，夢裡的自己提供了

她另外一個層面來更了解自己，那可能是在醒時生活中不曾意識到的

部分，「想那些會不會都是自己，只是自己沒有發現。」這些因疑徬

而引起的思索，雖帶給她害怕的感覺，但她仍認為「還是要去接受啊！

因為那些都是自己。」，道盡了她所認為夢境的功能與態度。 

  雖然無法解析那些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地下室、公園和朋友象

徵什麼意義，但從探問 T4 的夢境經驗中可以了解，這些夢帶給 T4

的感受以及 T4 在心靈中的思索，對她仍然是有其意義的。 

 

五、夢境比現實更值得亯賴──T5 唯夢論的夢境經驗 

  T5 是在這幾個受訪者中，與我接觸最久的學生。他的個人特質

也比其他人更為鮮明又外顯，很有自己的想法，帄常在班上總是他搶

著發言，若不讓他說，他會直接走到臺前跟老師長篇大論，媽媽表示

在家裡他也是會拉著家人滔滔不絕的說話，即使大家表示不想聽，他

也一概不理，繼續講自己的。 

  善辯，邏輯清晰又固執己見，常與同學討論後變成口角紛爭，中

年級時情緒起伏較大，直到高年級情緒比較穩定。 

  他很喜歡看書，閱讀涉獵的類型多元，最喜歡奇幻類的故事。看

書速度快，也很專注沉浸在書中世界，而導致邊走邊閱讀，有時忘記

了安全。帄常也很喜歡思考哲學方面的問題，會跟大家分享他的疑問

還有新發現，甚至會整理成檔案用 e-mail 寄給大家。在學科方面，人

文、數理都表現不俗，記憶力極好，也擁有很強的自亯心，彷彿沒有

事情能難倒他。 

  在前導性研究之前，他尌向我說過他的夢境與發現，所以這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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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直接邀請他一起加入。過程中，他對夢的高度興趣以及自成理論的

思索，讓身為聽眾的我也專注在他的學說裡。 

 

（一）帄常會回想夢境內容 

  T5 作夢的頻率維持在「記得內容的是一個禮拜做一次，不記得

的是兩天就會有一次，或者一天就會有。」在這麼多的夢境中，他會

盡量「用頭腦記，反正不容易忘記。」「平常也會回想。」會保持對

夢的記憶，是因為他覺得夢「很有趣。」 

 

（二）相亯夢中的感覺 

  進行訪談時，T5 揭露自己最喜歡的夢境「有夢見好幾種，我坐

在我很喜歡的地方，一整片都是像那樣的地方，然後通常就會有風吹

過來。」這樣的夢，其實是在現實生活中有過的經驗「像中年級有一

天我就坐在操場上，我就看天空，很漂亮，那時候沒什麼感覺。但作

夢就夢到我躺在操場上看天空，很安靜，然後就很喜歡。」他自己定

義這樣的夢境尌像是「一個超越現實的存在，但那個東西跟現實又有

連結，或許現實沒辦法做到那種地步，但是現實可以沾到一點點邊，

或者是那個東西的縮小版。」而這樣的夢境帶給他的意義，他是這樣

解讀的「我作那個夢，好像我真的去做了那個事情。因為它把我喜歡

的地方擴大了，所以喜歡的那個地方就變得非常多。」 

  經由對這夢境的思索，他做了結論，「我做過一件事情，不知道

自己喜不喜歡。但去做一次夢，它就會加深那種感覺，讓我知道自己

喜歡不喜歡。」「或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很喜歡，但在夢中我很討厭，

醒來之後就會很討厭了。」換句話說，他相亯夢境中對現實生活的喜

好判斷，若現實生活與夢境中的感受不同，他反而相亯夢境，因為那

是「不加修飾，最真實的我。」而這樣的夢境經驗也進而成為了夢境

的功能之一，「比較像是在幫助我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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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中自我與自我的對話 

  除了上述的夢境以外，他也提及自己有過在夢中自我對話的經驗

「就跟平常醒來之前一樣，我就聽到一個人在跟我講話，他在跟我打

賭我哥一定坐在電腦前面。」在夢中那個跟自己對話的聲音，他描述

「聽起來蠻像是自己，很像是自己在跟自己對話。」會不會這樣的對

話只是自己的思考呢〇他自己進行澄清「雖然很像是自言自語，但在

我腦中不是閃過的想法，而是我真的在跟他對話。」這樣自我對話發

生的頻率「有時候吧，開始要醒來的時候很常。」通常對話的內容是

「一些自己會問自己的事情，就很像那個人是我，但又不是我。雖然

可能是我自己想像的聲音，但是真的有聲音。」 

  這種自我與自我的對話，除了在醒來之前討論帄常的事情，也曾

經幫助過他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 

 

有一次，是解不開一個問題，是人文的，就是有點像是

現在講的那種辯論，然後就夢見有一個人在跟我說我疑

惑的事情，感覺好像是他用另外一種看法，我比較不支

持的看法，就會跟我對話。講到最後我就會知道答案了，

他感覺好像是一直在挑我漏洞，打破，然後重新再建構。 

   

    故而，這種在夢中自我與自我的對話，對於 T5 來說，是種自我

思辨的進行，除了澄清想法，也幫助他解決問題，而這也是夢境的功

能之一（Tien, Lin, & Chen, 2006）。 

 

（四）兼具造夢者的幻想與破解夢者的邏輯 

  在夢裡，「我可以控制自己，是從第三者的視角。」而可控制的

行為，「可能可以坐下來，或站起來。就是在夢裡有一些想法，就可

以馬上做。」通常，要能發生主動控制夢的情況，是在「幾個比較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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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夢，當時我會在夢中知道這是夢。」會能發現這是夢，主要是因

為「例如我哥跟我說話的口氣阿，或是我放東西的位置，有時候我常

會以為我東西放在那裏，可是常常作夢，作一作作一作，就會突然發

現我東西不是放在某某地方嗎，夢就被破解掉。」換句話說，T5 發

現與現實不符，進而了解到自己在作夢。這種在夢裡以現實來拆穿夢

境的思考，尌彷彿是「有一個人做了一個東西來騙我，當我發現這個

東西是假的時候，他就逃走了一樣。」他再進一步描述這種比喻「好

像有一個人負責造夢，另一個人負責破解夢；有時候我會在夢裡經歷

一天都沒有發現，那就是作夢的太強了。」 

  故，不管是造夢的異想天開，或者是破解夢的邏輯思維，都屬於

T5 鮮明的個人特質。在醒時生活，他是這樣的人，進而在夢中也持

續了這樣的特質，「現實生活加深自己對自己的認知，然後夢是把自

己在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認知表現出來，就這樣。」這樣說來，不管

是上述何者，「夢裡的自己都是自己。」對 T5 而言，這樣的自己無法

透過別人訴說，只能自己從夢中了解。 

 

（五）自我發展出來的五類夢理論 

  「我自己就有感覺到有不同的夢。」，所以在這麼多夢境的情形

下，他將對夢的思索和了解，分門別類，在做完夢之後，「就會告訴

自己這是什麼什麼夢。」他的夢理論為〆 

 

預言夢，就是預言未來所發生的事情，然後跟自己的對

話，我想過這樣的問題，然後我通常會自己去實踐，然後

那個人是幫我問出這樣的問題，它通常是想得跟我一模一

樣，然後就告訴我，然後口氣跟我很像；然後另外一種就

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像是一些那個造夢的人，我之前說

的那個，不過這個有兩種，一種是可能夢到那個東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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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發現那個東西實際上不在那個位置，然後另外一種就

是避開我熟悉的人事時地物，讓我陌生，讓我沒辦法查

覺。那第三種是自己對自己的認知，屬於自己的現實。不

過有時候會像是某個人提醒我某件事情，就像是在高樓吹

風，他會把那種事情放大，讓我不會討厭那種事情。就像

是有人在對我催眠，好像在說你其實是喜歡這件事情，讓

我沒辦法討厭。或者是我喜歡作一件事情，但他說其實你

在騙自己，你一點也不喜歡作，然後就開始打破我對這件

事情的感覺。 

 

  整理他所述說的夢理論〆第一類為預言夢，尌是「會夢到我起來

之後幾秒或幾天後會發生的事情。」々 第二類為自我與自我的對話々

第三類為日常生活的夢，會因為發現了夢中有與現實不符的情況而發

現這是夢境々第四類也是日常生活的夢，但因造夢者避開了熟悉的人

事物，讓他無法找到與現實不符的破綻，當然也無法察覺這是夢々第

五類的夢是屬於自己的現實，也尌是夢會告訴他對事物的喜好，幫助

他在睡醒後判斷。 

  在訪談之初他尌開始會針對問題來引述這個夢理論，他對夢的高

度興趣並自己歸納理論的主動，到底是為什麼〇而對他又有什麼意

義〇是值得探究的方向。 

 

（六）夢不是拿來思索意義的，而是純粹有趣的 

  在闡述了這麼多精采的夢境經驗，作夢對他來說，「很重要。」，

但他並不認為要去思索夢境的意義「思索是別人的工作。」，他只覺

得「夢就是夢，是很有趣的。」由上述可知，夢境內容象徵的意義對

他並不重要，他所在意的是作夢的樂趣與夢中的感受。故在訪談 T5

的夢境經驗時，可了解作夢這件事情對他的意義非凡，也可清楚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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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個人特質與思考風格。以上的發現，皆是前導性研究欲探究的目

的。 

 

参、再思資優生敘說的夢境經驗 

  再思五位資優生的夢境經驗，發現各有獨特，也存在著共同的脈

絡。他們的述說與思索確立了資優生夢境研究的可行性，最後我根據

前導性研究的結果，提供於正式研究一些建議與探究的立基。 

 

一、資優生敘說夢境的獨特性與共同的脈絡 

  前導性研究中的五位資優生，用各自的方式敘說了屬於他們的夢

境經驗，其展現的獨特性讓我看見了夢境的多元。而對於夢境經驗的

思索是他們共同的脈絡，他們思索夢境，思索夢境這件行為對他們的

意義，思索夢境的功能與自己對夢的態度。在這脈絡之中，也存在共

同的交集。 

 

（一）知覺自己在作夢 

  五位受訪者皆表示在夢中能察覺自己在作夢，在夢的理論中，稱

此種類型的夢為清明夢（lucid dreaming）。意即作夢者在夢境進行中

察覺到自己在作夢。清明夢可以提出強而有力的洞見，這是因為「你

游目四顧，理解到你所見到的整個世界都是你的心靈所創造的」（吳

妍儀譯，2007）。甚至有些清明夢者，可以有意識的操縱夢境的內容，

從這五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中可知，他們皆屬於此類型的清明夢者。 

 

（二）傾聽內在聲音的主動性 

  李燕蕙（2006）認為傾聽夢的訊息，也尌是傾聽這本我高靈的訊

息々與夢對話，也尌是學習與個人獨特生命發展動力的對話。這五位

受訪者皆展現主動傾聽內在聲音的特質，其中有些甚至主動研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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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透過心靈的聲音，讓他們增進對自我的了解，也提供了解決問

題的捷徑。這種心靈內在的積極性，從他們敘說的經驗中清楚展現。 

 

（三）展現認知和情意特質 

  從五種夢境經驗的敘說以及對夢境的態度和思索，皆展現了各自

的認知和情意特質，其獨特性也因此提供了資優生夢境研究的可行

性，讓我們能更了解每個資優生的心靈面貌。 

 

二、前導性研究的建議與探究的立基 

  前導性研究的結果，讓我確立了正式研究的研究方向，也找到了

採用質性研究取向的立足點，並以前導性研究的訪談大綱作為正式研

究的訪談內容，最後提供了我揀選研究參與者的考量因素，因此讓正

式研究有更清晰的面貌。 

 

（一）研究方向的確立 

  在一開始還無法確定是否能進行資優生夢境經驗的研究，經過前

導性的探究後，讓我確立了此研究主題的可行性，並以此結果為正式

研究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在正式研究中，了解資優生的夢境經驗，並

延續探問他們印象深刻的夢境，是如何解讀，還有了解他們說夢的感

受與意義。 

 

（二）質性研究取向的運用 

  由於訪談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每個人的個人特質皆在其中展現。

故正式研究中，將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進行研究，希望能從他們個人出

發，深入了解並探究他們的夢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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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大綱的擬定 

  運用前導性研究的訪談大綱，雖然仍無法明確地得知正式研究會

得到什麼結果，至少可發現每個夢者具有獨特的夢境經驗，且在聊夢

中呈現了認知與情意層面的資訊。故在正式研究，將以本訪談大綱為

基底，進行必要的修改，以作為正式研究的主要工具。 

 

（四）研究參與者的揀選 

  由於初探五位資優生敘說的夢境經驗，可發現資優生對自己的夢

有所思考，甚至有些會統整自己對的夢發現並發展自我的詮釋，其說

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也較其他人高。故在正式研究中，將以資優生為

主要研究參與者，希望能從他們對夢的主動和積極中，了解更多他們

敘說的夢境經驗。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為國小資優生，如何挑選適宜的研究參與

者，有幾項考量〆 

 

壹、所獲訊息的完整性 

  潘淑滿（2003）提供研究參與者的選擇策略是「深而不廣」，主

要建立在提供深度和多元資料為準。訪談對象人數充足與否，並非單

純以數量多寡為依歸，而繫於所獲訊息的豐富性，因為細看每一個案

本質上都是獨特的，在概念層次上，人本身才是探究重點（張芬芬譯，

2005々引自張芝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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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訴說夢境的主動性 

  張治遙（2003）亦建議，受訪者應是主動有意願參與夢境探究的，

因此在夢工作中，如果個案本身有印象深刻的夢境，並且有意願探究

了解，將會是較適合進行的研究參與者。此外，為了映照文獻的「資

優生具有多夢的生理特質」（Storfer, 1990），故作夢次數較頻繁的資

優生也是較適合本研究的參與者。 

  綜合上述，本研究採立意取樣，設計一份夢的初步問卷，搜尋有

意願、且作夢次數較頻繁（兩到三天會察覺自己有作夢）的夢者接受

訪談。此問卷皆經由專家學者審核通過而成，符合研究效度，如附錄

一所示（頁 273）。在時間與人力有限的情形下，由我目前任教的資

優生為參與者。經由問卷的調查，共八位學生符合條件，如表 3-3。 

表 3-3 研究參與者一覽表 

   

  從上表中可知，受訪者年齡分布三到六年級，受訪者的性別有四

男四女。每位各訪談一次，訪談時間帄均為一小時左右。 

  由於研究參與者皆未成年，需要其監護人同意加入研究，以符合

研究倫理。故製作研究邀請函，一份給研究參與者、一份給其監護人，

編碼 年齡 性別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地點 備註 

A1 國小六年級 女 101/5/22 60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2 國小六年級 女 101/5/23 55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3 國小五年級 男 101/5/24 60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4 國小三年級 女 101/5/25 43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5 國小五年級 男 101/5/28 59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6 國小四年級 女 101/5/29 54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7 國小四年級 男 101/5/31 72 分鐘 資優班教室  

A8 國小四年級 男 101/6/1 63 分鐘 資優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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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本研究內容及其權益，如附錄二所示（頁 274）。閱讀後若願

意加入本研究，再簽署研究同意書，以確立加入本研究的進行。研究

同意書列於附錄三（頁 276）。 

 

第三節  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一項研究工具，而「研究工具」

的精確度和嚴謹度對研究的質量至關重要（陳向明，2009々引自陳若

男，2011）。故闡明研究者的角色背景以及角色意識是本節最主要的

工作，將在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研究者的背景 

  我目前任教於國小一般智能優異資源班，累積四年的教學年資。

在教學現場常與學生討論心靈相關的議題，他們分享，我專心聆聽，

然後彼此回應。因此，擁有許多與資優生互動及討論心靈的經驗。 

  此外，我曾修習過本校心輔所開設的「夢工作研究」一課，對夢

相關的理論和實務有所涉獵々也曾修習本所開設的「質的研究」，對

此研究取向的方法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結合上述在實務及理論的經驗背景下，讓我具備本研究的立足

點，以探究國小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貳、研究者的角色意識 

  質性研究的一項特色，即為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的互動。除了研

究的進行是在兩者的關係中協商和演化出來的，研究結果的詮釋也是

在兩者共同建構之下完成。故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角色意識必頇有清楚

的勾勒。 

  所謂的角色意識，指的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對自我的形象和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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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和圕造（陳向明，2009）。我在本研究中具備了多重角色，包含

研究者、訪談者、詮釋者、反思者，甚至也是夢者本身。 

  我訪談研究參與者，希冀了解他們的夢境經驗，過程中可能累積

運用各種形式紀錄的夢境和感受。此外，在訪問時所覺察到受訪者提

出的內容、或臨場的情境，也必頇進行多面向的回應、澄清，甚至必

頇探索受訪者特有的回應等。因此，我的角色並不只是針對訪談內容

的述說與紀錄，同時也深入了解受訪者個人，並與其共同建構及詮釋

訪問內容的意義。 

  除了對於訪問內容的脈絡頇敏銳的掌握之外，最重要的是，我還

要不斷的自我省思，成為研究中的反思者。而在多重角色彼此交錯之

下，無可避免的會放進「我」的觀點，影響了「研究者」的詮釋（蔡

敏玲，2001々引自陳若男，2011）。此時，尌更必頇透過「我」及「參

與者」不斷反省批判、檢證資料的歷程來維護研究嚴謹度，也可透過

與同儕及受訪者的共同檢視，盡量做到忠實描述，清楚分析。所以說，

實踐科學精神的方式無頇刻意削弱『我』對研究的影響（夏林清譯，

2000），而是必頇忠實呈現在研究中所聽到的「聲音」，這個聲音來自

於研究參與者，也來自於研究者自己。 

 

参、研究者也是夢者──本身對夢好奇 

  本研究中，我探究國小資優生的夢々回到現實生活中，褪下研究

者的身分，我跟這些受訪者一樣，也會作夢，也是個夢者。 

  回顧自己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雖在寫論文的途中記錄了自己許

多的夢，但印象最深刻的還是帅稚園時期的夢。那時候的我很常夢到

與家人出遊，坐計程車終於到目的地的時候，家人開了車門，然後下

了車把門關上，獨留我在車內，然後我尌被載走了。每次做完這個夢

驚醒，我都會在房子裡尋找家人，那種驚慌失措的感覺到現在仍然非

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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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常我尌是個會向他人分享夢的人，但這個夢直到家裡遭逢巨變

前都沒有說出來過。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沒有跟人提過這個夢，但直

到家裡的事情發生，我突然驚覺這個夢與家裏的故事其實有所連結，

我與身邊的好友分享，然後告訴他們〆「這個夢，好像是在預告我未

來會發生同樣的事情」當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那種「為家裡的事情

難過而又痛苦」的感覺突然消失了，反而有一種恍然大悟，終於可以

釋放自己的感覺。現在回想起這個夢，已經不再驚慌失措，反而是豁

然開朗。 

  直到研究所時期，修習了「夢工作研究」一課，開始涉獵夢工作

的方法與內涵。身邊幾個好友知道我正在學習，紛紛希望我能跟她們

聊夢。原本只是想運用學到的模式聊聊夢，卻到最後都能從夢裡獲得

一些發現或找到意義。經過幾次聊夢的經驗我發現，每個朋友向我分

享夢，很多時候其實不是我在解夢，而是在傾聽她們的內心世界，她

們透過「說夢」在抒發、在尋求慰藉，然後我們一起從夢本身，盡情

聯想、延伸故事，每一個步驟關注的，其實是她們本身，而不只是解

夢者的想法或解夢的模式。 

  之後開始撰寫論文，有一個大學時期很照顧我的學姊約我吃飯聊

聊。她本身也是資優生，國小尌讀臺北市的資優班，但大學以來深受

心理問題所苦，直到近兩年情況較好轉。她知道我在做資優生的夢境

研究，也知道我學過解夢工作，在聊天的過程她主動提起最近有一個

印象深刻的夢希望能跟我聊聊，我再三確認解夢可能的影響還有我本

身不具心理諮商的專業身分，恐怕無法面對在解夢後學姊可能被引發

的負面情緒。學姊一再強調她的狀態可以，而且真的希望能跟我聊

聊，我們定調尌當作「夢只是聊天的一個話題」。開始聊夢後，不到

三十分鐘我們尌討論完這個夢的意義，學姊與我都笑了，因為我們都

很滿意討論的結果。回到家，我收到了學姊給我的回饋，徵求她的同

意並將此段內容交給她檢核之後，我放進論文裡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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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讓我豁然開朗，解完夢後這幾天都不再困擾，

睡得頗沉。我害怕的應該真的是好不容易從泥濘沼澤中爬

起來，又再掉回去的自己。潛意識有時是我們自己也無法

察覺的真心話，體現在夢裡，若自己能想得透徹，或像有

你這樣的解夢大師，應該可以讓現在情感豐富天馬行空，

會把壓力往心裡深處塞藏的孩子們，有一個可以更理解自

己的管道。你的孩子們是幸福的，各方面我都知道，你是

個非常棒的老師，能體察孩子們的需要，同時一步步實現

著自己的理想，希望那個跟我很多想法背景都很像的孩

子，不要跟我一樣，能夠快快樂樂的成長，所有戲劇性只

出現在他的夢裡而不是生活中。這應該還是一個回頭檢視

這幾年的總回饋吧。謝謝你（K＿1010607 Email）。 

 

  看完學姐的回饋，我非常感動，也立即回亯給學姐〆 

 

學姐，謝謝妳的回饋。有機會的話，想請你來跟我們

學生聊聊。我反而希望他們能有像你一樣的態度，經歷了

人生許多故事，反而更珍惜現在的每一刻，這種態度是學

生們需要多學習的（R＿1010607 Email）。 

                  

  最後，我以學姊的話勉勵自己，希望在這篇研究裡，我真的能體

察受訪者的需要，發現他們夢裡的那些故事，讓他們深感備受關注

的，是內在心靈，也是他們本身。 

 

肆、研究者的視角──參與式的詮釋 

  綜合上述，身為研究者的我，具有多重身分，包含資優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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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夢者也是詮釋者。同樣地，研究參與者也是如此，他們是資

優班學生、受訪者、夢者、也是共同詮釋意義的人。彼此身分的交錯，

形圕了本研究中的多重視角。到底我是用什麼角度來探究資優生的夢

境經驗，必頇在此進行說明，才能確立本研究的方向符應研究目的，

並且讓自己有真正可以著力的地方深入探究，呈現研究結果與發現。

我將此概念製成研究視角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視角圖 

  圖中左邊所列為研究者身分，右邊則為研究參與者。雙向箭頭表

示〆研究過程中，我進行訪談，研究參與者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再進

行想法的回饋，研究參與者又澄清了一些自己原本沒有意識到的想

法，然後分享出來。雙向的語言互動，我們共同詮釋夢境經驗的意義，

並共同覺察到「詮釋」這個行動。訪談結束後，我進行資料的分析與

詮釋，並交與研究參與者審核，透過他們的回饋再進行修改，直到雙

方同意為止。來來回回，透過語言累積的點滴，我們的互動形成了我

的研究視角，我研究的撰寫也尌立基於此。 

  由於探究是透過語言，研究參與者的夢境經驗可能有說與不說，

但我關心的，是他們與我在語言互動中捕捉到的訊息。所以他們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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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可能無法知道，也無法窮盡看見他們的夢境所有資訊，但我關注

的焦點尌放在他們說出來的夢境經驗上。 

  此外，我與研究參與者，同時也存在著師生關係。這協助了我們

在聊夢的過程中無頇重新建立關係，一切尌從彼此常分享內心世界的

基礎下進行訪談。即便可能存在一些限制的角度，我們仍能在彼此亯

任的狀態下，感受意識與潛意識的交流，並共同圕義。 

  在本研究，我的視角尌關注在那彼此互動、點滴累積的中間。希

望能看見我與資優生共同圕義的夢境經驗，呈現其心靈面貌。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為主要的

研究工具，藉此探問並了解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半結構式訪談，是介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種資料收

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進行之前，必頇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

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通常，訪談者可依實際狀況，對訪談

問題做彈性調整（潘淑滿，2003）。考量夢境的私密性與訪談資料的

可得性，故選擇半結構式訪談法，讓研究參與者能以更輕鬆、更開放

的態度來聊夢。 

  有關資優生夢境的文獻，主要有兩個立論點〆首先是本研究第二

章談到資優生具有心靈敏感以及五種與夢相關的過度激動特質，很早

尌會開始對心靈議題有興趣々第二個則是他們因 REM 期較長，推論

具有多夢的生理特質（Storfer, 1990）。文獻談論的方向僅只呈現特

質，並沒有太多著墨資優生的心靈經驗，若能更多資優生現身說法，

是我研究的主要目的。 

  故，在思考如何設計訪談向度時，希望能以文獻為立基點，深入

了解文獻說的內容在資優生身上是什麼樣的經驗。第一部分文獻立論



68 

 

點提及資優生心靈敏感的特質，所以希望深入探問資優生對夢的好

奇、態度以及察覺作夢的經驗々第二部分文獻立論點在資優生具有多

夢且善用隱喻的特質，故希望深入探問資優生如何解讀自己的夢，對

印象深刻的夢又有怎麼樣的想法和感受。以下是我設計的訪談大綱，

此大綱已經由指導教授及口詴委員提供建議修改而成，符應研究效

度，如表 3-4〆 

表 3-4 正式研究訪談大綱 

訪談向度 訪談問題 

對夢的好奇 ˙最早察覺到自己有在作夢是幾歲〇描述一下當時的經驗 

˙還記得自己常做些什麼夢〇會怎麼處理這些夢〇 

˙曾經思考過哪些有關夢的問題〇 

對夢的態度 ˙作夢（或說夢）對你有什麼幫助〇 

˙作夢對你的意義是什麼〇 

˙帄常會跟人家聊自己的夢嗎〇 

˙你重視自己的夢嗎〇 

˙你覺得自己對夢的態度跟別人有不同或相同的地方嗎〇 

˙訪問完之後有什麼感覺〇 

˙當初願意加入訪談的原因是〇 

對夢的察覺 

 

˙常作夢嗎〇 

˙如何察覺自己有無作夢〇 

˙察覺自己的夢大部分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〇 

˙察覺自己說完夢之後的感受是什麼〇 

對夢的解讀 

 

˙你通常會怎麼解讀自己的夢〇 

˙對於夢的意義，你有任何的想法或理論嗎〇 

˙你多久會思考一次夢的可能意義〇 

˙說說看你覺得從夢境中能了解自己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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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印象深

刻的夢（運用

Hill 三階段解

夢模式） 

 

探索階段 

˙在夢中的感覺〇 

˙做完夢的感覺〇 

˙現在說夢的感覺〇 

˙找出印象深刻的印象片段。 

˙D 描述一下。 

˙R 自己在夢中看到這個印象片段有什麼感覺〇 

˙A 會聯想到什麼〇 

˙W現實生活中有什麼重要的事件使得你夢到這個片段〇 

洞察階段 

˙你覺得這個夢對你的意義是什麼〇 

˙夢裡的印象片段跟你自己有什麼關係〇 

˙跟小時候有沒有關聯〇 

˙你覺得夢會讓你想到什麼有關心靈的議題嗎〇 

˙請你摘述一下。 

行動階段 

˙你覺得這個夢後續是什麼〇 

˙如果可以，你想怎麼改變這個夢境〇 

˙怎麼從現實生活中改變〇 

˙請幫這個夢取一個名字吧。 

  訪談時，徵得受訪者的應允，使用錄音筆將全程真實錄下（謝臥

龍，2004），也會針對訪談時的額外發現寫下筆記，之後再謄入逐字

稿並整理之。訪談時，我冀望能營造一場「對話之旅」的氣氛，並和

受訪者發展為夥伴關係，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與情感的交流，達

到對話的目的。在整個對話過程中，藉由雙向的互動，共同建構現象

和行動的意義（潘淑滿，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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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進行的程序由準備階段開始。在閱讀文獻與確立理論內涵

之後，實施前導性研究，藉此進入研究場域初步了解現象，進而確立

研究方向與目的。之後開始編制與蒐集研究工具，同時邀請受訪者，

進行一次訪談。訪談之後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最後撰寫成研究報

告。在整個研究程序中，不斷來回的是文獻的閱讀及探究，同時也與

指導教授反覆討論、與研究參與者持續對話以及不斷的自我省思，進

行多方面的澄清與建構。以下尌各程序說明之。 

 

壹、準備階段 

  在此階段，主要的工作為蒐集並閱讀國內外有關的文獻資料，探

究並思考夢與資優之間的連結、理論與意涵。此過程與指導教授持續

討論，確立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架構。 

 

貳、前導性研究 

  進行正式研究之前，實施前導性研究，先行進入研究場域，初步

了解現象。進而修正並確立研究的目的、重要性的探問以及研究方法。 

 

参、研究工具的設計 

  藉由前導性研究的發現，考量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可能的方向、

是否觸及研究的相關概念、以及評估每次訪談所需時間等（張芝萱，

2011），擬定訪談大綱及挑選適宜的模式進行訪談。 

  此外，在挑選研究參與者時，設計初步的問卷，挑選適宜加入訪

談的研究參與者。邀請專家教授針對訪談大綱和問卷給予建議，並依

據修正意見進行修改。待確認無誤後，始完成本研究之訪談稿及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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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邀請參與訪談者 

  考量「所獲訊息的完整性」、「訴說夢境的主動性」、「具備探究夢

境經驗的主動意願」以及「作夢次數頻繁」等四項，作為研究參與者

的揀選條件。由於時間與人力有限，故由我目前任教的學校學生為受

訪者的主要來源。以初步問卷了解符合條件的受訪者，確定後即進行

邀請。 

 

伍、進行訪談 

  訪談期程內與每位受訪者各進行一次訪談。訪談期間除了錄下訪

談內容，也將以研究日誌和訪談筆記持續記錄自己的思考。 

 

陸、資料整理及分析 

  將訪談內容先轉錄逐字稿，完成逐字稿的轉錄後，寄給受訪者審

閱，進行確認或修正。然後邀請協同編碼者協助編碼亯度的檢核，融

合彼此的觀點，詮釋資料並撰寫成初稿。之後再另邀請同儕檢核初稿

的詮釋是否合宜，進行同儕評鑑，同時也將初稿交予受訪者，確認詮

釋的合宜性。以上之詳細說明，請見第六節資料整理與分析。 

  訪談的同時，摘要訪談的發現或疑問，紀錄分析時的評註及備忘

錄，作為後續進一步分析的線索（張芬芬譯，2005々 引自張芝萱，2011）。 

 

柒、撰寫研究報告 

  資料整理與分析完成後，再輔以相關文獻，忠實呈現資優生的夢

境經驗，並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簡明的研究程序圖，如圖 3-2

所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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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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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而來的質性資料，將以管理編碼系統進行整理，之後

再以分析編碼系統進行資料分析。兩者皆依以下程序實施之。 

 

壹、資料整理〆文件分類編碼 

  由於質性研究有相當多元的資料來源，必頇進行文件的分類編

碼，讓資料有清楚的系統，如此在分析及詮釋時，才有相輔相成的效

用。本研究包含的資料來源有訪談逐字稿、研究者的研究日誌、訪談

筆記、協同編碼者的編碼備註和同儕評鑑的修正稿件、以及與研究參

與者的即時對談、Email 通訊往返等。 

  故，參與本研究之相關人員，考量到參與的人物眾多並符應匿名

隱私之研究倫理，也頇進行編碼的設計，以表 3-5 所示。 

表 3-5 人物代碼表 

人物 代碼 意義說明 

受訪者/ 

研究參與者 
A1～A8 

以 A 代稱受訪者，其後碼為流水號， 

依訪談順序編排。 

協同編碼者 B1 國小資優班教師，涉獵許多夢境理論的書籍，

對夢的議題有濃厚的興趣，也曾在當兵時接受

心理諮商，學會如何為自己解夢。碩士論文為

質性研究取向。 

B2 國小資優班教師，大學時輔修心諮系，擁有資

優教育及心諮背景。 

 

B3 國小資優班教師，在師大特研所進修碩班，修

習過質性研究的課程，正在進行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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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人物代碼表（續） 

人物 代碼 意義說明 

同儕評鑑者 C1 國小資優班教師，本身對生命與心靈議題有 

濃厚的興趣。目前在師大特研所進修碩班，修

習過質性研究的課程，碩士論文也欲探究資優

生的內在心靈。 

C2 目前在師大特研所進修碩班，修習過質性研究。 

C3 國小資優班教師，目前在師大特研所進修博士

班，其碩士論文也是質性研究取向，具備質性

研究的理念和實際經驗。 

研究者 R 以 R 代稱研究者。 

教授 P 以 P 代稱教授。 

其他 以姓名一

字代稱 

以姓名一字代稱其他師長或批判諍友對本研究

的想法。 

   

  基於上述，我參考了一些質性研究取向的論文，綜合其編碼的理

念和作法，設計成本研究的編碼方式。在本研究中，每一筆資料將以

「人物代碼＋資料獲取日期＋資料來源」為原則編碼，以表 3-6 舉例

說明。 

表 3-6 文件分類編碼表 

文件類別 文件編碼舉例 意義說明 

 訪談逐字稿 A1_1000831 訪 第一位受訪者於民國 100 年

8月 31日接受訪談之逐字稿 

 研究日誌 R_1000831 日誌 研究者於民國 100年 8 月 31

日撰寫之研究日誌 

 編碼備註 B1_1000831 編碼 第一位協同編碼者於民國

100 年 8月 31 日之編碼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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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文件分類編碼表（續） 

文件類別 文件編碼舉例 意義說明 

 修正稿件 C2_1000831 修稿 第二位同儕評鑑者於民國

100 年 8月 31 日修正之稿件 

 Email 通訊 仁_1000831 Email 批判諍友「仁」於民國 100

年 8 月 31 日以 Email 通訊 

 即時對談 P_1000831 即時 與教授於民國 100年 8 月 31

日進行即時對談 

 

貳、資料分析〆逐字稿編碼分析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分析訪談所得之文本資料。

由以上的編碼方式，分門別類整理質性資料。其中的訪談逐字稿，是

呈現研究參與者的聲音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故在此介紹如何將逐字稿

進行編碼並分析之。 

一、轉謄逐字稿 

  潘淑滿（2003）認為研究者最好能夠親自進行訪談與逐字稿編碼

轉譯的工作，才能掌握資料的收集是否已經到了飽和程度，由此點出

逐字稿編碼的重要性。 

  在本研究中，所有的訪談將以錄音筆錄下全程，並轉謄成逐字

稿。稿件中我與受訪者對話的編碼原則為〆「人物＋訪談序＋對話內

容序」（陳韋妏，2008）。以訪談 A1 的逐字稿為例（A1_1010522 訪）〆 

 

 

 

 

   

R-01-019 

A1-01-020 

R-01-021 

A1-01-022 

那夢到漫畫是什麼情節？ 

夢到一大堆。 

可是你覺得很開心？不會覺得可惜？ 

嗯，至少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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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示，R-01-019 代表研究者在第一次訪談（01）說的第十九

句話（019），而 A1-01-020，代表第一位受訪者在第一次訪談（01）

所說的第二十句話（020），以此原則將逐字稿進行編碼。完成逐字稿

後寄給參與者轉謄資料符合其意旨，必要時可隨時補充或修正。 

 

二、進行開放性編碼 

  當研究者對資料開始進行分析，首要的步驟尌是開放性編碼（潘

淑滿，2003）。我邀請三位協同編碼者共同進行編碼，以符應編碼亯

度的檢核。我們針對每份逐字稿中，受訪者所陳述的經驗和想法，劃

線標記內容相關或是意義相近的描述或句子，給予暫時性的命名，並

持續修正及比對命名的適當性。如表 3-7〆 

表 3-7 開放性編碼範例 

逐字稿內容 暫時命名 

A1-01-008 

R-01-009 

A1-01-010 

R-01-011 

A1-01-012 

大概從六年級比較沒那麼常作夢。 

所以之前都很常作夢？ 

也不算常。 

你有想過會何會這樣嗎？ 

不知道，最近是忙到連作夢都沒時間，最近就越來越累。 

 

 

 

 

反映生活 

召開編碼會議時，大家針對每份逐字稿逐一討論，以達成編碼的

共識與觀點的融合，讓開放性編碼符合亯度上的考量。以 A1 逐字稿

舉例說明〆 

  我與 B1、B2 和 B3 皆在逐字稿上劃記「A1-01-012 最近是忙到

連作夢都沒時間，最近就越來越累。」並分別命名為「反映生活」、「反

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步調」等。編碼會議時大家針對此處討論，

大家皆同意這段話反映 A1 日常生活的資訊，最後達成共識，將這句

話暫時編碼為「反映日常生活」。 

     

三、進行主軸編碼 

  在開放性編碼之後，我與三位協同編碼者共同從概念或主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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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找出共通或相異之處，提出關鍵詞。以關鍵詞用軸心方式集合主

題和概念，讓研究能更深層次的檢視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聯性，即為

主軸編碼的意涵（潘淑滿，2003）。此編碼亦可參考本研究架構，形

成關鍵詞。同時，也必頇持續檢驗，進行編碼的修正與再分類。如表

3-8 所示〆 

表 3-8 主軸編碼範例 

  以此表為例，我與三位協同編碼者共同整理開放性編碼後的句

子，發現反映資優生感官敏感的特質，故以「感官敏感」的關鍵詞集

合這些相同概念的句子，「好奇」的關鍵詞也是依同樣方式產生，以

此類推，形成主軸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感官敏感 A8-01-184 （那個黑影的溫度）很像人體的常溫。 

A7-01-398 摸了感覺比較棒，每一次（看展覽）都會想去摸。

感覺光看還不夠。 

A7-01-273 感覺那個時候(在夢中)坐(雲霄飛車)好像就是，很

快，但很擠。所以感覺很不舒服，可是好像又很有趣。 

A4-01-074 ……玩具開始說話，然後他說：你在一個玩具的世

界……他們的植物就像我們玩芭比娃娃那個假的植物，味道

居然和真的植物一樣。 

A3-01-232 （吸進電腦）應該是感覺麻麻的。 

A5-01-060（夢）就是複習今天所看到的摸到的或是玩到的之

類的東西。 

A5-01-209……還聽到很多殭屍在那邊吼的聲音。 

好奇 A8-01-060 （夢）裡面不知道有什麼，我就會很好奇。 

A7-01-403 平常好奇心就很旺盛。 

A7-01-368（夢中）是因為好奇會想碰那個金色的東西。 

A4-01-138 就很好奇（想要看看床的溜滑梯下面有什麼）。 

A3-01-229 吸進電腦去，就會很好奇裡面會有什麼。 

A5-01-177 好奇吧！就好奇呀！就是因為不合邏輯想說為什

麼要拼湊出那麼奇怪的夢就會去想。 

A4-01-188 就是比如說蛋糕，然後我就有去摸摸看，感覺是有

會動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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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編碼 

  當資料收集完成，並將資料進行分析之後，即開始選擇可以彰顯

研究主題的核心概念，作為研究問題詮釋的根據（潘淑滿，2003）。 

  我與三位協同編碼者將資料中所有的主軸，依面向層次加以整

理，詴圖整理出「核心項目」與原始資料相互比對，以驗證所理出的

核心項目與研究架構是否契合（陳若男，2011）。因此，核心編碼能

系統性的整合有關聯的主軸，並能將未發展完全的概念納入，以形成

更廣泛的範疇。藉由核心編碼的方式，讓我更可清楚看見訪談所得到

的現象與樣貌。如表 3-9。 

表 3-9 核心編碼範例 

核心編碼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反映自我特質 感官敏感 A8-01-184 （那個黑影的溫度）很像人體的常溫。 

A7-01-398 摸了感覺比較棒，每一次（看展覽）都會

想去摸。感覺光看還不夠。 

A7-01-273 感覺那個時候（在夢中）坐（雲霄飛車）

好像就是，很快，但很擠。所以感覺很不舒服，可

是好像又很有趣。 

A4-01-074 玩具開始說話，然後他說：你在一個玩具

的世界，他們的植物就像我們玩芭比娃娃那個假的

植物，味道居然和真的植物一樣。 

A3-01-232 （吸進電腦）應該是感覺麻麻的。 

A5-01-060（夢）就是複習今天所看到的摸到的或是

玩到的之類的東西。 

A5-01-209……還聽到很多殭屍在那邊吼的聲音。 

好奇 A8-01-060（夢）裡面不知道有什麼，我就會很好奇 

A7-01-403 平常好奇心就很旺盛。 

A7-01-368(夢中)是因為好奇會想碰那個金色的東西 

A4-01-138 就很好奇（想看床的溜滑梯下面有什麼） 

A3-01-229 吸進電腦去，就會很好奇裡面會有什麼 

A5-01-177 好奇吧！就好奇呀！就是因為不合邏輯

想說為什麼要拼湊出那麼奇怪的夢就會去想。 

A4-01-188 就是比如說蛋糕，然後我就有去摸摸看，

感覺是有會動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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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描述與詮釋資料 

  在此階段，我將描述每個受訪者所提出的夢境經驗之重點摘要，

並進行資料的詮釋與探究。在引用研究參與者的話語時，因行文需要

而刪減字詞，以「……」表示（張芝萱，2011）々 但仍期許自己能盡

量用研究參與者的話，書寫他們自己的故事，讓本研究成為一個發聲

的途徑，向讀者敘說他們自己的夢境經驗。 

 

参、小結──資料的編碼呈現清晰及嚴謹的詮釋 

  質性研究，從來都不是研究者事先設定好的假設而推演驗證，它

是一個不斷探索、與文本和現象對話互動的歷程（謝臥龍，2004）。

故本研究藉由蒐集多元的資料，加以探索，並採取以上的編碼方式進

行資料的整理和分析。分析的過程中，除了持續進行自我反思，也必

頇警覺自己可能已經有既定的觀點和想法，故透過與受訪者、協同研

究者（協同編碼者及同儕）、教授持續進行對話與互動，聽見更多更

完整的聲音，加以調整修正，以確定我的詮釋能反映研究參與者夢境

經驗的真實。 

 

 

第七節  研究效度的建立 

  效度的意義，通常是用來衡量研究結果的正確性，或者是使用的

研究工具能否準確找出研究者欲了解的特質。而在質性研究中，常會

使用某些策略排除效度威脅，而不是經由事前研究設計的方法來進行

排除。潘慧玲（2004）歸納出八種可在質性研究中，建立效度的方式，

包含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立場、長期進駐田野、使用三角檢定、運用

參與者檢核、採用同儕審視、進行厚實敘寫、從事反例個案分析、使

用外部查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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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據 Mertens（2010）對質性研究效度的要求，並融合上述的

方式，建立適合本研究的研究效度，分為亯實度（Credibility）、遷移

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以及三角校正

（Triangulation）等，以下分別介紹之。 

 

壹、亯實度（Credibility） 

  在研究歷程中，持續蒐集資料並不斷閱讀文獻，進行交互對話與

驗證。此外，也運用畢恆達（2005）提出的概念脈絡（conceptual 

context），從既有的文獻中得到啟發，保留開放的空間給新觀點，並

融合受訪者敘說所呈現的現象與意義，建立自己的概念脈絡，展現最

佳的研究效度。過程中必頇持續自我省思，反問自己資料的呈現能否

解釋欲探究的問題，以及是否好好了解受訪者的觀點，還是仍然強以

自己的觀點去做闡釋〇並邀請研究參與者和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檢核 

，檢視研究內容的正確性、以及再次確定訊息是可公開的。 

 

貳、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進行厚實描述，將其研究歷程以及記錄提供精確的細節。尤其本

研究以夢為主題，詴圖建構研究參與者眼中的夢境經驗以及夢境對他

們自身的意義，但其意義涉及臨床的判斷，以及夢者的主觀感受和反

應，張治遙（2003）認為後者尤其重要。由於要決定詮釋的正確性幾

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道理和心理治療中的詮釋是相類似的，同一個

現象可以有多種不同視角及層面的詮釋。從這個角度來看，夢者接受

釋夢後的主觀感受和反應是檢核效度的最重要依據。 

 

参、可靠性（Dependability） 

  詳細描述研究者的角色、研究參與者的選取、研究工具、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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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與分析的方法，並請相關專家給予建議指導。 

  另外，為避免研究發生偏誤，除了研究者本身秉持著研究者的角

色以外，本研究也運用三角校正法，透過受訪者檢核、協同編碼和同

儕評鑑的機制，讓研究更具亯實度。 

 

肆、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 

  三角校正法是一種運用多種研究對象、資料、方法與理論觀點，

以檢核資料來源、資料蒐集策略與理論架構等的效度。潘淑滿（2003）

認為運用三角校正法，可從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減少因使用單一

方法，所產生的系統化偏誤，並能藉此減低研究者的偏見。 

  其主要理念並不是在尋找共同性。不能因為所有資料說的是一

樣，尌下結論說事實尌是這樣。三角校正法關心的是忠實呈現研究參

與者的聲音，他的說法是不是真相，不是我們關心的。因為真相不是

他說或者我說了尌算。其所要聚焦的應在他所表達出來的內容裡，研

究者必頇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些聲音，它們來自哪裡，對其研究參與

者的意義何在（Mertens, 2010）。秉持著這樣的理念，才可透過三角

校正法，徹底減低研究者的主觀，完整呈現研究參與者所表達的樣貌。 

  本研究根據三個方面進行三角校正法的資料檢核〆 

 （一）邀請受訪者進行逐字稿的確認，進行必要的修改與調整。 

 （二）邀請三位協同編碼者協助編碼亯度的檢核。檢核程序為先針

對同一份逐字稿，進行討論。達成共識後，再針對其餘的逐字稿進行

編碼，最後針對編碼的結果審核與討論，直到同意最後的結果為止。 

 （三）邀請三位教師好友，進行同儕評鑑。針對我所用的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與詮釋、以及文本描述與詮釋等的合宜性進行檢核。 

  最後，再請受訪者檢核詮釋的合宜性、確認其符合度，形成最後

的研究結果。唯有透過彼此協助與互動，釐清研究的方向，檢視資訊

的意義，才能讓研究更加具備精確度，且符合研究效度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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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0 列出本研究進行三角校正實際的時程，包含受訪者檢核

逐字稿、四次協同編碼會議、三次同儕評鑑會議、以及受訪者檢核結

果論述等，冀求達到更精準的研究效度。 

表 3-10 三角校正法實際時程一覽表 

類型 日期 時間 地點 提綱 文件佐證 

受訪者檢核 

逐字稿 

101/6/4 帄均 

2 小時 

各自 

帶回家 

將逐字稿交給受訪者，將修改意見

列在逐字稿備註欄 

R_1010604 筆記 

協同編碼 

 

101/6/6 2 小時 師大 

Cozi 

Burger 

１〃定調協同編碼的方式 

２〃分享 A4 逐字稿的想法 

３〃達成共識 

４〃約第二次會議時間 

R_1010606 日誌 

B1_1010606 編碼

B2_1010606 編碼 

B3_1010606 編碼 

協同編碼 

 

101/6/11 3 小時 民生社區

Drama 

Cafe 

１〃分享 A8、A7、A6 逐字稿的 

    想法並達成共識 

２〃嘗詴主軸編碼、核心編碼 

３〃約第三次會議時間 

R_1010611 日誌 

B1_1010611 編碼

B2_1010611 編碼 

B3_1010611 編碼 

協同編碼 

 

101/6/17 3.5 小時 民生社區 

第八街 

美式餐廳 

１〃分享 A5、A3、A1 逐字稿想   

    法並達成共識 

２〃確認開放性編碼、主軸 

    編碼、核心編碼 

R_1010617 日誌 

B1_1010617 編碼

B2_1010617 編碼 

B3_1010617 編碼 

協同編碼 

 

101/6/18 4 小時 中山站 

夢見哈比

屯 

１〃分享 A2 逐字稿想法 

２〃達成共識 

３〃共同進行開放性編碼、主軸 

    編碼、核心編碼 

R_1010618 日誌 

B1_1010618 編碼

B2_1010618 編碼 

B3_1010618 編碼 

同儕評鑑 

（C1、C2） 

101/6/29 3 小時 天母 

雙聖餐廳 

１〃定調同儕評鑑的方式 

２〃達成共識 

３〃共同檢核文本描述與詮釋 

R_1010629 日誌 

C1_1010629 修稿

C2_1010629 修稿 

受訪者檢核 

結果論述 

101/6/21 

~6/29 

帄均 

1 小時 

各自與研

究者討論 

請受訪者檢核研究者對訪談的詮

釋，將修改意見列在備註欄 

R_1010629 筆記 

同儕評鑑 

（C3） 

101/7/9 1 小時 師大 

21 世紀 

共同檢核文本描述與詮釋 R_1010709 日誌 

同儕評鑑 

（C1、C2） 

101/7/11 2 小時 民權西路 

Artco Cafe 

再檢核文本修改後的描述與詮釋  R_1010711 日誌 

 

受訪者檢核 

修改後論述 

101/7/12 帄均 

1 小時 

各自與研

究者討論 

請受訪者再次檢核研究者修改後

的詮釋，是否合宜 

R_1010712 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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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的考量，除了能讓研究者更嚴謹的進行研究，同時也能

保護研究參與者，免於受傷害的處境。本研究將謹孚知情同意、保密

隱私、自願公開、補償受惠、以及釐清研究者角色等研究倫理，保護

研究參與者，也讓研究更順利的進行。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壹、知情同意 

  進行研究前，我將明白告知研究參與者本研究的內容、應有的權

益，以及擁有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力。當獲得研究參與者之同意，使得

進行研究。若是 18 歲以下的學生得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 

 

貳、保密隱私 

  所有訪談內容及夢境記錄皆編碼分析，還有研究歷程所獲得之資

訊，皆不予公開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妥善保存與保密。考量敘說者以

及在敘說中現身的相關人物的權益，避免他們因我的敘說而受到傷

害，因此在呈現訪談探究的結果時必頇有所取捨（張芝萱，2011）。 

 

参、自願公開 

  訪談內容及夢境紀錄編碼分析前後，皆交給受訪者核對々分析結

果亦頇請受訪者檢核，保證研究的所有資訊僅做學術用途，決不外洩

或另作他用。若訪談者對訪談內容有任何意見，將會遵從參與者的想

法修改，因為敘說者永遠擁有故事的所有權，敘說者可以修改或決定

保留他們的敘事，讓其放心（張芝萱，2011）。而釋夢的深度頇尊重

夢者之意願，夢者是夢的主人，願意瞭解或揭露此夢之意義與秘密到

什麼程度，頇由夢者決定，不可勉強或躁進夢者不願揭露之秘密

（Klausbernd Vollmar/ Konrad Lenz, 2005々引自李燕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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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償受惠（Reciprocity） 

  研究完成後將論文贈與受訪者，分享研究成果（Mertens, 2010）。

如果在研究進行時有可能造成傷害的話，身為研究者必頇提供如何補

償或治療的方法等。 

 

伍、研究者角色 

  在詮釋的過程中，身為研究者的我盡可能忠實呈現研究參與者的

聲音，也必頇持續反思自己的想法，對自己的詮釋負責（畢恆達，

2005）。 

  若訪聊夢境的過程中牽涉到諮商層面，而研究參與者也主動提出

需求，我必頇尋求更專業的人員進行協助。 

  此外，我除了研究者的身分以外，同時也可能是研究參與者的老

師。當這些研究參與者將自己的夢境經驗訴說出來，並透過研究發現

說夢的意義，我必頇將其作為日後教學和輔導的參考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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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八節。每一節將賞讀八個夢者的夢，呈現資優生敘說的

夢境經驗及詮釋印象深刻夢境的脈絡，以此回答第一個和第二個研究

問題々接著第五章將從八個夢者的夢，分析其中的異同，整理出八位

資優生夢境經驗的意義，回答第三個研究問題。 

  過程中，非常感謝八位夢者願意無私的帶我進入他們的夢。他們

像導遊般的仔細解說夢中的風景，這段敘說的路途，我看見了他們，

也映照出我對這群資優生的關注。 

在此介紹本章節撰寫的方式〆經過反覆閱讀逐字稿及文獻，我歸

納此節書寫的主題。第一部分介紹在夢之外的夢者々第二部分透過敘

說進入夢者的夢，在這部分將看到夢者早期的夢境經驗、對夢的態

度、夢中展現的自我、說夢發現的議題以及說夢的關係列々最後則是

呈現夢者印象深刻的夢。 

  雖故事的內容皆經由資優生敘說，但其中的脈絡由我完成，為符

合研究效度，避免我的主觀詮釋掩蓋了受訪者真實的聲音，故反覆進

行協同編碼與同儕評鑑，透過多方角度驗證詮釋的客觀性。即使取得

共識，也反覆交由受訪者檢核，並根據受訪者的意見進行修改，直到

受訪者完全同意，才呈現本章節研究結果。其中受訪者不厭其煩的一

審再審，即使檢核的是研究結果，但也彷彿在不停思考自己的夢境經

驗。從他們的回饋，我又了解了更多。以下呈現的是受訪者經過多次

檢核同意後的論述。 

  八個資優生，八個夢，呈現出八種獨特的夢境經驗。每一個人有

屬於自己夢的故事，因為獨一無二，所以值得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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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發現另一個 A1 

壹、在夢之外〆融合了想像力優異和體育專長的 A1 

  A1 目前尌讀六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她的〆「頭腦靈活，

創意十足」（R_1010522 日誌）。 

  在資優班，A1 一樣展現極佳的創造力，許多作品上都可看見她

創意的痕跡。很喜歡自己畫漫畫寫故事，尤其對於學習活動很有自己

的想法，豐富的想像力讓她提出很多點子，讓學習成果更具獨特。她

個性外向，且樂於跟他人分享，所以在學校的人緣很好。不管是同班

或不同班的同學，甚至是學弟妹，都跟她相處融洽。此外，她也是本

校田徑隊和手球隊的主力運動員，無論校內或校外的競賽，都有她得

獎的紀錄。即使面對普通班、資優班、校隊和社團等眾多活動，但她

都能面面俱到、各項兼顧，可見擁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熱情。 

    A1 的父母開設印刷公司，在設計領域擁有專業素養和實務。A1

的弟弟也是資優班的學生，同樣擁有豐富的想像力，兩位學生對設計

的喜愛可能來自父母的耳濡目染。父母很關心 A1 的學習，不管是普

通班或資優班的活動，皆可看見他們參與的身影。對教育抱持開放的

態度，凡事都會跟孩子們溝通、聽孩子們的想法，在假日時也會安排

許多活動拓展孩子們的視野，是一對非常用心的家長。 

    整體而言，A1 的想像力豐富，喜歡寫故事，對語文興趣濃厚。

在體育表現上也很優異，是個融合了兩種不同領域才能的資優生。 

 

貳、透過敘說，進入 A1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始於帅稚園總被噩夢嚇哭 

  回溯 A1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帅稚園時期開始察覺到自己有在

作夢，當時總是被噩夢嚇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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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038 可能是在幼稚園小班，因為那個時候我才被噩夢嚇到哭。 

R-01-039 所以一開始察覺就是噩夢？ 

A1-01-040 應該說可能也有好夢，只是比較記得噩夢。 

R-01-041 所以你一開始比較記得是從噩夢開始，也記得自己哭？那    

     你會找爸爸媽媽嗎？ 

A1-01-042 會呀，那時候睡在一起，叫他們坐在我旁邊。 

 

    夢引發了 A1 的負面情緒，也強化了當時對噩夢的記憶，所以到

現在回想早期的夢境經驗，比較記得噩夢的存在。當時強烈的情緒也

讓 A1 開始思考自己為何會作夢。 

 

A1-01-046 我好像有問過爸爸媽媽為何會作夢，可是他們的回答我也 

          忘了。 

R-01-047 那你現在知道為何會作夢嗎？ 

A1-01-048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 

R-01-049 你會很想知道自己為何會作夢？ 

A1-01-050 我不是想知道為何會作夢，我想知道為何夢到夢裡的東西。 

 

    由上述可知，A1 從小尌開始思考自己夢中的內容為何而生，也

會向父母提出有關夢的疑問。雖然當時的她沒有找到解答，但在此次

訪談我們將會針對印象深刻的夢進行分析討論，希望能幫助她找到一

個夢的答案。 

    此外，A1 還分享了自己有遇到類似靈異事件的經驗，她將那兩

次經驗定義是「白日夢」。 

 

A1-01-317 我還做過一次白日夢。 

R-01-318 可以說一下那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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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319 就有一次我在家，坐在沙發看電視，看到一個人走過去，     

          我跟我媽講，我媽說我在做白日夢，可是他是走到陽台就 

          消失了耶，我不知道是幻覺還是白日夢。我覺得很可怕。 

R-01-320 是在你醒的時候？ 

A1-01-321 是，我在看電視。小時候還有一次更奇怪，我不知道是不 

          是白日夢，打開門看到很多人，我就嚇到就把門關起來， 

          可是我再打開就沒人了。現在想我當時應該不要把門關 

          起來，我會等他們進來，我會想要知道。 

R-01-322 所以你當時的感覺是？ 

A1-01-323 就覺得很可怕，就想說我們家有這麼多嗎？ 

R-01-324 你有跟你媽說嗎？ 

A1-01-325 我也不知道。我忘了。 

R-01-326 那時候會覺得很可怕？ 

A1-01-327 對，現在想起來還是覺得很可怕。 

R-01-329 那你說完這個經驗之後有沒有覺得比較舒暢？ 

A1-01-330 有，就可怕的變還好，好玩的就更好玩，有人知道就可以 

          給建議和評價。 

 

    雖然現在無法追溯當時的經驗是白日夢還是真的靈異事件，但

A1 表示說完此項經驗之後，害怕感減輕，對她來說也是一種感覺的

釋放。尤其她認為分享給別人，可以獲得回饋，也表達了她參與此次

訪談的意願，希望我們能從其中聊出一些對她本身有意義的東西。 

    整體來說，A1 早期的夢境經驗比較是在噩夢與負面情緒中度

過，當時的她還是帅稚園的孩童，但她仍然對夢表現出正向的態度，

也會主動思考夢，實在不是一般帅稚園年齡孩童會做的行為。同樣也

透露出，年紀還小的她已經開始關注自己的心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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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夢的態度〆不作夢很可惜，作夢能激發靈感 

    從 A1 早期的夢境經驗得知，她從小尌會思考自己的夢。長大後

也不例外，她歸納自己的夢大部分都是出現她想要的東西，如果當晚

沒作夢，會讓她感到很可惜。 

 

A1-01-016 有時候會覺得沒作夢很可惜，因為我覺得我做的夢都太好 

          笑了很奇怪。 

R-01-017 例如呢？ 

A1-01-018 有時候可能會無緣無故夢到漫畫情節。 

A1-01-024 或者是夢到跟朋友出去之類的，反正我大部分做的夢都是 

          我自己想要的。 

 

    這種抱持著「沒夢很可惜」的態度，來自於她認為夢能幫她實現

願望，如上述所說夢到漫畫情節、跟朋友出去等內容。只是我很好奇，

這些都只是夢境的內容，回到現實生活若發現這些願望沒辦法完成，

是否會讓她覺得更可惜、更難過呢〇 

 

A1-01-056 至少在夢中可以實現我想要的。 

A1-01-282 我覺得都是靠夢來實現願望，現實實現不了的。 

 

    由此可知，她並不會因為現實生活的限制而悲觀。即使現實是有

限的，但夢是不受限的，依然可以完成她的心願。此時我很想知道，

如果在夢中實現的是原本害怕發生的壞事，她會以什麼態度面對〇 

 

A1-01-196 我有時候覺得不希望會發生的事情，至少在夢裡遇過，在 

          現實知道會比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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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在夢裡遇到壞事，她都能以「夢可以讓我有心理準備」的態度

解讀。因此，不管夢境內容是好事或壞事，她都以正向的態度來看待

夢本身。所以也讓她覺得，如果夢消失的話，會很恐怖。 

 

A1-01-298 可是要是它消失我會覺得很恐怖。 

R-01-299 為什麼？ 

A1-01-300 這樣我的願望就實現不了了。 

 

    除了可以實現願望之外，A1 會重視自己的夢，也因為它可以激

發創作的靈感，讓她順利進行現在正在寫的小說。目前 A1 都會把夢

記錄下來（A1-01-102），希望能累積小說的創意。 

 

A1-01-106 我現在有想要寫小說，就只是寫好玩的，故事內容跟夢境 

          有關的，故事的女主角聽了音樂之後就進入夢鄉，然後就 

          沒有再起來。 

 

    這本小說的構想很特別，故事裡的女主角是一個掉落在自己的夢

境裡無法醒來的人，因為需要大量的夢，A1 想要把自己的夢套在這

個女主角的身上。除此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原因。 

 

A1-01-226 因為我在現實做不到，（把夢寫在）小說裡我想她怎樣她 

          就怎樣。 

 

    這個女主角因為存在虛構的故事內，讓 A1 可以隨心所欲安排她

的際遇，同時 A1 也把自己現實想要做的，讓這個女主角幫她完成。

這樣說來，這是一場夢與小說的合作，可以讓 A1 滿足創作的需求。 

    只是我更好奇，為什麼 A1 會想要寫這個小說，這個小說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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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哪裡〇她表示這個小說的激發是來自一個網友的故事還有 A1 自

己一個印象深刻的夢。 

 

A1-01-108 就一個網友起了一個頭，我就看到那個名字，他本來是想 

          寫恐怖小說，可是我看到我有另一個想法。就是故事中的 

          主角一直在夢境會如何，我就越想越多，那個時候我好像 

          又做了什麼夢，印象深刻，我就問那個網友可不可以把那 

          個夢寫下去，他說可以，所以我就寫，裡面就放一些我的 

          夢。 

 

    由上述可知，A1 在小說裡放入自己的夢，除了是紀錄夢激發的

創作靈感，也藉此抒發自己的情緒。她將夢、創作和抒發三個動作連

結在一起（B2_1010617 編碼），如圖 4-1 所示，藉此道盡了夢帶給她

的功能。 

     

 

 

 

 

 

 

圖 4-1  A1 夢的功能 

 

    故，A1 不只是空有夢帶來的想像，也能將想法付諸行動，讓大

家看到夢在現實生活發揮的價值與力量。這種創意和執行力，都是她

對夢採取正向態度的象徵。現在已經不只是 A1 的夢境經驗引人入

勝，我也越來越期待她的小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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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中展現的自我〆另一個 A1 

    A1 認為夢還有一項功能，尌是能展現自我，不管是深或淺的夢

都可以。比較淺的夢尌是了解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喜歡的東西，噩夢

則是了解自己怕的、比較深的夢尌是能更深入了解自己（A1-01-276、

A1-01-278、A1-01-280） 

  在此次訪談中，確實透過夢了解 A1 帄常的生活，還有喜歡的東

西。但最令我們驚訝的是，從印象深刻的夢境分析中，我們發現了另

一個 A1。那個她，是內向的、情緒容易起伏的、把話悶在心裡的、

優柔寡斷的，這跟原本的 A1 實在不同，現在從印象深刻的夢境分析

中引入一段討論。 

 

A1-01-168 夢中那內向的女生是我的相反面。 

R-01-195 第一階段探索結束，我們做個摘要。……夢中輪椅女生很   

     漂亮你覺得跟你的個性相反，她或許是現實的一個人也可    

     能是相反面的你。而夢中的那個你，樂觀消失了，崩潰大 

     哭，變得跟平常的你不一樣。 

R-01-205 那會不會你在那個男生面前的時候就會變得不一樣？ 

A1-01-206 會吔，我以前就這樣說，在他面前和在朋友面前不一樣！ 

R-01-207 夢裡那兩個女生或許就是那男生眼中的你，有沒有可能？ 

A1-01-208 有啊！ 

R-01-209 可以再多說點嗎？ 

A1-01-210 我現在以旁人的眼光來看，好奇怪喔，原來別人看我是這 

         樣子。 

 

    經由分析之後，A1 恍然大悟，一直以來在喜歡的男生面前都不

是表現出原來的自己，反而像極了夢中那兩個女生綜合起來的個性。 

若從夢的原型來看，她像是被壓抑的阿尼姆斯（animus）。阿尼姆斯



93 

 

是女人無意識中的男人性格與形象，共有四個階層的象徵，分別為象

徵力量的運動員、象徵領導力的行動派、象徵提供智慧的教授、象徵

靈性意義追求的精神領袖（龔卓軍譯，1999）。 

    在這夢中，A1 的一些個性似乎無法展現，原本在大家面前是爽

朗、大方的運動員不見了々能夠規劃事情，凡事獨立自主的那個 A1 

也不見了々從小尌展現的領導能力，在這個夢裡面完全看不到

（B1_1010617 編碼）。某部分的她在這個夢裡被壓抑了，而她自己也

表示，在現實生活中那個喜歡的男生看她，可能也是如此。不過 A1

現在開始想要寫小說，也許生活中所遇到的挫折能夠幫助她激發創作

的靈感，讓被壓抑的特質可以再展現。 

    綜合上述，A1 發現了夢裡展現的另一個自己，其實在喜歡的男

生眼中也很有可能尌是那個樣子。兩者的差別是她原本沒有察覺的，

這些發現，都是我們在聊夢裡豁然開朗。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以夢和現實生活聯結 

    當 A1 敘說夢境經驗時，常常會夾帶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緒，讓

夢與現實生活相聯結。例如她提到最近作夢的次數。 

 

A1-01-012 最近是忙到連作夢都沒時間，最近就越來越累。 

 

從回答中反映她最近的生活步調與作夢次數的關係。另外，在聊

夢時也反映她對自我情緒的察覺。 

 

R-01-025 所以都會夢到日常生活中好玩的？ 

A1-01-026 是啊！ 

R-01-027 如果這樣講的話代表你白天都很開心在過生活嗎？ 

A1-01-028 應該是吧。就是可能身體不舒服、不爽的時候會做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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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不爽的時候反而睡更少。 

R-01-029 所以你說之前兩到三天做一次夢應該都是好的？所以你   

     察覺你的夢大部分都是正向的？負向的比較少？ 

A1-01-030 應該說我做的夢都很好玩，算大部分正向的。因為我記得 

     我上一次做噩夢應該是幼稚園，也不會太可怕。 

 

  故，從 A1 說夢的過程，可以了解她怎麼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和

情緒，也可了解 A1 自我察覺的程度，這些都在僅僅一次聊夢的過程

被反映出來，對身為資優班老師的我來說，是了解學生很寶貴的資訊。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早期是父母，長大之後是同學 

A1 說夢的關係列，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有不同。在她帅時，主要

是和父母聊自己的夢，也會將自己對夢的思考分享給父母知道。 

 

A1-01-014 媽媽說其實每天都有在作夢，只是你睡得很熟，就不知道 

          自己的夢境是什麼。 

A1-01-046 我好像有問過他們為何會作夢，可是他們的回答我也忘了。 

 

    至於長大之後，尌比較多跟同學分享自己的夢，但不是完全公

開，有些夢仍有所保留。 

 

A1-01-082 就小時候是爸媽，現在同學比較多。 

R-01-083 那你剛剛說不想說的成分，是哪一種類型的夢你不太想要 

         說？ 

A1-01-084 愛情類型。 

R-01-085 也不會跟好朋友分享？ 

A1-01-086 有的時候會分享，不會通通都說。我覺得好玩的才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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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也沒有好玩的點跟他們說。 

R-01-087 那你為何會跟同學們分享？ 

A1-01-088 就他們想要知道八卦。 

 

從上述可以顯現她與友伴的關係，夢被她當作與友伴分享的娛

樂，但仍自己保留一些私密，可見對愛情這一類的夢很重視。我詮釋

的概念也在她之後的回答中獲得證實。 

 

R-01-093 那你以前為何會跟爸媽分享自己的夢？ 

A1-01-094 以前也不會夢到這些（愛情類型），夢到的也不是什麼 

     重要的事。 

 

  綜合上述，由 A1 說夢關係列的不同，可看出她與家人和友伴關

係的轉變，也可發現她對愛情類型的夢極為重視，所以有一些夢連友

伴都不能分享。由此可知她內心關注的議題，這些是之前在課堂中極

少機會聊到的內容。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跟我相反 

  初步訪談完夢境經驗的問題，我向 A1 概略介紹即將進行的夢工

作模式和架構，並告知我們的訪談都會在她有意願的情形下進行，如

果途中有任何心裡不舒服或不願意說的情況，不需要勉強。待她清楚

之後，我邀請她說一個印象深刻的夢。 

  這是她「最近一個月以內」（A1-01-132）做的夢，內容焦點放在 

自己與喜歡的男生之間。挑這個夢的理由，是因為「之前我們的關係 

很僵，所以做這個夢印象太深刻了（A1-01-134）。」以下尌是夢的內 

容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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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112 好像有一次去學校參加活動，我看到有一個很漂亮但坐著 

          輪椅的女生，因為每間教室都有比較高的門檻，結果他（喜 

          歡的男生）就幫她推進教室，兩人聊得很開心。我看到心 

          裡不爽，外面在下雨，結果我就大哭，轉頭就走，結果他 

          有發現，可是這時候我就醒來了。覺得怎麼沒有夢下去， 

          不好玩，我想要夢到結局，不管結局是如何。 

 

一、探索階段 

  在探索階段，主要是了解她對這個夢的感覺以及印象，儘可能促

發她回溯其中的細節及聯想，增進我們對夢的理解。 

  首先我先詢問「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感覺〆 

 

R-01-115 當時你在夢中的感覺是什麼？ 

A1-01-116 不爽。 

R-01-117 有難過嗎？ 

A1-01-118 兩個都有。 

 

    其實從這段逐字稿可發現，A1 習慣用較男性化的字眼形容自己

的感覺，她自己也有察覺，但她表示「不這樣講就太娘了（R_1010522

日誌）」，從言語中表現出自己較男性化的一面。 

 

R-01-119 那做完夢醒來之後呢？ 

A1-01-120 我就想說怎麼沒繼續夢下去，如果真的發生，就會繼續下  

     去啊！ 

R-01-121 那你希望這真的發生？ 

A1-01-122 也不是啦。我是在想如果繼續發生會怎樣？ 

R-01-123 那你有給自己一個初步的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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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124 沒有，我也不知道。有時候作夢做到一半被叫醒，再睡又 

     會繼續夢下去，超強的。 

 

    由上述可知，A1 希望知道這個夢後續如何發展，跟「行動階段」

相吻合，由此推論她有了解並分析這個夢的需求性。在 A1 有意願的

前提下，可預期我們的探索與洞察將會順利進行。 

 

R-01-125 那你現在說完這個夢感覺是什麼？ 

A1-01-126 就沒事了，所以感覺 OK。 

R-01-127 如何確定是沒事？ 

A1-01-128 也沒有，反正我現在只當它是一個夢。 

R-01-129 當時很難過，現在 OK，怎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A1-01-130 是因為那時候跟他就是很僵的狀態，現在跟他沒有那麼 

     僵，所以就還好。 

 

    由此可見，A1 日常生活的情緒影響了她對這個夢的感受。這也

是為什麼訪談過程時，我們都要了解夢者在夢裡和夢外的感受，這樣

才能更清楚這個夢帶給她的意義何在。 

  接著，我們共同挑選夢裡讓她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段，A1 對自

己的夢很有想法，很快尌挑了四個，分別是「很高的門檻」、「坐輪椅

的女孩」、「外面下雨」、「不像帄常的自己」。 

    決定了之後，我們針對每一個印象片段分別進行 DRAW 四個階

段的討論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很高的門檻」 

Ｄ描述〆特別高，以我的身高要大步才能跨過去。如果是大人的話可 

  能還是要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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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重新經驗〆尌想說這是什麼怪地方，怎麼這麼高〇 

Ａ聯想〆沒有聯想到什麼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帄常生活的關係，重重的難關，跨越的難關。 

    其實家長、學校老師和同學都知道 A1 與喜歡的男生在一起的事

情，但家長和學校老師擔心他們小小年紀心智不夠成熟，所以並不贊

成他們談戀愛。A1 在過程中，常常與大人們鬧得不愉快，所以當她

提到這個印象片段與重重的難關有所關連，我想要再深入了解她的想

法。 

 

R-01-143 那會覺得跨過去特別困難嗎？ 

A1-01-144 不會，只是覺得怪。因為門檻很高，所以輪椅才要用搬的 

     我覺得我會夢到這門檻是因為這輪椅。 

R-01-145 所以是因為門檻，才顯得輪椅行動不便？ 

A1-01-146 我不知道是因為有門檻才有輪椅，還是有輪椅才有門檻， 

     反正有連起來。 

 

    若從這一段敘述來解讀門檻聯想到的「重重難關」，似乎不是跟

師長有所連結，而是跟那坐輪椅的女孩。換句話說，夢裡象徵的難關

不是師長他們設下的，而必頇從這個坐輪椅的女孩才能找到象徵的意

義。所以緊接著，我們尌進入「坐輪椅的女孩」這個印象片段的探索。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坐輪椅的女孩」 

Ｄ描述〆她很漂亮，個性跟我相反，我是外向，她是內向。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她是我們參加活動的團員之一 

Ａ聯想〆會想她是現實生活中的誰，但不知道。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我也不知道她代表現實生活中的什麼。 

    探索這個印象片段時，我感覺到她似乎想將這個女孩對應到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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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人，但沒有找到答案。我詴著將探索的問題轉向情緒的層

面，看能不能激盪出多一點的想法。 

 

R-01-165 所以你直接把他聯想到她是現實生活中的誰，那你在夢中 

     看到那女生會難過嗎？ 

A1-01-166 不會難過不會生氣，只覺得她是其中一個團員。 

R-01-167 好，那請你想想，你覺得這女生跟你本身有什麼關係？ 

A1-01-168（沉默）……我的相反面。 

R-01-169 所以你覺得這是你的相反面？ 

A1-01-170 嗯，可是這只是現在想到，以後問說不定又不一樣。 

R-01-171 你講的很好，這就是我們要討論夢的原因。我們現在的詮 

     釋是跟你現在有關，到了之後你可能又會有另外的詮釋。 

A1-01-172 我現在就是想到這個。 

 

    在這裡，她提出了新的概念〆這個女生是「自己的相反面」。也

尌是說，這個女生不是現實生活中的誰，其實只是自己的一個投射。

我很驚訝她冒出這個想法，也開始連結之前重重難關的問題。如果這

個輪椅女孩是自己相反面的投射，那是否重重難關其實也是自己設下

的呢（R_1010522 日誌）〇我把這想法註記下來，待洞察階段再深問。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外面下雨」 

Ｄ描述〆很大，但沒有到大雷雨。 

Ｒ重新經驗〆那一陣子現實中也常下雨，沒有打雷閃電，可能和心情   

  有點關係。 

Ａ聯想〆聯想到現實生活，心情不好尌下雨。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尌跟聯想的一樣。 

    A1 把天氣歸因於自己的心情，只要自己心情好天氣尌會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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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好天氣也跟著不好（A1-01-174）。不過，她這樣的解讀，反而更

讓我清楚了解她看到喜歡的男生與輪椅女孩在一起的感受。尌像外面

的大雨一樣，心裡也在下雨。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不像帄常的自己」 

Ｄ描述〆尌是帄常如果別人跟他靠很近，我尌會直接過去。但夢裡的 

  我很矜持，而且還大哭。現實中的我根本不會這樣，夢裡那個太娘 

  泡、太內向。 

Ｒ重新經驗〆現在想起來，夢裡的我感覺好像尌是作夢那幾天現實生 

  活的我，也是一直控制自己的情緒。 

Ａ聯想〆尌想到那一陣子的我。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現實生活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探索至此，A1 兩個印象片段皆與自己的相反面有關，尤其是最

後一個印象片段讓她想到，作夢那一陣子與喜歡的男生鬧僵，她在現

實中也是控制自己的情緒。可見對她來說，夢與現實有所連結，接下

來的洞察階段可以更深入探問。 

 

二、洞察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們要討論這個夢對 A1 的意義。我先把剛剛探索

階段所獲得的聯想，提出來聽聽看她有什麼想法。 

 

R-01-201 有沒有可能輪椅女生是你？心裡面另外一部分的你？ 

A1-01-202 嗯……可是我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奇怪，我幹嘛跟自己搶？ 

R-01-203 對吔，可是我剛問你那女生你又不覺得她怎樣，重點放在 

     男生。那這女生如果代表你的話，她很漂亮她個性很內向， 

     但她卻坐輪椅。那她為何坐輪椅？ 

A1-01-204 我只是覺得她這樣，他才要照顧她，帶她跨越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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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205 那會不會你在那個男生面前的時候就會變得不一樣？ 

A1-01-206 會耶，我以前就這樣說，在他面前和在朋友面前不一樣！ 

R-01-207 夢裡那兩個女生或許就是那男生眼中的你，有沒有可能？ 

A1-01-208 有啊！ 

R-01-209 可以再多說點嗎？ 

A1-01-210 我現在以旁人的眼光來看，好奇怪喔，原來別人看我是這 

     樣子。 

 

    討論至此，我和 A1 皆同意夢中的女孩是她的另一個面，而這一

面通常是在面對喜歡的男生時才會出現。有這樣的歸納，我再翻回前

面「重重難關」作的筆記，將這兩點連結起來。 

    夢中的女孩坐輪椅，代表行動不便，她是 A1 相反面的投射，象

徵 A1 的相反面必頇承受一些困難々而高起來的門檻，是自己要面對

的難關，兩者的困難皆來自女孩自己。象徵在現實生活，女孩要面對

初嘗愛情的困難，還有更多是來自於自己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在男生

面前她尌變了個人，無法做自己，呼應前面有提過「被壓抑的阿尼姆

斯」一樣。所以這個夢，揭露了她正在進行自我統合的過程，該怎麼

把兩個自我好好的整合，是 A1 現在關注的議題。 

    由於此階段 A1 揭露了自己的相反面，我必頇確認她的情緒是否

受影響，如果真的引發她負面的情緒，我必頇採取一些積極的協助與

處理。 

 

R-01-219 那知道這樣的結果你的感覺如何？ 

A1-01-220 就覺得滿有趣的，我現在要把她寫成小說。唯一在想要把 

     她放在小說的哪一段。 

R-01-221 為什麼想寫下來？ 

A1-01-222 我覺得這個夢很棒，我可以把它當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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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過 A1 並沒有因為揭露自己而有負面的情緒，我尌放心許

多。不過她又提到要把這個夢放進她的小說裡，這個想法是她新產生

的，我決定把這個夢裡的女生跟小說作連結，繼續深問。 

 

R-01-223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想，你夢裡的女生是你寄託在小說裡？ 

A1-01-224 是啊。 

R-01-225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A1-01-226 因為我在現實做不到，在小說我想她怎樣就怎樣。 

R-01-227 那這樣寫完之後你有什麼感覺？ 

A1-01-228 他也會看到，讓他大概知道我的想法。 

R-01-229 所以你想透過小說來告訴他一些事情？ 

A1-01-230 對。 

R-01-231 那你為何不直接跟他說？ 

A1-01-232 我不敢說。 

R-01-233 那這樣不就是跟你另外一個內向的自己一樣？ 

A1-01-234 對吔！ 

R-01-235 你平常是個很直接的人吧！現在又變成相反了。 

A1-02-236 對啊，變相反了！ 

R-01-237 那你有沒有想過你在他面前為何不敢說？ 

A1-01-238 因為實在太喜歡他了，我也覺得很奇怪。 

R-01-239 對於這情況你覺得難過自己變得很奇怪還是還好？ 

A1-01-240 還好。 

A1-01-241 所以小說變成你抒發的管道，有用嗎？ 

R-01-242 還滿有用的。 

 

    在此又再度讓我們看見了 A1 在面對那個喜歡的男生時，與帄常

的自己有所不同。不過，她自己找到了抒發的管道，甚至把夢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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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一起，讓三者彼此連結，幫助 A1 在自我統合的路途走得順利。 

 

三、行動階段 

  此階段開始要為夢做一些改變。我先請 A1 想想看，如果這個夢

有續集，會怎麼發展〇 

 

A1-01-250 應該是他衝出來安慰我吧！ 

 

    之後第二個問題，請她想想這個夢要如何改變，她一樣是希望這

個夢繼續做下去，讓喜歡的男生衝出來安慰自己（A1-01-254）。可見

她在情感上的依賴，雖與帄常獨立的形象相反，但她勇於表達「希望

獲得安慰」，也是接納「另一個自己」的表現。最後，請她為這個夢

取一個名字，她想了想，一直修改，有「相反」、「跟現實世界相反」

等答案，原本已經定案，結果她又要改， 

 

A1-01-268 「跟我相反」好了，因為（在夢裡）他一樣，只有我不一 

     樣，所以不是全部的現實不一樣。 

 

    最後這個夢的名字叫做「跟我相反」，其實這裡的討論尌可以看

見 A1 對自己的作品很有想法，發揮了小說家的創作精神。 

    綜合上述，這個夢的意義，尌是讓 A1 發現另外一個自己，也看

見了自己有待跨越的難關。不過醒後她決定將這情緒化作靈感，寫在

小說裡，讓小說可以表達她壓抑的那一塊。所以夢、小說與抒發情緒

三者在 A1 的內在心靈彼此連結，發揮它們的功能與意義。 

    訪談結束前，我也想了解她對於我們這次訪談的想法或感受。她

表達了以後自己也要用這個方法來幫自己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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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333 最後，很感謝你告訴我這麼多，想問你當我們從普遍的經 

     驗分析你的夢，談到一些關於對夢的態度，你覺得有何幫 

     助？ 

A1-03-334 以後做印象比較深刻的夢，就這樣分析會比較好。 

R-01-335 你會想要自己運用？ 

A1-01-336 對呀！還滿好玩的，很好用。 

 

  從她的回答，讓我更確定了這個研究的進行，是對資優生有意義

的。如果她能因此開始注意自己的夢，探究自己的內在心靈，並在遇

到困難時可以找到抒發的出口，那這個小時的訪談，尌真的值得了。 

 

肆、小結 

  整理上述，A1 的夢境經驗如圖 4-2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1 在夢境中展現另一個自我，是帄常自己

沒有發覺到的。 

 

 

 

 

 

 

 

 

圖 4-2  A1 的夢境經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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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A2 未完美的夢 

壹、在夢之外〆興趣廣泛且獨立自主的 A2  

  A2 目前尌讀六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她的〆「聰明活潑，

口語表達能力佳，態度大方」（R_1010523 日誌）。 

    由於她大方且外向的特質，從三年級開始尌在學校各大活動主持

和表演。興趣廣泛，參加許多社團，包含熱舞社、合唱團、漫畫社。

同時也被選為畢業生致詞的代表，可見口語表達能力真的很不錯。在

普通班和資優班的人緣都很好，尤其是資優班學弟妹非常喜歡她，甚

至常常黏著她。A2 也很有學姊的風範，能主動照顧學弟妹，協助她

們的學習，是個很有責任感的學生。 

    想像力豐富，喜歡卡通和可愛的事物，善於插畫，在語文方面也

能看見許多創意的展現。不喜歡墨孚成規，總是會盡力想出更新、更

獨特的點子。但有時因太想要不同，習慣跟人唱反調，到六年級已有

改善。 

    做事有完美主義傾向，每件事情都要依照自己的方式，做到最

好。如果中途發現有重重困難，會寧願選擇放棄不做，因為怕最後無

法達到預期的結果，是消極型的完美主義。 

    A2 是獨生女，父母都在科技園區上班，在 A2 小五的時候搬到

新竹，留下 A2 在臺北跟奶奶住。到了六年級，A2 尌搬到舅舅家。

因舅舅長年在大陸工作，每天是住樓上的阿姨到家裡煮飯給她吃，所

以大部分時間都只有她獨自一人在家，也因此培養 A2 獨立的個性，

能照顧自己起居，不用大人操心。 

    整體而言，A2 是一個興趣廣泛、創意十足，且有完美主義特質

的資優生。也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培養她獨立自主的個性，是個讓

大人很放心的乖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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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透過敘說，進入 A2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大多都是恐怖的夢 

  回溯 A2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帅稚園時期開始察覺到自己有在

作夢。不過當時總是恐怖的夢，早上醒來尌會持續哭泣。 

 

A2-01-120 大概幼稚園的時候。 

R-01-121 那時候是什麼樣的情況，可以說一下嗎？ 

A2-01-124 其實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夢啊，就是單純晚上睡一 

     睡，就夢到一些景象，之後早上起來也不知道是什麼啊。 

     小時候也曾經夢到很恐怖的然後就早上一直哭啊。 

R-01-125 那時候都怎麼處理自己的情緒？有找爸爸媽媽嗎？ 

A2-01-126 他們就說一切都是假的，你幻想出來的，你別當真了，趕 

     快去上課吧。 

R-01-127 那你聽他們這樣說完有什麼感覺？ 

A2-01-128 反正他們就是說一些話之類的啦。後來我就慢慢知道那是 

     夢，然後夢就是這樣，可是夢到很恐怖的還是會哭，還是 

     覺得很恐怖啊。 

 

  由此可發現，父母對於 A2 作夢的情緒，採取較消極的回應。但

大部分的人或許也跟 A2 的父母一樣認為「夢只是夢」，所以對於夢

者本身來說，在現實生活中的情緒確確實實被夢所影響，到底是什麼

內容、或是什麼樣的關鍵因素導致的，也是我訪談想關注的問題，所

以我繼續詢問當時的經驗。 

 

R-01-129 所以小時候大部分都做恐怖的夢嗎？ 

A2-01-130 嗯，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都做很恐怖的，沒有做很好的。 

R-01-131 那有沒有什麼樣夢的內容你現在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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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134 我小時候就是夢到一些什麼殺人之類的。 

R-01-135 你殺人還是被人家殺？ 

A2-01-136 看到人家殺人，不然就是我殺人，不然就是人家殺我。 

R-01-137 那時候有想過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A2-01-138 沒有啊，就這樣啊。第一次會覺得這種夢很恐怖，然後再 

          夢就習慣了。不然就是夢到一些看到恐怖的東西啊，或者 

          是什麼鬼魂之類的。 

R-01-143 那還記得講了什麼嗎？ 

A2-01-144 就是漸漸的不怕之後就夢到那些。不知道，就好像我在幫 

          助他怎樣之類的，好像我在幫助他逃命吧。 

R-01-145 可是最近的夢你還是覺得很可怕。 

A2-01-146 一開始會，後來就不會。 

R-01-147 你說在夢裡面？ 

A2-01-148 嗯。 

R-01-149 那通常你會怎麼處理這些夢？ 

A2-01-152 就……如果覺得想想的再想，不想想的就算了。 

 

    A2 陳述帅年的夢境，都是較負面的內容。引發她的情緒也都是

恐怖為主，這讓 A2 早期的夢境經驗並不是很快樂。且處理夢的方式，

也是選擇性的消極，所以漸漸長大，習慣了面對負面情緒，這些恐怖

的夢也尌不再讓她感到可怕。 

 

二、對夢的態度〆會幫夢設計結局，但不喜歡作夢 

    從 A2 早期的夢境經驗得知，她從小尌會回想自己的夢。長大後

也不例外，甚至會想要幫夢設計結局。 

 

R-01-021 所以你會很想要回去想自己做了什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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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22 很想啊。 

R-01-023 為什麼呢？ 

A2-01-024 因為想要了解我到底昨天做了什麼啊，如果是好夢的話， 

     我會自己幫它想結局。 

R-01-025 噢，你會幫它想結局？ 

A2-01-026 嗯，然後有時候還真的就繼續夢下去。 

 

    幫夢設計結局是在日常生活中想像力的展現，但在夢中又真的繼

續下去，尌是想像力在夢中顯現，並幫助夢編織故事情節。由此可知，

A2 豐富的想像力與其動機。那到底這創意的動機怎麼來的，還有她

會不會也幫噩夢設計結局呢〇 

 

R-01-027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為什麼自己會想要想那個結局？ 

A2-01-028 好玩哪。 

R-01-029 所以你覺得很好玩。那你會幫噩夢想結局嗎？ 

A2-01-030 噩夢當然也會想要想結局啊，我會把它想的好一點。 

 

    所以 A2 在面對噩夢時，也會應用自己的想像力，改變夢境內容

的發展，找到情緒轉換的出口。看起來應當是好玩的事情，但 A2 卻

不怎麼喜歡作夢。 

 

A2-01-102 對啊，我所謂的負面呢就是一些類似說吃東西的時候突然 

     很開心的要準備吃了，結果就醒來了，反正就是很好的時 

     候就突然就會醒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每次就是在最 

     好玩的時候，不然就最高潮的地方然後就醒來了。 

R-01-103 這樣會讓你感覺很差嗎？ 

A2-01-104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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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在訪談後段提出印象最深刻的夢境，同樣也是「還沒吃到冰

尌醒來」的夢境結局。不僅不喜歡夢，她甚至覺得作夢是件麻煩事。 

 

A2-01-168 很麻煩，就覺得晚上睡個覺然後不要作夢，這樣不是比較 

     好？如果做好的就好啊，做不好的我就覺得不太好。不過 

     我也很少夢到壞的，我都夢到好的。 

R-01-169 如果妳都夢到這些奇幻的，你覺得很正面感覺很好，可是 

     你卻不喜歡作夢？ 

A2-01-170 對啊。就覺得好麻煩喔，就覺得，因為我都夢重複的，所

以不好。 

R-01-171 都夢重複的？ 

A2-01-172 是啊！都不夢新的。 

 

  整體而言，她的夢並沒有遇到壞事，卻總是被剝奪好事，在夢境

中落空、被剝奪、未完，甚至一再重複夢境，讓 A2 對作夢也採取負

向的態度。  

 

三、夢中展現的自我〆獨立又完美主義的 A2 

  在 A2 的夢裡面，父母消失的印象片段對她來說並沒有太多的情

緒起伏，她自己解讀是因為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沒有影響，顯

示了 A2 獨立自主的個性。 

 

A2-01-268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呀，反正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感 

     覺，就是覺得沒什麼，在夢裡就覺得沒什麼。…… 

R-01-271 即使他們消失了，你還是可以自己面對問題？ 

A2-01-272 對呀，就覺得他們，其實他們真的消失了，其實也不會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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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樣呀，也不會影響到什麼。不過可能有些事情真的需要 

         他們的時候，我還是希望他們在。 

 

    這段會值得提出來的原因是，父母的形象原本出現在夢中，卻突

然消失。如果一開始夢裡尌沒有父母的出現，那可能這個夢的主軸尌

不會在「父母消失」上。可是這個夢，一樣剝奪了 A2 原本存在夢裡

的事物，卻沒有影響 A2 的感覺或情緒，可見得 A2 面對父母不在身

邊的情況，屬堅強的那一方，且展現獨立的性格。 

  不僅如此，A2 對「夢未完」的印象非常執著，在說夢過程持續

強烈表達「夢一定要有結局」的概念 

 

A2-01-438 我想要讓它有一個結局，我覺得沒有結局停在一半很奇 

     怪，就想要它有結局，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就是要有 

     結局。 

R-01-439 現在生活中也是有這樣的想法嗎？ 

A2-01-440 最好是有一個完美的句點。 

A2-01-446 有時候晚上突然醒來，就會想結局很煩吔，如果不要有作 

     夢，我就不會去想，沒有結局就會覺得很奇怪。 

R-01-447 所以重點就是沒有結局？ 

A2-01-448 對！重點就是沒有結局。 

R-01-449 可是這不就是夢有趣的地方嗎？你有沒有覺得夢跟你很 

     像，都喜歡唱反調，你要它有結局，它就偏偏不要有。 

A2-01-450 哈哈哈有一點點。 

R-01-453 你想要有結局，就好像是你的完美主義喔。 

A2-01-454 對！我就是要讓它有結局，一定要有結局！ 

 

  完美主義的特質展現在每個夢的最後，A2 察覺這個現象，所以



111 

 

更希望每個夢都能夢到結局。但每次的結尾總是被剝奪，與她的完美

主義相衝突，帶來的負面情緒該怎麼調適，或許是 A2 要面臨的自我

發展課題。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豐富的夢境經驗 

    A2 在訪談過程，敘述了自己擁有非常豐富的夢境經驗，包含會

說夢話、重複夢、與鬼對話、夢中知道在作夢等。 

 

<說夢話> 

A2-01-072 ……我媽說我常說夢話吔！ 

R-01-075 那你媽有沒有說你都說一些什麼夢話？ 

A2-01-076 你走開啦！你好吵喔！不然就是罵髒話，她就說晚上我突 

     然會大叫然後坐起來。 

 

<重複夢> 

A2-01-034 對啊，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而且還會夢重複的耶。 

R-01-035 要不要說說看？ 

A2-01-036 夢重複的話如果下次夢到那個前面，後來就也不知道就會 

     知道後面在夢什麼，然後就真的一直夢下去，然後就這樣。 

R-01-037 那這樣子的重複夢又導致連續的夢是很常發生嗎？ 

A2-01-038 很常啊。 

 

<跟鬼對話> 

A2-01-140 然後我還夢到一個更扯的，我居然跟鬼對話。 

R-01-141 小時候的時候？ 

A2-01-142 對啊。 

R-01-143 那還記得講了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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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144 就是漸漸的不怕之後就夢到那些，不知道，就好像我在幫 

     助他怎樣之類的，我幫助他，好像我在幫助他逃吧。 

 

<夢中知道在作夢> 

R-01-045 可是你說你夢到自己在夢裡面，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A2-01-046 就是又夢到自己在夢裡面做某些事情。 

R-01-047 可以看得到自己？ 

A2-01-048 看得到自己，然後也知道自己在幹嘛。 

R-01-049 你說知道自己的夢，是知道自己已經看到自己了？ 

A2-01-050 就知道自己看到自己，然後知道自己在作夢。有一次睡覺 

     前我想說如果作夢的話我要自己抓自己看會不會醒來，然 

     後就真的在夢裡的時候我抓自己，結果真的就起來，就試 

     圖一直要把眼睛張開。 

 

    當 A2 敘述這些經驗時，臉上總掛著笑容，彷彿這些經驗很有趣。

每當她敘述完一項經驗，我尌詢問她的感覺是否因這樣的經驗受到困

擾，她都表達自己不受影響，因為這只是夢（A2-01-160）。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她能在夢裡知覺在作夢，甚至清楚表達自己

的思考和感受，是一種自我覺察的展現。 

 

A2-01-050 就知道自己看到自己，然後這就是知道自己在作夢。  

A2-01-080 我其實有時候在說夢話我自己也知道耶，就是講完之後我 

          自己突然想起來，就想說：噢完蛋我自己又在那邊亂說了。 

 

    整體而言，A2 擁有豐富的夢境經驗，並在說夢時展現自我察覺

的能力。但這些經驗帶給 A2 正向或負向的影響，身為教師的我仍需

要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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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聊夢的關係列〆主要是跟朋友，父母給予較消極回應 

  A2 聊夢的關係列，主要是跟朋友。因她帅稚園時期，父母對於

她的夢總是給予比較消極的回應。 

 

R-01-427 那你平常會跟別人聊自己的夢嗎？ 

A2-01-428 好的會壞的也會，就是看我記得得再說吧，不記得就…… 

R-01-429 通常跟誰聊？ 

A2-01-430 嗯……都聊啦！ 

R-01-431 爸爸？媽媽？親人？ 

A2-01-432 爸爸媽媽不會！朋友吧！ 

R-01-433 為什麼只跟朋友聊？ 

A2-01-434 因為跟爸爸媽媽聊他們都會說很無聊，或是說什麼：唉喲！ 

          想那麼多，反正一定不可能啊！ 

 

  綜合上述，由 A2 聊夢關係列，可看出她與父母和友伴關係的不

同，也能從兩者的回應了解他們對 A2 想像力的支持程度。A2 在帅

時面對噩夢所引發的情緒，較少獲得正向的回饋，或許也是讓她開始

學習獨立自主的因素之一。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完美的 

  這是她「兩三個月左右」（A2-01-180）做的夢，內容焦點放在 

自己與一群人到處遊玩的經歷。挑這個夢的理由，是因為「之前的夢 

想不太起來，這個印象比較深刻」（A2-01-182）。以下尌是夢的內容〆 

 

A2-01-176 嗯，應該也是出去玩吧。夢裡是全球的好多人，大家都認 

          識，都是好朋友，然後就一起出去玩。可是中途有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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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來之後再睡有些人就不見了，好像我爸跟我媽就不知道 

          為什麼從我夢裡消失，就突然換了好朋友，然後我們跑到 

          了沙灘，在沙灘上玩了好久。後來我們就去吃冰，然後我 

          在吃的時候就嘴巴張開嘛，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就醒來 

          了。很短的一個夢，可是在做的時候覺得好長喔。 

 

    上述提到，作夢一半突然醒來，然後再睡去的時候繼續夢，尌我

聽來，這應該是兩個夢，所以向 A2 再確認這段。 

 

A2-01-198 這是同一個夢。因為我醒來有聽到自己打個噴嚏，然後我 

          就繼續想接下來要夢什麼，接著睡去就又回到原來的場 

          景，只是人不見了，好朋友出現了。 

 

    A2 對於這個片段很有想法，若不至於影響討論的過程，也基於

聊夢的立場，我尊重她對於這個夢的想法與敘說。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先詢問「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感覺〆 

 

R-01-183 那你在夢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A2-01-184 就覺得很開心大家可以一起啊，然後大家又認識，然後世 

          界也很和平。都沒發生什麼事。 

R-01-185 那做完夢醒來之後的感覺咧？ 

A2-01-186 還蠻想繼續做下去的。然後晚上我就繼續想，然後也沒有   

     繼續下去。反正想要做的都沒有繼續做下去，不想要做的 

     都會一直繼續接下去。 

R-01-187 那你現在把這個夢再說一次的感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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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188 感覺唷？就很開心呀。 

 

    由此可見，這個夢帶給 A2 正向的感受，並不受「夢裡人不見」

或者「沒吃到冰」而影響。 

  接著，我們共同挑選夢裡讓她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段，我們挑了

五個，分別是「全球的朋友」、「爮媽消失了」、「好朋友出現」、「沙灘」、

「嘴巴吃冰」。 

    決定了之後，我們針對每一個印象片段分別進行 DRAW 四個階

段的討論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全球的朋友」 

Ｄ描述〆 有很多人啊，還有動物之類的，大家都認識，還可以跟動 

  物對話。大家都講不一樣的語言，可是都聽得懂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尌是很好很和帄。 

Ａ聯想〆全球的朋友會讓我想到地球啊、不同的人。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的生活的關係，尌是帄常的時候會接觸到 

  很多不一樣的人。 

    在這個片段的探索，還停留在印象的表層，所以沒有太多的聯

想。不過還是可以從其中看到她很喜歡大家在一起的感覺，即使她獨

立自主，也仍然希望能與他人營造團體的凝聚感。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爮媽消失了」 

Ｄ描述〆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消失，尌是一開始，大家在一   

  起走時，他們一半尌沒出現，然後尌是不知道為什麼到最後他們突 

  然出來，好像跟我講了一些話，然後尌又消失了。 

Ｒ重新經驗〆還好啊，其實我覺得沒什麼關係，因為本來尌是這樣。 

Ａ聯想〆沒什麼聯想，尌跟帄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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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對呀，尌覺得他們，其實他們真的消失了，其實 

  也不會怎麼樣呀，也不會影響到什麼。不過可能有些事情真的需要 

  他們的時候，我還是希望他們在。 

    我和 A2 皆同意她的獨立性格在這個印象片段中展現，只是我很

好奇父母跟她說了一些話尌消失，內容是什麼，會不會與她有重要的

關聯〇追問之下 A2 表示自己也忘記了，所以這個印象片段的探索尌

先到這裡，繼續下個片段。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好朋友出現」 

Ｄ描述〆她一樣綁兩根，穿學校的運動服，我們尌一起玩啊、聊天， 

  然後去吃冰。一開始的時候好像在一個草原，然後我們尌坐摩托車 

  想要到沙灘去。我只記得我是坐在摩托車上，很快尌到沙灘了。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想要趕快跟好朋友到那個地方去，然後一起玩很開 

  心。 

Ａ聯想〆聯想到……尌跟帄常一樣吧。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尌是帄常會發生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A2 與這位好朋友感情非常好，很多事情都會一

起去做。探索這個印象片段時，A2 也歸因是日常生活促發了這段夢

境，所以很快尌結束這段探索。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沙灘」 

Ｄ描述〆很漂亮，沒有汙染，天氣很好，陽光很充足沒有半點雲，但 

  是現實生活中沒有這個地方，因為沙灘上面有高速公路。整個沙灘 

  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尌跑來跑去、玩沙子、還有看上面的高速公 

  路。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很帄靜、很安穩。 

Ａ聯想〆聯想到出去玩的沙灘，但其實我對沙灘沒什麼印象，尌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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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夢裡那個是沙灘。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尌覺得很像是日常生活很漂亮的沙灘。 

    我詴著想要從高速公路、沙灘做進一步的探索，不過 A2 認為這

個印象片段尌是讓她很帄靜，覺得跟好朋友在一起很安穩，所以我們

也尌探索到此。 

 

  (五)第五個印象片段「嘴巴吃冰」 

Ｄ描述〆是造型冰，有圓圈圈的那種。我們莫名其妙的來到冰店，莫 

  名其妙桌上有冰，然後我們尌開始吃了。冰店裡沒有老闆娘，但旁 

  邊好像有很多人，但是我跟好朋友尌不知道為什麼已經坐到那邊吃 

  冰了，然後我嘴巴張開準備要吃尌挖起來吃，尌起來了。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沒吃到冰，很可惜。但醒來之後尌想說反正是夢    

  又吃不到，在想什麼。 

Ａ聯想〆聯想到一些卡通造型的冰。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的關係，應該尌是帄常夏天會去吃 

  冰，尌去便利商便買冰那種。 

    探索至此，我發現 A2 對這個夢似乎已經有了她自己的詮釋，每

一個探索她都詴圖導向這個夢僅僅表現日常生活而已，沒有特殊的意

義。雖然尊重她的詮釋，但若真有別的意義，我仍希望透過探問，促

發她的思考。接下來的洞察階段，或許我可以多詴詴。 

 

二、洞察階段 

    在這個階段，要討論這個夢對 A2 的意義。我先把剛剛探索階段

所獲得的聯想，提出來聽聽看她有什麼想法。 

 

A2-01-364 沒有意義吧，只是想表現平常生活而已，只是那些地方是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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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365 有一個很明顯你在探討你跟人的關係，因為全球朋友是很 

     特別的印象，很多國家的人都在你身邊，你覺得很開心很 

     和平，可是我卻沒有聽到你跟人有互動。 

A2-01-366 大家也都沒什麼說話，勾著手一起走，很安靜。 

R-01-367 好朋友出現才有聲音，這會不會顯示你跟其他人的一些關 

     係，只有好朋友的出現很正向很開心？ 

A2-01-368 就很驚訝不知為什麼她會出現。 

R-01-369 那你覺得印象片段跟你平常有何關係？ 

A2-01-370 應該就是平常一樣吧。 

R-01-371 夢完之後你有給自己做一個解釋嗎？ 

A2-01-372 我的夢應該都是在夢些日常生活。 

 

    由上述可知，A2 很相亯這個夢尌是在反映她的日常生活，即使

我詴圖想要多探問，她也覺得應該與帄常有關。回到夢工作的理念來

思考，夢是夢者的，對夢的分析與詮釋，必頇在夢者與訪談者之間的

對話建構而成。A2 與我進行了兩個階段，都在談這個夢與日常生活

的關聯，所以洞察階段結束，我們下了這個詮釋，在雙方都同意的情

況下，這尌是這個夢的意義。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印象深刻的夢帶

給她開心正向的感覺，當她回味的時候，都是美好的記憶，我想這才

是我們所樂見的。 

 

三、行動階段 

  此階段開始要為夢做一些改變。既然 A2 這麼希望每個夢都要有

結局，我請她想想看，如果這個夢有續集，會怎麼發展〇 

 

A2-01-386 應該是繼續吃冰，我自己編的話，我會編得很完美。大家 

     又會出現一起同樂一起玩，很美好的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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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387 跟之前不一樣，大家有互動了？ 

A2-01-388 大家一起講話一起玩樂一起看沙灘。 

 

    從她編的夢續集更可以了解到，她對完美結局的要求，還有對團

體凝聚的重視程度。 

    接下來我再請她想想，會怎麼改變這個夢境〇「唯一要改的就是

吃到冰（A2-01-394 ）。」所以她想要把被剝奪的東西再要回來，而

不是改變夢中的情節，例如可能讓父母出現、沙灘上有人等等，可見

她對被剝奪的感受非常強烈。 

    最後，她為這夢取的名字是「完美的（A2-01-398）。」道盡了她

對夢的感覺，還有對完美的期待。也或許這是她對自己完美的詮釋。 

 

肆、小結 

  整理上述，A2 的夢境經驗如圖 4-3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2 希望在夢境中呈現一個完美的狀態，如

同她一直以來的完美主義特質。 

 

 

 

 

 

 

 

 

 

圖 4-3  A2 的夢境經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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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實與理想共存的 A3 

壹、在夢之外〆揉合新移民之子、過動和資優特質的 A3 

    A3 目前尌讀五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他的〆「有過動傾

向，生活自理能力差，不喜歡寫字。數理課較能引發興趣，反應快，

理解能力佳，喜好操作方面課程。語文科方面，能力有明顯的落差，

特別是在造句及作文上」（R_1010524 日誌）。 

  A3 的身分揉合了新移民之子，伴隨過動，也被鑑定為資優學生。

若任一種身分可以被稱為特殊教育學生，那對於 A3 來說，他是「多

重特殊」。 

  至於 A3 的學習表現〇「國語文能力低落，但遇到數理科目反應

極快，能回答高一個年級的數理問題；學業考試成績總是倒數，但遇

到美術課的時候，總是自己嘗試混合不同顏料和素材完成各項創意的

作品；無法耐著性子做完一件事，卻能在三年級時專注觀察植物而歸

納植物生長的規則和定律；注意力不集中，上課時常分心做其他事，

卻能自創許多玩具，甚至主動搜尋資源回收的物品，幫資優班的班鼠

蓋了一座新家（郭靜姿、潘裕豐主編，2011）。」 

  A3 的爮爮是臺灣人，以司機為業々媽媽為越南籍配偶，在飯店

內擔任清潔人員，他們與祖母同住。帄時父親工作忙碌，母親不識國

字，故家裡沒有人可以協助 A3 的功課和學習，再加上 A3 本身常忘

東忘西，導致他作業常缺交，功課也不見起色。 

  從不同方式的介紹，我們可以看見 A3 所展現的特質有其正面和

負面，但到底我們是依照哪一面，來取決他是資優、或者是新移民、

又甚至是過動的身分呢〇不管是哪一種，A3 尌是 A3，一個獨特的個

體。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其標籤下，完整且待發掘的靈魂。 

  順帶一提，訪談隔天，普通班導師來資優班跟我聊學生狀況時，

提到 A3 在訪談當天情緒一直很興奮。老師問他「今天為什麼這麼

HIGH」，他跟老師說〆「我今天要被資優班老師訪聊夢」，然後尌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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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包興高采烈到資優班了。 

    聽完普通班導師的分享，也讓我更清楚原來 A3 是這麼期待來聊

夢，這些情緒是在訪談當時沒有察覺到的。 

 

貳、透過敘說，進入 A3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始於帅稚園，有一段時間因噩夢害怕睡覺 

  A3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帅稚園開始察覺自己有作夢，當時的

他也會跟朋友分享自己做的夢。 

 

A3-01-040 嗯，我記得好像是幼稚園的時候吧。 

R-01-041 可以說一下那時候的情形嗎？ 

A3-01-042 就是……就覺得好像去睡覺快要起來的時候，都會發生意 

     想不到的事情。 

R-01-043 那之後怎麼知道那是夢？ 

A3-01-044 嗯，我就覺得那應該是夢吧。 

R-01-045 嗯，那那時候作到這些夢有跟別人說或是跟別人分享嗎？ 

A3-01-046 有些會。 

R-01-047 有些會。哪些會？ 

A3-01-048 像是可能就比較有趣的夢，還有跟別人比較有關的夢。 

R-01-049 那他們都給你什麼樣的反應？ 

A3-01-050 都覺得很有趣啊。 

 

  他把自己的夢當作跟朋友之間的話題，分享比較有趣的部分，讓

同學們也一起感到有趣。至於另外比較不有趣的夢，他尌藏在心底，

也沒有跟別人分享過（A3-01-098）。徵求他的同意，我引註他小時候

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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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1-083 就是我夢到我阿嬤家變成有死人的那種占駐所，就有一個 

     人來看他媽，然後那個骷顱頭還會說話。（後面又補充： 

     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有人說要找他媽媽，我就跑上樓跟那 

     個媽媽說，然後那個媽媽是骷顱頭，就說好，然後就起來 

     了。當時我好像一點都不怕 A3-01-118） 

R-01-089 那時候夢完，醒來之後你的感覺是什麼？ 

A3-01-090 就覺得很恐怖啊。 

R-01-091 覺得很恐怖，那在夢裡面也覺得很恐怖？ 

A3-01-092 然後之後有一段時間我就不敢睡覺了。 

R-01-093 為什麼呢？ 

A3-01-094 因為怕再夢到那一個。 

R-01-095 那有再夢到嗎？ 

A3-01-096 沒有。 

R-01-097 有沒有跟別人說過這個夢？ 

A3-01-098 沒有。只有現在說而已。 

 

  從以上可知，A3 因為怕再作到這個噩夢，造成他一段時間不敢

睡覺。夢造成的負面感受太過強烈，即使到現在長大他再說這個夢，

我還是可以感覺到他的害怕。原本想要繼續探問，但他表達出不想談

這個夢的意願，站在尊重夢者且營造雙方互亯關係的立場，我決定暫

停這個夢的探索，不再深究。 

  整體而言，A3 早期的夢境經驗，除了將有趣的夢分享給同學，

屬於負向的夢，只深藏在他心中。也希望藉由這次把夢說出來，能幫

助他抒發埋藏已久的恐懼感。 

 

二、對夢的態度〆喜歡作夢，夢有讓他喜歡睡覺、消除無聊等功能 

  即便有小時候可怕的噩夢經驗，A3 還是喜歡作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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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035 所以你喜歡作夢嗎？ 

A3-01-036 喜歡作夢。 

R-01-037 為什麼喜歡？ 

A3-01-038 因為夢裡都很有趣啊。 

R-01-039 即使作噩夢也有趣？ 

A3-01-040 因為作噩夢的機率比作夢的機率小。 

 

    對 A3 來說，好夢比較常發生，噩夢發生的機率小到幾個月才一

次（A3-01-034），所以值得讓他對夢抱持正向的態度。 

    尤其作夢也能帶給他許多功能，其中一個功能尌是讓他喜歡睡

覺，擺脫那一段因噩夢不敢入睡的日子（A3-01-418）々 或者滿足他的

需求，讓他在夢中不怕那些原本覺得很恐怖的東西。 

 

A3-01-118 然後就有人說要找他媽媽，然後我就跑上樓跟他講。然後 

     當時好像我就感覺我好像一點都不怕的感覺。 

 

    還有能幫助他消除無聊，讓他有個東西可以想、可以玩味

（A3-01-416）々 最重要的是，讓他可以在夢中實現目前仍無法達成的

願望，可能是一些在現實生活中有限制的想法或者對未來想發明的期

待（A3-01-368、A3-01-376）。 

    種種的功能堆疊成他對夢的好感，所以喜歡作夢，也回想夢，讓

夢成為他睡醒之後生活裡的一部分。 

 

三、夢展現的自我〆現實與理想的兩個 A3 

  談印象深刻的夢，除了理解夢的意義，也可看見夢中展現的夢者

本身。A3 在進行印象深刻的夢境討論時，展現的不只是現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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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理想自我的狀態，甚至可看到這兩者詴圖尋求整合。 

  首先我們談到夢境中視角的議題〆 

 

A3-01-218 我的視角是就我好像在房間外面，然後我看到我在玩電腦。 

 

  進入夢中，若以第三者的視角看見自己在夢中動作，代表個體內

在存有兩種相異且待整合的自我（廖婉如譯，2006）。在這個夢裡，

A3 看見另一個 A3 正在玩電腦，代表有兩個自己在同一個空間。接

下來的場景是被吸到電腦裡進到遊戲世界，我持續追問視角是否仍維

持不變，A3 表示〆進到電腦後，尌變成只有一個視角，自己尌是自

己（A3-01-226）。所以吸進電腦是關鍵，這個動作讓兩個自我整合成

一人。 

    這種「吸進電腦直接玩遊戲」其實是 A3 的夢想，他希望未來自

己能發明這項技術，讓玩家可以體驗更深（A3-01-250、A3-01-258）。

從這裡可以看出發明家的身分是他理想的自我，我繼續問他對這個想

法的細節〆 

 

R-01-259 噢，那你為了這件事情做了什麼努力呢？ 

A3-01-260 嗯，我不知道怎麼做。 

 

  A3 有理想自我的形象，卻受限於現實自我，無法進行統合。即

使他對科學很有興趣，但常是受限於自己的弱勢能力而作罷，例如〆

無法持續專注力在同一件事情上、手寫記錄吃力、成尌動機弱等。換

句話說，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在認知與技能上要克服許多困難，

常常尌因此作罷。經由與受訪者討論後，同意放上這段詮釋。 

  在探索印象片段時，我又繼續詢問他對自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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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1-340 那時候沒玩電腦的時候，我很喜歡跟我弟玩變身的遊戲。 

R-01-341 為什麼會喜歡玩變身的遊戲？ 

A3-01-344 因為覺得這樣很酷。 

R-01-345 你不希望自己現在這個樣子，希望變成一個別的樣子嗎？ 

A3-01-346 嗯。 

R-01-347 你想要變成什麼樣子？ 

A3-01-348 一隻龍。 

R-01-349 一隻龍。為什麼？ 

A3-01-358 就是這樣比較威風。 

 

    A3 充分表達希望能變成一個比較威風的樣子，除了顯示他對認

同的渴求，也能看出他對現實自我的看法。回歸到 A3 的自我特質，

因揉合三種特殊角色，有其能力上的優勢和弱勢，所以在學習表現上

常常會有明顯落差。例如資優的特質讓他對數理有極高敏銳度，但受

限於弱勢特質，讓他無法持久專注在思考上。此時尌會發生「有其動

機，卻受限於能力」的現象，以致無法充分發揮及展現。久而久之，

尌容易累積學習的挫敗與無助感。現在在夢裡，也看見了兩個自我不

同步的現象。 

    之後設計夢的續集時，他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A3-01-388 後續可能就又抓了一隻精靈，我就可以跟這隻精靈融合在 

          一起，之後就去實驗室，然後把精靈放到那個融合它的地 

          方，然後把蓋子蓋好，然後按了一個按鈕，之後他們…… 

R-01-389 合成了。 

A3-01-390 變成一個白白的東西然後混在一起，然後變成一顆精子， 

     然後忽然精子就迅速跑到 NONO 的體內，然後不知道過  

     了……嗯我沒數，過了一下子之後，就跑出一隻新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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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希望能與一隻精靈合成一隻新的精靈，又再次表達想要一個

全新自我的概念。上述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尌是促使他們合成

的，並不是自我的力量，而是一台實驗室的機器，他必頇藉由這個外

在的機器才能產生新的自我。若將這個概念套用到「吸進電腦」的詮

釋，原本存在兩個自我的空間，因為吸進電腦後融合成一個自我，在

這個印象片段裡，電腦是促發統合的一個重要媒介。由此可知，利用

工具或許是幫助他突破現實的限制，進而發揮優勢能力的關鍵方法。 

    目前在學校，我們積極利用電腦打字來突破他手寫的困難，從這

夢裡的表徵，或許我們可以持續發掘對他更有利的工具來幫助他達成

理想的自我。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選擇性明確、注意細節 

  A3 在跟我聊夢時，對夢的選擇性明確（B2_1010617 編碼）。 

 

R-01-023 通常你都會拿這些夢來幹嘛？ 

A3-01-024 恩，就沒幹嘛，無聊的時候拿來想。 

R-01-027 無聊的時候會想夢的話，好的壞的都會想？ 

A3-01-028 壞的不會。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而且不容易妥協，在學校選課和學習

活動上更為明顯。通常他要的東西他會極力爭取，甚至會用哭的方式

跟老師要求。但如果他不要的東西，老師怎麼勸，他都還是會堅持己

見。在說夢時，一樣展現這種特質。 

  此外，在聊夢時，也發現他用字遣詞雖較淺顯，但能注意細節，

例如在談印象深刻的夢，他總能將賽爾號的精靈描述得非常清楚

（A3-01-264），或許跟他擅於繪畫的優勢能力有關。因為繪畫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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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畫中人物的細微之處，才能展現他們的特色。 

    綜合上述，在聊夢時發現的議題，對應他日常生活的自我，是如

此地貼近。由此可知，聊一次夢，能發現的不只是夢境內容，還有很

多關於自我的部分，會在過程中一一呈現。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很少跟他人聊夢，怕被嘲笑 

  對 A3 來說，僅會跟朋友聊有趣的夢，其他的夢則是自己私藏著。 

 

R-01-053 所以你喜歡作夢，那你會喜歡把夢說出來嗎？ 

A3-01-054 嗯，不太喜歡，除非很有趣，除非比較有趣的那種。 

R-01-055 那通常都會跟誰說？ 

A3-01-056 都跟比較好的朋友。 

 

    很少聊夢的原因，在於他人的觀感。他怕把自己的夢講出來，會

被別人笑。 

 

R-01-421 那你平常很少跟別人聊你的夢嗎？ 

A3-01-422 嗯，很少。 

R-01-423 現在很少，還是以前很少，還是一直以來都很少？ 

A3-01-424 現在就很少。 

R-01-425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A3-01-426 應該現在我作的夢都跟現在的年紀不合，怕會被別人笑。 

R-01-427 那你現在講完怕會被我笑嗎？ 

A3-01-428 如果很少人會知道的話。 

R-01-429 你放心，在這裡面大家不知道你是誰。那現在你把夢講完， 

         感覺是什麼？ 

A3-01-430 就比較不會那麼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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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可看出，他其實很在意他人的想法，尤其如果不被他人認

同，甚至被訕笑，對他來說都是一種傷害。可是此刻他願意把夢分享

給我知道，除了感覺上是把原本悶住的東西釋放出來，另外一個部分

尌是他對我的亯任。我其實很感動，他把我當作一個可以訴說的對象 

々更慶幸可以透過這次機會，聽到他不少的夢以及對夢的態度與感

受，以上的這些在學校並不是全面了解，但這次訪談過後，我對他有

更深一層的認識。在未來面對他的學習需求與輔導，我尌會更顧及他

的特質與感受，用心思考該怎麼做，才最適合他。這也是「聊夢」一

個很大的助益。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我的賽爾號星際探隩 

原本我提議尌用帅稚園那個可怕的夢來做討論，但他似乎沒有這

個意願。 

 

R-01-101 那你講的這個占駐所的夢，還是我們就直接拿它來分析？ 

A3-01-102 ……（搖搖頭） 

R-01-103 你不想？可以說說為什麼不想嗎？ 

A3-01-104 因為……太可怕了。 

R-01-105 好，那你可以想的出來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夢嗎？ 

A3-01-106 可能就在家裡玩電腦玩到一半就突然被吸進去。 

R-01-123 因為我覺得這個夢說不定我們分析完你就不會再怕這個 

     夢了吔。確定吼？ 

A3-01-124 ……（點頭） 

R-01-0125 好。那如果之後有一天你想要談談這個夢我們也可以來 

     談，我隨時都會聽你來講這個東西。好，那現在請你來 

     說說看你另外一個印象最深刻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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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3、4 年級（A3-01-142）」做的夢，內容圍繞在自己進到 

電腦裡體驗賽爾號遊戲。之所以會挑這個夢，是因為「常常在玩這個 

遊戲，但就只有夢過這一次，之後都沒有再夢到」（A3-01-145、 

A3-01-152）。以下尌是夢的內容〆 

 

A3-01-126 就我在玩電腦啊，然後就突然被吸進去。我原本玩的是賽 

          爾號，然後裡面也是賽爾號，然後我就是那個機器人，可 

          是那個機器人其實不是機器人，是裡面可以住人，然後一 

          個人上去控制，然後就可以去打怪獸的那種。然後打完之 

          後會通常就可以抓精靈嘛，可是那個時候都是用那個就直 

          接精靈的那個打敗它嘛，然後打敗它自動就會得到它，然 

          後就是得到之後好像就是變成一顆蛋，然後就…… 

R-01-127 你現在說的是夢裡面的場景，還是這個遊戲？ 

A3-01-128 夢裡面的場景，因為這個遊戲原本不是這樣的。然後那個 

          蛋就自動跑到那個變身的那個叫 NONO 的身上去，然後 

          就變不見了，然後那個，然後之後就一段時間，突然 NONO 

          就乒的一聲，然後那個精靈就跑出來，然後就跑到一個膠 

          囊裡面，就是放精靈的那個膠囊，就跑到背包去，然後接 

          著要去一個地方然後傳送，然後在傳送的時候我就突然醒 

          了。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先詢問「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感覺〆 

 

R-01-153 在夢裡面的感覺是怎麼樣？ 

A3-01-154 我覺得感覺就很酷、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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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155 也沒有覺得說這跟原本的賽爾號不一樣。 

A3-01-156 有覺得啊。 

R-01-157 在夢裡面就覺得了。 

A3-01-158 夢裡面覺得比較刺激，因為電腦玩的跟現場打的不一樣。 

R-01-159 那作完這個夢醒來之後的感覺是什麼？ 

A3-01-160 感覺就，覺得很那個，炫。 

R-01-161 可以再多點嗎？ 

A3-01-162 對啊。然後那天晚上就看哆啦 A 夢，裡面有一個枕頭嘛， 

     睡上去就會做重複的那種，我想要那個東西。 

R-01-163 為什麼會想要那個東西？ 

A3-01-164 因為就可以再作一次那個夢。 

 

    從 A3 想要再做一次這個夢的動機來看，他是真的喜歡這個夢。

其中他需要那個哆啦 A 夢的枕頭來幫助他完成願望，某種程度上來

說，也可以呼應前面「他需要工具來完成想做的事情」的論述。 

 

R-01-165 那現在你把這個夢說完的之後感覺是什麼？ 

A3-01-166 就，說完的感覺喔，就如果是在真實世界的話它會比較跟 

     夢裡的感覺不一樣。 

R-01-167 真實世界跟夢，為什麼？ 

A3-01-168 因為夢裡面感覺到不是自己真的想動的，然後在真實世界 

     自己就真的可以真的想動。 

R-01-169 那在夢裡面不是自己想動，那是誰讓它動？ 

A3-01-170 就是夢境裡，感覺自己沒有想這樣動，它就會這樣動。 

R-01-171 那這樣子怎麼還會喜歡作夢？ 

A3-01-172 我覺得很好玩。 

R-01-173 那為什麼覺得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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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1-174 因為夢通常都很有趣。 

 

  很驚訝他察覺到夢裡與真實世界的差異，尤其提出「夢裡面不是

真的自己想動」的想法，學者稱之為「被夢」。因為人在作夢時無法

隨心所欲左右夢的思考，表面上好像是我們在作夢，但其實我們是被

夢的（薛絢譯，2006）。A3 對夢的觀察已經富有學者的思考，可見他

對夢是很有想法的。 

  接著，我與 A3 一起挑出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段，我們挑了

五個，分別是「吸進電腦」、「第一個看到的精靈」、「NONO」、「打鬥

的場景」、「精靈打鬥的樣子」。 

    決定了之後，我們針對每一個印象片段分別進行 DRAW 四個階

段的討論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吸進電腦」 

Ｄ描述〆尌突然電腦的螢幕尌黑掉，然後尌變成那個很像穿越時空的 

  畫面，然後突然尌被吸進去了。 

Ｒ重新經驗〆身體感覺麻麻的，很酷。 

Ａ聯想〆聯想到遊戲王卡後面那個炫渦的圖案，或者是聯想到賽爾號 

  裡有一個時空隧道，或者進去龍王聖殿那個時候的水之道。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尌那時候好像，我記得那時候我好像  

  一直夢想說發明一個可以到電腦裡面玩的東西。 

    其實在探索這個印象片段時，我在筆記裡註記了「也太愛電玩了

吧」（R_1010524 日誌）。他不僅是對電玩的內容瞭若指掌，連聯想時

也都只想到電玩，可見電玩遊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雖然在「清醒生

活導火線」時，他仍然是提到電玩，但也透露了自己的期許，他希望

自己能發明一個更好的遊戲，尌是直接進到電玩內體驗遊戲。所以這

個印象片段的探索，已經可以看到他對自我成功的動機以及未來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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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尌是發明。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第一個看到的精靈」 

Ｄ描述〆它的手、腳，都是黃金的那種，然後旁邊尖尖的，中間是一 

  根柱子型的那種，全身是一個氣泡體，頭上也是。原本遊戲尌有這 

  個精靈。 

Ｒ重新經驗〆尌感覺說〆哇〈這隻精靈我有吔〈 

Ａ聯想〆讓我聯想到阿姿，阿姿是這隻精靈的最終進化。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的關連可能尌是一些公仔吧。 

  探索這個印象片段時，我一樣在筆記裡註記「這麼愛電玩！阿姿

是誰（R_1010524 日誌）？」如果沒有他一直很努力介紹遊戲的角色，

我可能整個訪談都會聽得很吃力。由於這個印象片段，他聯想到的都

還是遊戲本身，在向他確認過沒有其他的想法之後，我們尌開始探索

下一個印象片段。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NONO」 

Ｄ描述〆它耳朵有尖尖的，然後可以蓋起來遮住臉，然後是超能 

 NONO，然後看到它的時候是全部都縮進去，然後尌變成一顆球 

 狀，然後還在旋轉。有時候玩賽爾號，它在充電的時候尌會變成這 

 樣。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尌是又怎麼樣了，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情。 

Ａ聯想〆讓我聯想到地球自轉，還有原始那種陀螺。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可能是因為那時候好像我爮爮剛買一本叫做世界 

 經典全知道。然後裡面大多是講地球的那個，裡面有講到地球自 

 轉，可能是因為這樣。 

  A3 的聯想，不僅是日常生活，也能從自己閱讀的知識中取材。

尤其夢到正在旋轉的球狀物，然後聯想到地球自轉，這些都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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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象，顯現出資優生擅長意象的概念。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打鬥的場景」 

Ｄ描述〆打鬥的場景尌是我的機器人然後跟一個精靈打鬥，一開始是 

  它先攻擊，然後攻擊我的機器人，然後我尌再發動一些招式，然後 

  它躲開了，之後它尌再用那個高速攻擊。這過程我都是用選單選， 

  然後有絕招攻擊。 

Ｒ重新經驗〆尌感覺說這不是以前我好像有打過嗎〇 

Ａ聯想〆可能聯想到游泳比賽吧。因為他攻擊用排山倒海嘛，排山倒 

  海會讓那個戰鬥場地地板都是淹起來的水，感覺很像在游泳。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尌我記得當時我爮好像也有買那個 wii，然後裡 

  面剛好尌有一些比賽。 

    這個印象片段同樣也讓他聯想到遊戲，而且是遊戲裡的比賽。我

詴圖想要深入問這些遊戲的聯想他有沒有更多的發現，不過他還是從

遊戲本身回答。在確認過暫時沒有新的想法後，我們繼續進行下個片

段的探索。 

 

  (五)第五個印象片段「精靈打鬥的樣子」 

Ｄ描述〆尌是我說那個使用排山倒海之後，精靈的翅膀尌會跟著手尌 

  打開然後這樣怒吼一聲，之後尌打雷閃電淹水，然後他尌高速移動 

  之後旋轉然後衝過去。 

Ｒ重新經驗〆沒什麼感覺。 

Ａ聯想〆聯想到的還好，可能跟日常生活比較有關。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聯想到日常生活沒玩電腦的時候，我很喜歡跟我 

  弟玩變身的遊戲。 

    這個印象片段讓 A3 提出想要變身成龍，這樣大家尌會覺得他很

威風，藉此呈現了他尋求認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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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探索階段，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出 A3 對於遊戲的狂熱，但也

能發現他想改良遊戲的動機，「發明」是他很想做的事情。或許他浸

濡在這些遊戲當中，可以給他更多靈感，並醞釀更強烈的動機，讓他

能真正邁向那個理想的自我—發明家。 

 

二、洞察階段 

    接下來的階段，要深入討論這個夢對 A3 的意義，我詴著做了一

段摘要，想聽聽他的想法。 

 

R-01-367 這個夢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A3-01-368 可能就滿足自己的夢想。 

R-01-369 剛才我還聽到另一個意義，你先聽聽看，如果有不同意的  

     地方，我們再修喔。就是你希望自己能發明一個很厲害的   

     東西，那個東西就是能吸進電腦去，然後在電腦裡面玩， 

     這個會讓你自己覺得很好玩，然後也會讓你覺得如果發明 

     出來就會很威風很厲害。然後呢講到地球自轉，這個跟科 

     學也很有關係，這就是你喜歡的東西，所以整個夢對你的 

     意義象徵了你對科學的一些喜愛，然後你也希望未來真的 

     發明這樣的東西，然後變成很厲害的人。我不知道這樣講 

     你覺得如何？有哪些同意，或是哪些不同意？ 

A3-01-370 沒有不同意啊。 

R-01-371 所以你真的希望以後變成一個很厲害的人，可以多說說你 

     的想法嗎？ 

A3-01-372 因為這樣，大家都不會嘲笑。 

R-01-373 所以你覺得自己現在被嘲笑？ 

A3-01-374 只是如果被別人覺得自己很笨，會越來越不想做這件事。 

R-01-375 所以你希望自己如果能真的發明，就會越來越厲害，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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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喜歡做這件事情，是這樣的想法嗎？ 

A3-01-376 因為夢可能會，代表我以後可能會發明啊。 

 

    在洞察階段，我們討論兩個主要的焦點，一個是「期許自己未來

發明」，另一個是「不再被別人嘲笑」。這個充滿遊戲色彩的夢，包裹

著他對科學的喜愛，期許自己可以發明更好的遊戲，在夢裡相應而

生，這是我們都同意的意義。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改變現在在大家

心中的評價，變成受大家肯定、被大家認同，讓他能更有動機成尌更

好的自己，這是另一個我們也都同意的意義。其實兩者是互通的，甚

至是重疊的，但我們分開來說，是因為前者的意義由我開始，後者的

意義是他主動提出。不管是哪一個，都讓我們對這個夢有更深一層的

剖析，也對 A3 有更多的了解。 

 

三、行動階段 

  此階段開始要為夢做一些改變。我先請 A3 想想看，如果這個夢

有續集，會怎麼發展〇他所想的尌是前面有提過，希望能與另外一個

精靈結合，變成一個新精靈。至於對這個夢的改變，他認為不需要，

照原來的夢尌可以了。所以我們直接進行為夢取一個名字。 

 

R-01-397 那如果要幫這個夢取一個名字，你會怎麼取？ 

A3-01-398 嗯，神奇電腦。 

R-01-399 神奇電腦好像只有講電腦，那「你」呢？ 

A3-01-400 不然就是「我的賽爾號星際探險」。 

R-01-401 好，很期待聽到你更多探險！ 

 

  訪談至此，除了跟他一起探隩賽爾號的遊戲，我也探索了他的心

靈深處。那裏存在兩個 A3，一個是現實的、另一個是理想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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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3，受限於能力上的弱勢，有些自卑，卻仍對成功有所期許々理

想的 A3，成功發明了更好的東西，受大家的肯定。從這個夢的探究，

我們看見了兩者的差距，也看見了兩者合成的可能性。 

 

肆、小結 

  整理上述，A3 的夢境經驗如圖 4-4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3 在夢境中展現自己對未來發明的渴望，

希望能成尌更好的自己。 

 

 

 

 

 

 

 

 

 

圖 4-4  A3 的夢境經驗圖 

 

 

第四節 進入 A4 神奇的玩具世界 

壹、在夢之外〆積極、浪漫且具備領袖特質的 A4 

  A4 目前尌讀三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她的〆「學習動機

強，態度積極，且媽媽指導用心」（R_1010525 日誌）。 

  A4 在資優班一樣展現很高的學習動機，即使面對具挑戰性的學

習活動，也絲毫不減熱情。凡事樂觀且浪漫的特質，在很多作品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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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見她運用豐富的色彩和圖樣來完成。學習主動，並具有責任感，

除了能盡力達成交辦事務，也會主動尋求自己該完成的責任，是個在

學校讓老師很放心的學生。最令大家肯定的是她的領導能力，每一次

需要團隊完成任務，她都會主動跳出來擔任領導者。合作時，能擔下

重任、也能聆聽同儕的意見，最重要的是她可以統整大家的力量，發

揮團隊的價值，是個天生的領導者。 

    媽媽對於她的學習非常積極，每逢假日會幫她安排參加許多活動

和營隊。媽媽也很用心記錄她的成長過程，從不缺席學校辦的活動，

也固定參加資優班辦理的家長讀書會，是個付諸行動、充分陪伴孩子

一起學習的媽媽。 

  整體而言，A4 的學習主動積極、態度樂觀且具備領導特質，她

的生活及學習都充滿豐富的色彩，是個歡樂又浪漫的女孩。 

 

貳、透過敘說，進入 A4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帅稚園開始畫自己的夢 

  回溯 A4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帅稚園時期開始知道到自己有在

作夢。 

 

A4-01-016 大概是五歲吧。 

A4-01-020 就是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子，然後會去問媽媽啊： 

          為什麼晚上的時候都會跑出一些奇怪的東西？她都會 

          說：那叫作夢，然後我現在慢慢知道什麼是夢了。 

 

  A4 表達小時候的自己對夢境的出現感到疑徬，表示她注意到

夢，而且對夢有些思考，所以才會問媽媽。我很好奇她還會怎麼處理

夢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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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023 注意到之後，你會怎麼處理這些夢？ 

A4-01-024 就是會想一想，那個夢是在講什麼東西，然後會有什麼樣 

          的人物阿或者東西阿，或哪個地方，然後就會把它畫起來。 

 

    由此可知，A4 不只是思考夢，還會把夢畫下來，這樣的動作象

徵對夢的珍視。當時的她還是一個帅稚園的孩童，尌已開始主動記錄

自己的夢，這似乎表示她從小尌開始關心自己的內在心靈。 

 

二、對夢的態度〆喜歡作夢、也珍視夢 

    A4 很喜歡作夢（A4-01-043），對夢皆抱持著正向的態度。 

 

R-01-033 （夢帶你的感覺），是開心的，還是難過的，還是驚訝的？ 

A4-01-034 我覺得應該說很刺激！ 

R-01-035 很刺激。為什麼這樣說？ 

A4-01-036 因為每次夢的地點都不一樣，然後有的時候，就是很奇怪。 

 

  這裡 A4 提出了新的概念，不受訪問者的引導，更能表現出她對

夢的期待。此外，上述提到她會將夢畫下來，我再深入探問，想更了

解她畫夢的想法與感受。 

 

R-01-045 畫夢之後還會做些什麼嗎？ 

A4-01-046 畫下來之後，我可能就會在旁邊想一下比較奇怪的東西 

R-01-047 那做完這些事的感覺是什麼？ 

A6-01-048 很開心，很奇特，如果是很好的夢，就會希望再做一次。 

 

  綜合上述，A4 醒來會思考夢，然後將夢畫下，再思考畫下來的

夢，種種動作都顯示她對夢的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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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從生理功能的角度來看，A4 喜歡夢，其實是一種對「自動化

思考」的重視（B2_1010606 編碼）。因為夢是大腦複習記憶的過程，

她喜歡夢，也喜歡回想夢，表示她喜歡在睡著之後的那段歷程，而這

種歷程是自動進行的，由此可知，她重視自動化的思考，在日常生活

也不例外。 

    到底讓她那麼珍視夢的原因是什麼〇對她來說，夢可以幫助靈感

和創作。 

 

A4-01-218（夢）讓我更有創意阿，然後就會讓我去想一些奇怪的事 

     物，可能就會發明什麼怪東西啊？ 

A4-01-260 有時候畫畫就是會照夢裡想的，老師如果要我們畫一隻魚 

          的話，然後我就會想一下我夢裡面的魚可能會長的怎樣 

          子，那可以參考。 

 

    此外，夢還可以滿足她的需求。她覺得自己在現實生活很孤單，

但進入夢裡，尌有會說話的玩具陪伴她。 

 

A4-01-212 因為我很孤單啊，回家就是沒有伴，然後就是希望他們變 

     成我的朋友。 

A4-01-074（在夢裡）結果那些玩具就開始說話了，還帶我去參觀 

     他們的世界，後我們就一起在那邊玩……。 

 

    整體來說，A4 從作夢、思考夢的獲益，讓她更喜歡夢。然後對

夢抱持正向的態度，也讓她從夢中獲得靈感和滿足，如此雙向的正增

強，都為她的內在心靈增添了許多正向的提升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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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展現的自我〆能呼應日常生活許多特質的 A4 

    在日常生活中，A4 的個人特質非常明顯。在夢中或說夢時，也

不例外，且能與日常生活展現的特質相呼應。包括〆在夢中自己控制

玩具，想要擁有一個世界，管那個世界的人，展現了日常生活的領導

特質。（A4-01-110、A4-01-122）還有，在夢裡展現同理的特質，設

想玩具如果是人，可能會說的話。 

 

A4-01-198 因為就是玩具如果他是人的話，他就可以告訴我們他不想 

     被丟掉，或著被人家踩來踩去阿，然後這樣子人類就不可 

     能去欺負他們。 

 

  也因為同理的關係，A4 的道德感頗為強烈，會在夢中或說夢時

思考有關好壞、正義的問題。 

 

A4-01-058 像有一個夢，我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都會變成人， 

     他們就告訴我說。那個地方叫水果村，那邊什麼的都是水 

     果，不可能是其他東西，然後他們說他們還有一個國王， 

     然後做錯事國王就會把他關起來，如果是好事的話國王就  

     會給他東西。 

A4-01-062 因為水果能變成人的話，這樣很特別。然後他們會做一些 

          事情，可能就是告訴我們做什麼事情是好的，什麼事情是 

          壞的。 

 

    此外，在問到「會不會跟別人分享自己的夢」時，她的回答也展

現了極高的責任感。 

 

A4-01-286 就是我想要分享我的夢給其他人知道，然後就是可以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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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去想，可能會發明一些奇怪的東西。  

R-01-287 所以你也希望帶動別人發明一些東西？ 

A4-01-288 有些發明我們不可能一個人就完成。 

A4-01-290 很希望人就是因為這個夢繼續發明一些奇怪的事物阿，一 

          些可以幫的上現代人的創意的東西吧。 

 

  對 A4 來說，自己的責任尌是把夢分享出去，然後激盪大家的創

意，最後尌能有一些發明來幫助現代。如此宏觀的責任意識，讓我很

難想像是從一個國小三年級的學生口中聽到的。 

    另外，除了展現她的特質，說夢也反映了她的需求。例如〆她在

「玩具世界」的夢中，希望自己能有很多朋友、大家都能喜歡她，跟

她一起玩，展現尋求認同的渴望（B3_1010606 編碼）々 還有在「水果

村」的夢中，水果跟著她一起玩，也展現了她希望陪伴的需求，同樣

在「玩具世界」也可發現。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完形概念及日常生活以人擬物的經驗 

    A4 跟我聊夢時，習慣拿著自己夢的筆記本，裡面滿滿的都是她

記錄的夢，不管封面或內容都是色彩鮮豔。她會看著紀錄本，朗讀自

己的夢，每一段故事情節和畫面都交代的很完整，甚至連聲音、味道

都會描繪得鉅細靡遺，有完形的概念（B3_1010606 編碼）。 

     

A4-01-074 有一個夢……，那些玩具就突然開始說話了，我突然嚇一 

     大跳，……然後他們的植物就是像我們玩芭比娃娃那個假 

     的植物，味道居然和真的植物一樣，就覺得真的很奇怪。 

 

    A4 在向我訴說夢境時，也很注重自己的邏輯，展現她對夢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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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1-172 就是一大堆玩具在那走來走去，然後我就看，旁邊怎麼這 

          麼多玩具在走來走去？然後我就想一下，會不會是我自己 

          變小了，跑到玩具世界裡面，然後，玩具不可能自己變得 

          這麼大吧？ 

 

    她自己也表達，其實在夢中將玩具擬人化，是在日常生活中常有

的經驗。 

 

A4-01-166 都是人的玩具會讓我聯想到什麼？就是我在玩玩具的情 

          景，可能會猜想玩具他們的情緒是什麼？ 

A4-01-186 我以前都會拿鉛筆橡皮擦吧，把他假裝成人阿，然後就是 

          在玩，然後呢，我就是覺得，我可能會變成小鉛筆或小橡 

          皮擦的那種感覺。 

 

    與 A4 的訪談讓我了解到，說夢不只是在介紹夢本身，同時也在

揭露自己對夢的思考或者日常生活的經驗。夢不如我原本想像的虛

幻，反而真實貼近著 A4，我在她身上看見作夢的意義。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樂於分享 

    對 A4 來說，「能分享夢給別人知道就是很開心啊」（A4-01-294）。

所以她會跟同學還有媽媽聊自己的夢，希望把夢分享給他們知道，讓

他們也可以有靈感，發揮創意。 

    由此可知，她與身邊親朋好友的關係都是正面的，她也很樂於跟

她們分享自己，是個外向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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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印象深刻的夢〆神奇的玩具世界 

  這是她「100 年 9 月 9 日（A4-01-076）」做的夢，內容圍繞在一 

個世界裡玩具都變成人的故事。之所以會挑這個夢，是因為「覺得很 

有趣，而且都還記得」（A4-01-078）。以下尌是夢的內容〆 

 

A4-01-074 有一個夢就是，我夢到我在睡覺，然後呢我發現我床的下 

          面，有一個溜滑梯，然後我就從溜滑梯往下面滑，裡面有 

          好多好多玩具，我就很驚訝，開始玩那些玩具。那些玩具 

          突然開始說話，我嚇一大跳，不過我還是問他說：我現在 

          在哪裡？然後他說：你在一個玩具的世界，玩具都是人。 

          然後，他就帶我去參觀他們的世界，看到很奇怪，每一個 

          在路上走的都是玩具，房子都是像芭比娃娃住的那種房 

          子，我感覺我變小了，然後在玩具店裡面跟玩具在一起， 

          他們的運輸工具也是玩具做的，如果要帶另外一個玩具進 

          去世界的話，坐那個玩具飛機去。然後他們的植物就是像 

          我們玩芭比娃娃那個假的植物，味道居然和真的植物一 

          樣，就覺得真的很奇怪。我就在想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地 

          方？那些人就跟我說：你坐一台車來的，我想說這到底是 

          什麼？然後，我就一直想一直想，我就起來了。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們共同挑選夢裡讓她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段，A4 對自己

的夢很有想法，很快尌挑了四個，分別是「床有溜滑梯」、「玩具都是

人」、「自己變小了」、「玩具的食物很像真的」。 

    決定了之後，我們針對每一個印象片段分別進行 DRAW 四個階

段的討論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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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床有溜滑梯」 

Ｄ描述〆從床上往下看，感覺溜滑梯會很長，沒有盡頭的感覺，可是 

  實際溜溜看，感覺很快尌到了。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很好奇啊，尌在猜溜滑梯下面可能會有什麼東西。 

Ａ聯想〆會讓我聯想到，有一次媽媽帶我去一間飯店，它的床尌是在 

一個溜滑梯的上面。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這個印象跟日常生活的關係尌是媽媽帶我去的飯 

  店。那裏也是溜下去尌會有一些玩具出來。 

    由這個印象片段發現，A4 感興趣的是溜滑梯下面的東西，比較

不是溜滑梯本身。所以在這個印象片段結束前，我再度確認她有沒有

想要補充或突然想到的想法，待她表示沒有之後，我們即刻進行下個

印象片段的探索。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玩具都是人」 

Ｄ描述〆尌是玩具走來走去啊，有的是很大隻的兔娃娃會帶著小隻的 

  兔娃娃，尌像媽媽帶著小孩啊，然後尌是動物的那些玩偶都感覺有 

  穿衣服什麼的走來走去。 

Ｒ重新經驗〆一開始到那裡感覺「怎麼會這樣子〇」後來，尌慢慢習 

  慣，反而覺得很有趣。 

Ａ聯想〆他們讓我聯想到我在玩玩具的情景，可能會猜想玩具他們的 

  情緒是什麼〇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尌是因為我跟朋友很多玩具啊，可是同學他們沒 

  辦法隨時跟我一起玩啊。 

    上述提到「同學無法跟她玩」、還有「玩具變成人」的兩個概念，

我在想，如果前者的渴望造成了後者的夢，那是否玩具在夢中變成

人，尌是為了可以陪伴她、跟她說話、或者跟她玩呢〇我詴著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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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155 他們都是人走來走去，他們有講話嗎？ 

A5-01-156 有啊。 

R-01-169 那你覺得那玩具變成人，他們講的話都是你想要聽的嗎？ 

A5-01-170 應該都是。 

R-01-171 所以這樣子你很開心，因為他們做的，說得都是你想要他 

     們做的。是嗎？ 

A5-01-172 （點點頭）嗯。 

 

    A4 在這裡初步表達了夢中玩具變成人的片段讓她很開心，在某

種程度上滿足了她的需求。這個夢是否有更深入的意義，我們再繼續

往下個印象片段探索。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自己變小了」 

Ｄ描述〆一大堆玩具在那走來走去，我尌看，然後想旁邊怎麼這麼多 

  玩具在走來走去〇然後我又想一下，會不會是我自己變小了，跑到 

  玩具世界裡面，玩具不可能自己變得這麼大吧〇 

Ｒ重新經驗〆覺得很驚喜，自己也不會想要變大。 

Ａ聯想〆聯想到尌是小精靈啊，感覺自己變成小小的精靈，然後尌跟 

  他們一起玩。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我以前都會拿鉛筆橡皮擦吧，把他假裝成人啊， 

  然後尌是在玩，然後呢，我尌是覺得，我可能會變成小鉛筆或小橡 

  皮擦的那種感覺。 

  由此可知，A4 在這個夢裡變小了，這樣才可以讓自己與玩具融 

為一體。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改變自己，尋求認同。我從這個印象片

段裡讀到這樣的意義，但還需要與 A4 一起進行後面階段的探索，才

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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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玩具的食物很像真的」 

Ｄ描述〆比如說蛋糕，我尌有去摸摸看，感覺是真的阿，然後還有一 

 些水果也一樣，尌感覺不像人家給他故意去變出來的，也不像是用 

 模型做的。 

Ｒ重新經驗〆尌是覺得玩具的食物好奇怪噢，為什麼會變的跟真的食 

 物那樣〇 

    原本我們應該要繼續進行後面兩個階段，但當在「重新經驗」時，

我針對她的「為什麼變得真的食物〇」的問題深入詢問，她提取出許

多關鍵概念，讓我們開始深入探索這個夢對她的意義，跳過了後面的

「Ａ聯想」和「Ｗ清醒生活導火線」兩個階段。Hill 表示如果雙方皆

願意深入探索彼此有興趣的主題，進行的方式無頇拘泥原本的階段

（田秀蘭、林美珠譯，2005）。所以我們開始聊這個印象片段延伸出

來的意義。 

  其實一開始的問題，我只是想確認她說的「食物變成真的」，是

否也是她所期望的。 

 

R-01-193 那你有沒有希望現在的玩具食物變成是真的？ 

A4-01-194 我是希望那些玩具變成人，然後就可以把那些食物給玩具 

     吃了啊。 

 

    「玩具吃食物」的概念，讓我聯想到玩具也會餓，也有需求，而

且吃了食物之後玩具尌可以像人一樣保持生命，甚至長大。我將這思

考提出來，想聽聽 A4 怎麼回應。 

 

R-01-197 所以你希望玩具吃掉那食物的目的是什麼？是希望他可 

     以繼續活著？所以你不希望玩具變回原來的玩具，讓他一 

     直是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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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1-198 是啊！ 

R-01-203 所以你希望這些玩具變成人，可以陪在妳身邊和你一起 

     玩，是這樣子嗎？那如果現在身邊有許多朋友，那你還希 

     望你的玩具變成人嗎？ 

A4-01-204 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的話，還是希望，就是比如說我是獨 

     生女，回家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不能跟其他人玩，然 

     後就希望那個玩具復活可以跟我一起玩。 

 

    從這段討論，A4 揭露了自己身為獨生女的身分，並以此歸因希

望玩具可以一直陪她玩。這個概念是新的，我們前面探索皆沒有提

到，所以趁勢讓我可繼續深入探究「獨生女」的身分帶給她有何意義〇 

 

R-01-205 所以你提到獨生女，只有你一個，你會覺得有點孤單。 

A4-01-206 孤單。 

R-01-207 現在還是會覺得嗎？ 

A4-01-208 嗯。 

R-01-209 你有沒有發現前面講到的夢，你也希望水果變成人？ 

A4-01-210 是吔。 

R-01-211 所以你希望他們變成人的原因是什麼？ 

A4-01-212 因為我很孤單啊，回家就是沒有伴，然後就是希望他們變 

     成我的朋友。 

R-01-213 那你玩玩具的時候會跟玩具說話嗎？ 

A4-01-214 會自言自語。我對娃娃說你好嗎？我就故意裝別的聲音假 

     裝他在回答。 

 

    我們從夢裡的片段延伸出 A4 在日常生活中孤單的狀態，除了反

映出她的日常生活，也反映了她對陪伴的渴望。A4 在這場討論裡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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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自我，是身為大人的我們沒有發現的那塊。當然在 A4 進入資優

班時，我尌知道她是獨生女，但她外向與開朗的個性以及媽媽用心陪

她參與各種學習活動的印象，讓我很難聯想她是感到孤獨的。如果今

天的訪談沒有進行，我不知道她對陪伴有所渴望（R_1010525 日誌）。 

 

二、洞察階段 

    接下來的階段，照理來說要繼續深入討論這個夢對 A4 的意義，

但我們進行的方式，似乎像是在幫上述的討論做統整和總結。 

 

R-01-219 那剛才講的這些印象片段對你有沒有意義呢？ 

A4-01-220 就是可能希望這些事情都可以發生，然後就可以真的去做。 

R-01-221 還有沒有呢？ 

A4-01-222 然後就是他們真的可以陪你玩，可以做很多事情，這樣就 

     不會一個人覺得很孤單。 

R-01-223 那你覺得這個夢玩具都是人，跟你小時候有沒有什麼關 

     係？ 

A4-01-224 就應該是讓你回想你小時候做過什麼事情，就是會你想到 

     說你小時候為什麼對玩具自言自語，什麼的。 

R-01-225 那你覺得這個夢有沒有讓你想到有關心靈的議題？ 

A4-01-226 就會想到自己很孤單啊，希望自己有朋友，就是回家的時 

     候就不會一個人在哪裡不知道該要做什麼。 

 

    經過這兩個主要階段的討論，對 A4 來說，夢顯露了她孤單的狀

態以及對陪伴的渴望，但我仍想確認這個夢對她情緒上是否有所影

響，尤其是我們把這些負面的狀態都揭露出來了，如果真的引發她不

好的情緒，我必頇做一些積極的協助與處理。 

 



149 

 

R-01-231 醒來之後這事情沒有發生，你會覺得這是噩夢嗎？ 

A4-01-232 不會。 

R-01-233 還是會覺得這個夢很好玩？ 

A4-01-234 這個夢很好玩啊。 

R-01-293 那這樣訪談完之後你的感覺是？ 

A4-01-294 能分享夢給別人知道就是很開心啊。 

 

    當確認過 A4 的狀態沒有受負面的影響之後，我們隨即進行最後

一個「行動階段」 

 

三、行動階段 

  此階段開始要為夢做一些改變。我先請 A4 想想看，如果這個夢

有續集，會怎麼發展〇 

 

A4-01-242 後續會像愛麗絲這樣子，就是可能我又突然回到那個世界 

          ，可能他們都還記得我，然後很歡迎我，像愛麗絲那樣子。 

R-01-243 那如果可以，你想要怎麼改變這個夢境？ 

A4-01-244 就是把它移到真的可以發生的地方。 

 

    由上述可知，A4 仍然希望獲得玩具的認同與歡迎，也希望這些

東西變成真的，來滿足她需要陪伴的渴望，由此可見 A4 極為重視她

的人際層面。 

    另外，在這些玩具還未變成真人以前，夢已經先幫她實現這個希

望，也可見夢的功能，為她滿足需求。 

    行動階段的最後，她幫這個夢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神奇的玩具

世界」（A4-01-250）。很謝謝她帶我遊歷了屬於她的玩具世界，我也

為那世界、這討論感到驚艷。之後讓我想到，當我專注聆聽她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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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她的夢，對她來說，會不會也是一種陪伴呢（R_1010525 日誌）〇

我不能確定她的想法，但對我來說，這段歷程我很確定是她在陪伴我。 

 

四、小結 

  整理上述，A4 的夢境經驗如圖 4-5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4 在夢境中展現自己的渴求，希望能有人

陪伴，擺脫孤獨。 

 

 

 

 

 

 

 

 

 

 

圖 4-5  A4 的夢境經驗圖 

 

 

第五節 聽一堂 A5 的生死學課 

壹、在夢之外〆具人文關懷與領導特質的 A5 

    A5 目前尌讀五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他的〆「觀察力敏

銳。喜歡閱讀，聰穎，較常有校外學習的機會」（R_1010528 日誌）。 

    上述的觀察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 A5 的個人特質，另一個則是

家庭資源。首先，資優班老師對 A5 特質的觀察，發現他是一個具有

領袖特質的學生，常常能號召同學們一起行事，也常用話語激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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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讓大家很喜歡跟他一起合作。不僅如此，在很多學習活動可清楚

看見 A5 展現的人文關懷，舉凡弱勢團體、社會議題、國家文化等範

疇他都很關注，並能跟老師或同學分享自己的想法。此外，他也具有

創意特質，每件作品都希望能與眾不同，也都會盡力做到自己想達到

的目標，是個很有想法且具備執行力的資優生。 

    再來，針對 A5 家庭資源的觀察，爮爮是印尼人，媽媽在保隩公

司上班，父母給予充分的資源讓 A5 探索學習，從小到現在去過許多

國家，也因此擁有接觸不同文化的經驗。A5 還有一個姊姊，家裡四

位成員都是很虔誠的基督徒。媽媽對於他的學習非常放心，也很尊重

他的意願，凡事都會跟他溝通討論，不強迫他做不想做的事情，也讓

A5 耳濡目染，在學校與人合作總是用溝通的方式解決問題，是個很

有教養的學生。 

    整體而言，A5 具有領導特質，也富有人文關懷，在面對學習活

動時也都能展現成熟的想法和創意思維，是個讓家長、同學和老師都

很亯任的學生。 

 

貳、透過敘說，進入 A5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早期並不如現在積極 

  回溯 A5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帅稚園開始會回想自己的夢，但

他回想當時的自己對夢並沒有積極的態度。 

 

A5-01-076 那時候的夢，很單純吔......就是它不會不合邏輯，就算是 

     很合邏輯感覺就在發生一個故事，可是那種事也有可能發 

     生在現實世界的那種。 

R-01-077 那時候你碰到這些夢你都怎麼辦？ 

A5-01-078 那時候我還不太會講，就那時候我也不會去回想。 

R-01-079 那為什麼那時候不會現在會呢？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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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1-080 因為以前就覺得睡覺就睡覺啊，過了就過了不會再去想！ 

R-01-081 那現在會開始注意的原因是？ 

A5-01-082 對阿早上起來都會……因為開始會思考了吧，會思考所 

     以就能去思考說這些夢，去回想這些夢的情景。 

 

    雖然 A5 闡述自己是從開始會思考，才用這項能力思考夢，但其

實人一出生尌會思考，A5 所要陳述的應該是開始「覺察自己會思

考」，所以才開始思考夢。也尌是說，他在上述訪談過程清楚展現了

自我覺察的能力，這也是資優生的一項特質（B2_1010617 編碼）。 

    故，A5 早期的夢境經驗尌像他的夢一樣單純，但越長大越能察

覺自己的思考時，即迸發了他對夢的興趣和積極態度。 

 

二、對夢的態度〆喜歡作夢、思考夢 

  A5 回顧自己的夢，以負向夢居多（A5-01-096），即便如此，他

仍然喜歡作夢。 

 

R-01-097 不是不好的比較多嗎，怎麼又喜歡作夢？ 

A5-01-098 可是還是好玩啊！還是會想要玩玩看，有時候會想要甚至 

         覺得說讓自己在夢裡面然後知道這是夢，不是真的，然後 

         在夢裡面大亂一翻。 

R-01-099 有這樣的經驗過嗎？ 

A5-01-100 有，之前有……最近吧！前幾個月就有這樣想過，結果就 

         有一次夢真的這樣。雖然你覺得那是真實世界，可是那一 

         次我還是知道 啊！那是夢，所以我就在裡面大亂一翻哪， 

         什麼的，就想做的事就去做。 

 

  由上述可知，A5 把夢當成一種娛樂，甚至表達自己有控制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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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是意志力的展現（B2_1010617 編碼）。我很好奇，

他怎麼看待自己操控夢的經驗〇 

 

A5-01-104 很好玩，因為沒有人會管你，人家能管你幹嘛。就算有老 

     師罵你，你回來現實世界還是一樣阿，所以我覺得就自己 

     為所欲為，能在夢裡知道夢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A5 在上述的詮釋，包含了渴望自由、還有自己掌控的兩個概念。

所以這種經驗帶給他對夢的態度有正向的回饋機制，讓他更覺得有趣

好玩。 

    此外，A5 也會主動涉獵夢境的書籍（A5-01-253、A5-01-255），

並引用其中論述來詮釋自己的夢境經驗。 

 

A5-01-451 嗯，因為潛意識就是展現於自己。我看過一本書上面寫說  

     夢是了解自己最好的捷徑 就是能知道你是怎樣的人所以 

     才會做怎樣的夢。恩，應該是夢就是在陳述你自己吧！ 

 

  由此可見，他對夢的態度已不只是覺得好玩，甚至想要更深入了

解它的學問。但 A5 在早期的夢境經驗，展露的是「夢尌只是夢」的

態度，現在表現出對夢的積極，到底是哪一點讓他轉念了〇  

 

A5-01-002 就有時候覺得夢會很精彩所以會讓人比較想記下來。也做 

     過蠻多這種精彩的夢然後每一個夢都讓我印象很深刻。可 

     是當作夢的時候我也會非常清楚，因為當我回想到我那一 

     天睡覺的那個時間，我腦袋一片黑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根本 

     沒有作夢，就是我有沒有作夢我會知道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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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A5 開始察覺自己作夢是很精彩的事情，對夢的態度尌轉變

了。現在的他表達自己很喜歡回想自己的夢（A5-01-006、A5-01-010） 

甚至會思考自己的夢從何而來〇 

 

A5-01-030 我有時候會這樣想，是什麼時候讓我有迸出這種想法，可 

     是很難哪，因為那是潛意識嘛！你總不可能說你每個都知 

     道啊！ 

 

  雖然承認很難找到夢的解答，但仍然在夢醒之後持續思考，這種

對夢持續積極的態度，讓現在的他已不像早期一樣把夢放著或忘記，

夢對他來說，「就等於是在看故事」（A5-01-459），他每天的思考尌等

於是在賞讀夢，尌像我們現在訪談的一樣。 

 

三、夢展現的自我〆一個創意又富內省能力的 A5 

  A5 喜愛夢境的不合邏輯，正如同他在日常生活展現的創意特質。 

 

R-01-019 你反而會喜歡不合邏輯？ 

A5-01-020 對啊！因為這樣覺得很奇妙，因為很像愛麗絲夢遊仙境的 

     感覺。 

R-01-021 可是，你不會想要把它變成有邏輯性的東西嗎？ 

A5-01-022 我覺得夢獨特的地方就是不合邏輯。 

 

    如果 A5 是喜歡不合邏輯的，那我很想知道他那創意腦，又是怎

麼看待這些不合邏輯的夢，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原因造成不合邏輯〇 

 

A5-01-177 會好奇呀！就是因為不合邏輯，想說為什麼要拼湊出那麼 

         奇怪的夢，就會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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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178 那如果想出來你會覺得怎麼樣，沒想出來又會覺得怎麼 

     樣？ 

A5-01-179 沒出來不會怎麼樣，因為我對想不想得出來沒有很大的期 

     望。可是想出來又會覺得「啊！就是那個！」會有那個突 

     然發現的感覺。 

R-01-180 啊哈！ 

A5-01-181 對！就是啊哈！ 

 

  思考出夢境的答案，尌能體驗啊哈的感覺，或許是他喜愛不合邏

輯的正增強，而這些闡述也展現他那想要探究夢境原因的好奇特質。 

    其實我的探問，都只是為了更釐清對他的詮釋與想法，我不希望

整個訪談過程，充斥著「他一個回答，卻包裹著我的猜、我的認為」，

而是希望透過不斷想到的追問，讓他表現的意義更為清晰。如同他的

特質，是包裹在敘說夢境經驗的過程，當我從其中提取到一段似乎是

代表他的某一部分，我必頇再問，獲得他更多的說法，才能確立我的

詮釋和猜想其來有自，而之後再由受訪者檢核並同意，這樣的詮釋才

有其意義。 

  我在心中澄清了訪談的定位，之後繼續看著 A5 說的一字一句，

會發現包裹在他話語下的，是非常優異的內省能力。他會察覺自己的

思考、會談自己的潛意識、會自我詮釋一些特質和想法，在在展現了

他自我反思的能力實在很高（B1_1010617、B2_1010617）。所以跟他

說夢，他一說尌說很多，我也問很多，彼此堆疊，說夢變得不像制式

的訪談，而是像在帄常聊天一樣。 

 

R-01-049 所以在夢裡面你也直接放開告訴豹，你要分享的事情，結 

     果牠就把你吃掉了，就恩將仇報？ 

A5-01-050 就講完之後，牠就把我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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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051 可能是因為你太多話，牠覺得你太吵了，所以牠就把你吃 

     掉了？ 

A5-01-052 呵呵哈哈……說不定……。 

R-01-053 哈哈哈，當然這是我們開玩笑，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夢 

     好像也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如果我們從剛才這樣子兩個這 

     樣聊天？ 

A5-01-054 有時候我會知道，之前有過這樣的經驗，就是啊！一定是 

     那個東西才會讓我夢到這個，之類的……。 

 

  上述的對話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我與 A5 說夢像在聊天一樣，亦

詼亦諧。但又能藉此挖掘我心中的疑問，以及展現 A5 對自我夢境經

驗的反思。這些不是我們預期，卻自然而然地發生在此次訪談中。或

許我們之間的師生默契也是促成這樣自然對話的一項因素，總而言

之，這樣的氛圍讓我們更能挖掘出夢境經驗對他的意義為何，索性尌

維持這樣的氣氛持續訪談下去。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聊生死學、聊人生 

  A5 對夢的描繪能力很高（B2_1010617 編碼），且在聊夢時常常

會定義夢，讓我更了解他想要表達夢的什麼特點。 

 

A5-01-016 因為我覺得夢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像什麼東西突然跑出 

     另一個東西來，就完全不相干，可是就在一個世界裡面， 

     讓人家聽了就覺得：「哦！怎麼會這樣！」。我聽別人的時 

     候也是會這樣。就是很奇妙，感覺你好像在自己想像的世 

     界裡面。 

A5-01-056 我覺得夢就是一個故事啊，故事不一定人相信，就像童話 

     故事那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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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1-062 或許夢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告訴你。 

 

  由於他定義夢是一種說故事的方式，訪談過程中，我也聽到了他

分享一個非常特別的故事。 

 

A5-01-026 嗯......有一個，我好像常常做這種夢，就是會看到很多動物， 

         然後動物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就想要來吃我。然後我跑 

         跑跑跑到一半，或許可以躲掉一些動物，可是，最後追上 

         我的都是豹。然後，我就會不想要讓牠吃我嘛，可是我不 

         是跟他講說不要吃我，而是教牠東西讓牠可以不要吃我。 

         像教牠人類文明的世界或教牠怎麼理財之類的，就夢會跑 

         出這種東西。可是最後牠還是把我吃掉了……之類的。 

 

  在與他討論這段夢境之前，他自己先有了初步的歸因，再一次展

現自我反思的能力。 

 

A5-01-034 嗯......（會做這個夢）可能是那天剛好學到什麼新東西吧！ 

          然後想要在夢裡面分享，可是卻變成這樣的情景。 

 

  在學校也常常看到他跟同儕主動分享所知，最常發生的場景尌是

大家一邊在丟球，一邊在聊正經的話題，畫面實在有趣。 

  回到他的夢來看，他覺得要讓豹不要吃掉自己，尌是教育牠，而

不是繼續逃或者直接跟他拚了。從這點會發現，他善於用「智慧」代

替一昧的逃避或硬碰硬來解決問題。若從說夢的內容推測，他夢的原

型與「智慧老人」不謀而合。尤其在討論分析印象深刻的夢時，他從

自身的夢延伸到討論生死和存在的議題，恰恰與智慧老人特別關心意

義的象徵，有所呼應（龔卓軍譯，1999）。此外，也可從他跟我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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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對生命看法的那段，看出「治療者」的原型（龔卓軍譯，1999）。

他的話語有喚醒別人內在的力量，與我互相激盪，另一種層面來說也

算是互相治療。 

 

A5-01-405 我是在想我只是人，我只能在這短短幾歲做事情。所以我 

         沒了就沒了，所以我會想說人生就是一個限制，就是歲月 

         就是一個限制，因為我不可能長生不老。 

R-01-406 對！ 

A5-01-407 就算長生不老，我還是只是人呀！ 

R-01-408 那你看哦！賈伯斯啊，他在死亡以前，他也是只有在做自 

     己該做的事情，他人生也只是這麼短而已，可是他卻可以 

     影響這麼多人。你覺得他的死亡是不是也影響了你？ 

A5-01-409 嗯！ 

R-01-410 所以每個人的生存和死亡，事實上，跟在彼此互動著。所 

     以每個人都在影響著彼此。可是那影響是很無形的、看不 

     見的。像你有影響我，然後我也有可能有影響到你。所以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是彼此影響，我覺得並不受年齡的限 

     制。 

 

  我們一開始聊夢，漸漸演變成在聊生命、聊人際、聊自身對生死

的關注，然後彼此交流想法，再激盪出新的看法。若從訪談內容來區

分，會發現前面是聊夢，後面自然形成了情意課程（B2_1010617 編

碼）。雖然我們沒有預期會這樣，但尌像他對夢的定義，不按牌理走，

最令人期待了。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樂於分享 

  若從「智慧老人」的原型推測，他應是樂於跟人分享自己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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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問他之後，果不其然。 

 

A5-01-036 嗯！甚至是小不啦嘰的夢都想跟別人講。 

R-01-037 例如呢？ 

A5-01-038 就是假如說什麼…...很小像買條新毛巾或墨鏡之類的，然 

          後跟別人講好像覺得很沒意義，可是又很想要跟別人講。 

A5-01-042 就不要跟別人講或是跟姊姊講。 

A5-01-046 同學啊！同學常常會。 

A5-01-048 沒有！我覺得把話悶在心裡頭很不好受，就是好事壞事都 

     要講出來就對了，才會覺得我放開那種感覺。 

 

  即便樂於跟他人分享，但他也察覺到自己關心的事物與同學有所

不同。 

 

A5-01-411 嗯......沒有吧！應該只是單純想到生或死而已。因為我都會 

     開始去想比較……怎麼講，就是別人不會去想的問題。像 

現在或許我同學想的就是今天交完功課了......。 

R-01-412 或是要玩電腦？ 

A5-01-413 對，等等之類的事情。我想的就是我這種年紀絕對不會去 

想的東西。 

 

  從 A5 聊夢的關係列，看見他樂於將夢分享的特質。此外，他能

察覺自己與同學的不同，再次展現自我反思的能力。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殭屍與地瓜 

  這是他前一年左右做的夢，內容圍繞在現實生活被活死人佔據的

故事。之所以會挑這個夢，是因為「我夢到很多陰屍路影集的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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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印象最深刻（A5-01-163）。」以下尌是夢的內容〆 

 

A5-01-131 反正那時候好像很喜歡看殭屍片，然後那一次就是夢到家 

         下面有殭屍攻進來，然後我們好像躲在浴室裡面吧，外面 

         就是殭屍阿什麼。突然聽到一個人的聲音然後叫我們趕快 

         讓它進去，它要躲起來。結果它進去之後，我媽我姊在裡 

         面，我爸跟我出來，結果那時候我記得跟我爸說咦？那好   

         像是殭屍，結果一打開門，我媽跟我姊就被吃掉了，然後  

         他們三個好像都變成殭屍。那時候就好像是他們睡著了 

         吧，然後很奇怪，他們睡著了變成地瓜，就一顆黃色的地 

         瓜躺在那邊，躺了兩個還三個我忘記了，然後我跟我爸說 

         趕快把他們射死吧！結果我射了一槍，然後射一槍之後， 

         地瓜就噴一兩滴血，結果我爸把我的手推開說用吃的就好 

         了啊！然後就把那個地瓜吃掉了，然後就沒了。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先詢問 A5「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

感覺〆 

 

R-01-132 你覺得做完這個夢，你在夢裡面的感覺是怎麼樣？ 

A5-01-133 那時候覺得，殭屍睡覺變地瓜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就不會 

     在夢裡面說他們怎麼變地瓜了，就不會遲疑。 

R-01-134 所以在夢裡面一開始覺得可怕，到後面也覺得可怕嗎？ 

A5-01-135 嗯！差不多！ 

R-01-136 因為你槍殺射他應該就是你覺得可怕，你想要消滅他嘛？ 

A5-01-137 嗯！ 

R-01-148 所以做完夢的感覺是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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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1-149 那時候沒有什麼感覺。 

R-01-152 那現在說完這個夢的感覺哩？ 

A5-01-153 就覺得還是很好笑。因為你現在沒有身在那個情境，你不 

     會覺得很可怕，反而會覺得怎麼會那麼好笑。 

 

  殭屍和地瓜，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印象，卻在他夢裡強迫組合，

真的如他所說，他的夢完全不合邏輯。 

  接著，我與 A5 一起挑出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段，很快地尌

選出四個，分別是「殭屍從浴室爬進來」、「殭屍想要騙 A5」、「殭屍

睡著變地瓜」、「拿槍射它們，滴了兩滴血」（R-01-208）。每個印象片

段都必頇進行四個階段的討論，我們依序討論著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殭屍從浴室爬進來」 

Ｄ描述〆跟陰屍路那個殭屍一樣，尌是穿得破破爛爛，各式各樣的殭 

  屍從窗戶探頭，然後整個人要爬進來。因為我們家在三樓，還聽到 

  很多殭屍在那邊「吼」的聲音，尌好像很多殭屍要攻進來的感覺。 

  我們尌很安靜地躲著。 

Ｒ重新經驗〆看到他的感覺很帄常，不會覺得很突兀，但心裡覺得很  

  可怕。 

Ａ聯想〆讓我聯想到陰屍路，那種殭屍要死要活的從房子攻進城堡的 

 那種景象。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尌我覺得應該只是看那個影片，那時候對那個殭 

 屍片印象很深刻，所以夢才會夢到吧〈  

    從這個印象片段的探索，A5 揭露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很喜歡看陰

屍路的影集，也對影集中探討殭屍和人之間關係的議題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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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殭屍想要騙 A5」 

Ｄ描述〆是有人敲門嘛〈然後那時候我門只有打開一點點，因為那時 

 候怕是殭屍。然後那個人尌說，可不可以讓我進來，他的聲音聽起 

 來很虛弱，可是他身上沒有穿破破爛爛的，而且我記得他好像有圍 

 圍巾戴毛帽吧〈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很像是我之前看一本小說裡的主角和配角兩個人和 

 在一起的穿著。 

Ａ聯想〆尌聯想到陰屍路。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這種求救還是跟陰屍路有關係吧〈因為陰屍路不 

 是常常這樣演〇類似片段看過很多次。 

   在這個印象片段裡，A5 提到了兩點值得深究，一個是之前看的

一本小說、另一個則是殭屍的求救。我決定兩個分開繼續追問。 

 

R-01-270 所以這個陌生人，你覺得是你從小說看來的？ 

A5-01-271 嗯！ 

R-01-272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會出現在你的夢裡面？ 

A5-01-273 因為那時候我很愛看那個小說，所以就一直看一直看，然 

     後也對裡面的劇情很喜歡。 

 

   日常生活的小說出現在夢裡，我很好奇這個故事與陰屍路是否有

所關聯，所以我邀請他介紹一下小說的劇情。 

 

A5-01-275 故事主角是小男生……他有個姊姊，然後媽媽常常不去他 

         們的家長會，好像是因為小男生也是有問題有狀況吧就是 

         類似智能障礙。結果有一天他媽媽終於答應他要去了，結 

         果媽媽的老闆不讓她去，結果她就甩了公事包丟到垃圾桶 

         然後就走了。結果沒想到因為太急然後發生車禍。然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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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在醫院的過程中他很後悔，結果他就進去另一個世界 

         救他媽媽。這故事中有一個橋段，就是心中的火如果還有 

         一點點顏色，就表示他還沒死。然後他到了那個世界都是 

         死掉的人，然後他就用那個飛機坐到每個地方。然後他的 

         媽媽的火還有一點點顏色，所以表示她還有生存的希望。 

         之後就出現另一個小男生幫他。那個小男生有帶圍巾，沒 

         想到打開最後一頁才發現是他死去的爸爸。因為他們說死 

         掉之後都會變成自己最喜歡的東西，結果小男生就發現  

        「ㄟ，他的聲音怎麼跟爸那麼像，而且又是爸爸最喜歡的偶 

         像」，最後才發現那個人就是他爸爸。 

 

  A5 在表達這個故事時，把細節說得鉅細靡遺，彷彿他尌身處在

故事裡一樣。那他又是如何將這個故事和陰屍路連結在一起呢〇 

 

R-01-278 那這個故事跟陰屍路的共通點在哪裡？ 

A5-01-279 嗯......很多群眾，因為他們是很多死人在那邊，然後每個都 

         無神，然後就像投胎一樣會賜給他們新生命然後他們又能 

         繼續。 

 

    在這裡他談到生命，我也向他分享，他的想法讓我有些激盪。 

 

R-01-280 你跟我講的時候，我最先冒出來的想法是，陰屍路裡的那 

     些人雖然沒有死，可是他們也算是死了，因為他已經沒有 

     自己的意識了。然後你講了這個，他們也是去死後的世 

     界，所以這兩個議題如果把它結合在一起，我這樣解讀， 

     你聽聽看，你好像對死後或死這個議題很有興趣，是嗎？ 

A5-01-281 是吧！對……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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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陰屍路連結愛看的小說主角，都是以生命為主軸而發展的故

事。我由此推論，他似乎關注於生死學的議題。聽到他的回應是肯定

的，也讓我期待在洞察階段他會有什麼樣的想法產出，而這個夢是否

尌是象徵他對生命議題關注的意義呢〇 

    另外，這個印象片段還包含了「殭屍求證」的概念，我繼續探問

他對這個概念的想法。 

 

R-01-298 那你看到這樣的場景，就是那個人在騙你，結果沒想到他 

     是假的，結果害人家被咬了，你那時候看到這樣的場景你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A5-01-299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我很好奇活人怎麼會突然變死 

     人而已。為什麼會突然變殭屍，或者是說殭屍怎麼會變成 

     活人來欺騙我們。而且它不是沒有意識了嗎？怎麼還會講 

     話？ 

 

    由上述可知，他關注的是「殭屍怎麼還保有人性」。換句話說，

生與死應有清楚的分野，但在這個夢裡卻混淆了。雖我們沒有探索出

答案，但他的思考也讓我更加確定，他對生死議題真的很有興趣。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殭屍睡著變地瓜」 

Ｄ描述〆地瓜差不多跟鴕鳥蛋一樣大，它對我們沒有害，因為它睡著 

  了。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很安全，但要趁它睡著的時候殺掉它，不然它尌會 

  來咬我。 

Ａ聯想〆聯想到那陣子我媽常常會去菜市場買地瓜烤給我們吃。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連結到日常生活尌是媽媽買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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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印象片段主要連結到那陣子日常生活常吃到地瓜，A5 沒

有太多聯想，所以我們尌進行到下個印象片段。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拿槍射它們，滴了兩滴血」 

Ｄ描述〆尌像打針一樣，「波、波」的兩滴血。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怎麼會這樣，但也沒有太深刻。 

Ａ聯想〆尌聯想到打針。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的關係也是打針。 

  由於 A5 對這個印象片段也沒有太多聯想，我們尌直接進入洞察

階段。 

 

二、洞察階段 

    在洞察階段之前，我先摘要一下剛剛的發現，並詴圖探問他對生

死學的興趣有多濃厚。 

 

R-01-348 我發現到你在上一個階段談到一個問題，你聯想到的故事 

     跟這個夢都是探討到死亡或者是生存跟死亡之間的關 

     係。所以我會想要問你，你會對生死學這樣子的議題你會 

     感到會有興趣嗎？ 

A5-01-349 會！ 

R-01-350 那你有思考過或是？ 

A5-01-351 我有看過書，就是會想要去想說死亡的過程或者是生死的 

     那個循環。 

R-01-352 所以你覺得生死是循環的？從你的宗教信仰來看的嗎？ 

A5-01-353 不是，就以科學。 

R-01-354 因為你講到這是輪迴概念了。 

A5-01-355 就是一定有生才會有死，然後有死才會有另外一個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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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誕生，那又會再死，就會一直循環循環循環。 

 

  A5 想表達的，是一個社會上生死循環的概念。換句話說，這社

會上有一個人生命結束了，可能在另外一邊又有一個人誕生，社會上

許許多多人尌在生存、死亡，不停地循環。這樣的生死概念是拓展到

社會上的，我很好奇如果聚焦在他個人身上，他對自己的生命觀呢〇 

 

R-01-384 你有沒有思考過跟你自己有關的生命議題？ 

A5-01-387 有啊！我想過我們都會死，可是在死之前人生的意義...... 

     就是死之前人生到底能拿來做什麼？ 

R-01-388 那你有初步的發現嗎？ 

A5-01-389 因為想到這個就會想到我們人類真的很渺小，生跟死只是 

     一種循環而已，可能對宇宙來說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種 

     活動。可是因為我就是我，你會想到我就是我，那雖然我 

     很渺小但是我能做什麼？我能在這人生有限的時間做甚 

     麼？ 

R-01-390 那你覺得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A5-01-391 這種事就是要等有能力的時候才開始發揮自己的人生。 

R-01-392 你覺得你現在沒有能力嗎？ 

A5-01-393 現在就只是學習而已，就是過一般的生活。然後要等比較 

     可能比較大的時候，就是有本錢去發揮的時候。 

 

  訪談至此，我察覺我們已經脫離了夢的主題，但這些思考都是因

夢而生，尤其探索他的心靈，是越來越深入。他顯露說的意願，我也

很樂意聆聽。此時，我也察覺到我們兩人的狀態有了轉變，似乎不再

是訪談和受訪的關係，而是兩人在帄行的角色裡互相交流對生命、對

個人的想法。所以在他的生命觀激盪之後，我也開始分享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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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394 所以你覺得小孩子的你不能發揮一些什麼？拿你當例子 

     好了，之前樂樂棒球，當你跟全班講說不要這樣子笑人 

     家，因為到最後就換你們笑不出來的時候，你覺得你會不 

     會帶給另外一方激勵的效果？ 

A5-01-395 或許吧！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啊！就是單純的想要這樣跟 

     大家說啊！ 

R-01-396 對！這個時候我想跟你講的就是，有時候我們可能覺得沒 

     有能力帶給別人什麼，其實你可以帶給人家的是很多東西 

     的。我是覺得說在這種年紀沒有辦法彩繪自己的人生，沒 

     有辦法決定自己的人生要做什麼。那會不會有這樣想法的 

     人，他不管到什麼年紀都不能彩繪自己的人生？因為他覺 

     得永遠都會有限制。你覺得你現在限制是什麼？年紀太 

     小？沒有經濟能力？ 

A5-01-397 就我只是人而已，我會這樣想。 

R-01-398 難道長大了就不是人？ 

A5-01-399 對呀！所以我會這樣想，意思是說我只是人，我只能在這 

     短短幾歲做事情。所以我沒了就沒了，所以我會想說人生 

     就是一個限制，就是歲月就是一個限制，因為我不可能長 

     生不老。就算長生不老，我還是只是人呀！ 

 

  這時他談到的是時空的限制，還有身為人本身尌是限制。從另一

個角度來看，人雖有限制，但在這限制中我們可以盡情揮灑人生的意

義，從他點出限制的想法來看，他展現了自己其實很想要做些什麼的

蓄勢待發，對於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來說，能有這樣的思維真的難

得。除了我以外，其實他自己也察覺到與同學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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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1-415 大部分人都不會（思考人生的問題）。就是他們只會知道現 

     在就是現在，而不去想說未來會怎樣阿或是把自己的視野 

     擴大。 

R-01-416 你面對這樣的處境你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A5-01-417 有好有壞啦！好的是說，更了解自己在做什麼，壞的是說， 

     會有限制，所以會覺得人生很無聊。 

R-01-418 所以你覺得人生很無聊？ 

A5-01-419 有時候會這樣覺得，可是當我想到有時候會出去玩，讓自 

     己更充實，那這樣我就比較覺得好像也沒有那麼無聊了。 

     好像不是只是每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由上述可知，他對於充實自己是持肯定的態度，也能思考「充實」

這件事情對人生、對未來的意義。這樣解讀時空與生命，常常讓我在

訪談過程中，忘記了他的年齡，而不自覺的也向他揭露我一些思考。 

  洞察階段結束，雖我們仍不知地瓜和殭屍各代表什麼意義，但仍

然進行了一場很精彩的討論，尌好像是上完一堂生死學的課程，我們

帶著充實的收穫，進入到行動階段。 

 

三、行動階段 

  此階段開始要為夢做一些改變。我先請 A5 想想看，如果這個夢

有續集，會怎麼發展〇 

 

A5-01-435 應該會殺死那三個殭屍，那後來就是變成像是陰屍路一樣 

         就是找個基地然後住在那邊，然後思考生存辦法，然後就 

         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面，每天都會看到殭屍那樣的感覺。 

R-01-436 是，可是對生存不會感到絕望？ 

A5-01-437 絕望應該是會有……但是還是覺得要繼續繁衍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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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438 那 A5，你這個想法跟你剛剛講的是不是一樣的想法啊？ 

     就是你講說你會找一個基地然後你可能對生存是絕望 

     的，但你還是會繼續生存下去。所以這跟你剛才講說你覺 

     得人生是有限的，可是你還是要生存下去，然後你可能覺 

     得出去玩就會覺得至少可以充實一下。這兩個東西好像是 

     一樣的耶，都展現你很關心生存的問題。 

A5-01-439 因為不知道意義了……還是要生存下去，可是生存是一定 

     是有意義的，只是我們還沒有領悟......所以新聞那些人才 

     會自殺，因為他們找不到生存的意義。這只是暫時想不 

     到，總有一天你一定會發現。 

 

  A5 對續集的想像，一樣關注在生存的議題上，只是這次更展現

他積極的人生觀。聽他講的「生存是一定有意義的，總有一天你一定

會發現」，我抄錄在筆記上，並註記「人生名言」（R_1010528 日誌）。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樣的人生觀其實帶有一些宗教的色彩。基

督教認為，上帝已經「預選」了會得救的人，但如果你在工作上力求

表現，好好服侍上帝，完成自己的「天職」，你一定可以成為預選的

人（B1_1010617 編碼）。尌像是 A5 認為自己的人生有限，但盡力充

實，過好自己的人生，人生尌有其意義。這樣看來，A5 對生死學的

關注，也深受他的亯仰影響。 

    接著，我請 A5 想想，要如何改變這個夢境。他表達維持原狀尌

好，不用改變（A5-01-441）。最後他幫夢取的名字，叫做〆「地瓜與

殭屍」（A5-01-443）。雖然跟我們剛剛討論的生死學議題沒有關聯，

但這兩個是夢最主要的象徵，或許未來他看到地瓜或看到殭屍，尌會

想起自己很關心生死學的議題吧。 

  訪談最後，我忍不住跟他分享此次訪談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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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476 我覺得訪問完之後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就是我從來都不知 

     道你對生存和死亡有這麼關心。 

A5-01-477 喔！對啊！我也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R-01-478 可是從你一個夢我就可以知道，這是我在本次最大的收 

     穫。 

 

  雖然我們只是談一個夢，卻從這個過程知道好多。我知道 A5 創

意的特質、看見他優異的內省能力、聽見他樂於跟人分享夢、也感覺

到他對生死學和人生關注的熱情。過去的時候，無法這麼深入了解一

個學生的心靈，但只是在一次聊夢的機會裡尌可以發現，說夢的價值

與意義在這次訪談裡越發清晰了。 

 

肆、小結 

  整理上述，A5 的夢境經驗如圖 4-6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5 在夢境中展現自己對生死議題的關注，

並對自己的人生有所期許，等待機會自我實現。 

 

 

 

 

 

 

 

 

 

 

圖 4-6  A5 的夢境經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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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A6 與姊姊重逢 

壹、在夢之外〆想像力與情感豐富的 A6 

  A6 目前尌讀四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她的〆「語文表現優

異，與同儕相處融洽，是個開朗的女孩」（R_1010529 日誌）。 

  其實 A6 給資優班老師的印象，也是她那燦爛的笑容。每次在路

上，只要遠遠看到 A6，她總是舉起左手、笑到瞇瞇眼，然後從遠方

傳來很有朝氣的「老師好」。她開朗的個性，再加上常主動幫助別人，

所以在同儕間人緣很好。 

     A6 也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姊姊，從上小學開始，不管是上學放

學、或是資優班大小活動，她都會帶著妹妹一起。A6 的父母在她小

時候尌離婚，現在主要是媽媽在照顧她們姊妹倆，A6 為了分擔媽媽

的辛苦，所以也扛起照顧妹妹的責任。媽媽工作雖忙碌，但仍然盡力

撥出時間參與 A6 在學校的活動，即使家長日不克前來，也會主動與

老師約另外的時間了解 A6 的學習情形。在與媽媽每一次的交談，都

可以聽到她們母女三人的感情十分濃厚。 

    可能也是這樣的原因，讓 A6 在很多時候展露豐富的情感，例如

在學習活動中可以看到她對人文的關懷、在與同學合作中總是努力營

造大家在一起開開心心等。此外，她也有很棒的創造力，對圖像和色

彩特別敏感，聯想力豐富。唯有時候對自己較沒有亯心，怕犯錯，需

要多一些鼓勵才能有勇氣展現自我。 

    整體而言，A6 擁有創意的特質，也蘊含豐富的情感，讓她在很

多學習表現上，展現與眾不同的特色，也富有人文情懷。 

 

貳、透過敘說，進入 A6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悲傷與轉念 

  回溯 A6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小班知覺自己開始作夢，但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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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對她來說，充滿著悲傷的情緒。 

 

A6-01-012 嗯……應該是……小班的時候。因為呢，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小班的時候就會夢到一些很悲傷的事情，然後我就開始 

         察覺我可能有在「作夢」。所以我問媽媽，為什麼我晚上都 

     會夢到一些怪怪的事，她說那是「作夢」。 

 

  如此悲傷的夢境，讓她常常哭著醒來（A6-01-016）。但這些負面

的情緒並沒有隨著夢醒之後結束，反而在夢之外，A6 持續思考這些

悲傷的夢，還有它們的來由。 

 

R-01-023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為什麼以前都會做那些難過的夢？ 

A6-01-024 因為我以前想說，我爸媽那時候可能……在那時候他們離 

     婚了，所以呢，我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感覺到悲傷。但我 

     之後都一直沒再做那種……悲傷的夢。現在，我已經覺得 

     ，……爸爸跟媽媽離婚沒關係，反正我們還是會見面，所 

     以呢，我最近就會做一些比較快樂的夢，沒有悲傷。 

 

  A6 歸因當時的夢境來自於現實生活中父母的離婚所造成，同時

也揭露了自己轉念的歷程，我很想知道她這樣的轉變從何而來。 

 

R-01-039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轉變？就以前很討厭， 

     現在很喜歡？ 

A6-01-040 應該是被我們身邊的事物所影響。 

 

  當我問完，她不加思索的回答，除了展現她正向的態度，也讓我

看到她優異的自我歸因能力。事實上訪談到此，我是很替她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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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她的轉念讓自己有一個排解悲傷的機會，也脫離了壟罩在負面情緒

的帅時。現在的她，朝向一個更正面的人生，這是身為關心她的人所

樂見的。 

  此外，她也跟我分享當時悲傷的情緒，讓她對「夢的內容」及「夢

本身」有一些思考〆 

   

A6-01-026 因為我當時就覺得那時候大人他們要離婚，他們為什麼 

     要離婚？就覺得很難過這樣。是因為很難過這樣......就會 

     做這些夢。 

A6-01-030 我小的時候就想說，為什麼我們偏偏要作夢？作夢只會讓 

     我夢到一些傷心的事，就是會覺得心裡很不愉快。 

 

    當時 A6 只是一個帅稚園的孩童，應該正過著快樂的童年，但她

卻開始思考自己為什麼作夢、為什麼父母離異等心靈和愛的議題。聽

完了她的經驗，除了為她心疼，自己也在思考，是否這些早期夢境經

驗促發她的自我反思，以至於轉變現在的態度與觀念呢〇先不論這個

問題的答案，對於 A6 找到自己生命的正向，且能察覺自己的轉變

（A6-01-028），這樣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了。 

 

二、對夢的態度〆珍視夢，有夢的儀式 

  雖然早期的夢境經驗對 A6 來說並不愉快，但她仍然珍視夢，甚

至有個珍視夢的儀式。 

 

R-01-065 你自己會怎麼處理（做過的夢）？ 

A6-01-066 嗯......如果是悲傷的夢，我有時候會把它寫在紙上，然後撕 

     掉、然後丟到垃圾桶。然後，如果開心的話就跟家人一起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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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1-076 現在呢我會試著把它畫成......一幅畫。 

R-01-077 那些畫有留下來嗎？ 

A6-01-078 我後來就放在櫃子裡面。 

 

    這些儀式象徵 A6 情緒的出口。把悲傷的夢境寫在紙上，再丟到

垃圾桶，象徵丟棄負面的情緒々把開心的夢分享出來，象徵釋放正面

的能量。現在則是將夢變成一幅畫，可以收藏、可以欣賞，不管好夢

壞夢，都是藝術的象徵。 

  我很好奇，依照她對夢的珍視，把夢放在櫃子裡的目的除了收

藏，應該還有別的。 

 

R-01-083 那把夢畫下來收藏的目的是什麼？ 

A6-01-084 我覺得應該是以後還可以回顧，想說呢，以後長大，我想 

     看，比對長大以後的做的夢和小孩......跟我小時候做的夢   

     有什麼不同。 

 

    這種對夢自發性的探究，實在令我驚艷，如此可見她對夢的重視

程度。原本我想了解她到目前為止的發現，希望帶給我一些研究上的

靈感，不過她表示目前才剛開始畫夢，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很期待未

來的發現（A6-01-088）。事實上，她對夢如此重視，已經讓我更確定

自己研究的動機和價值，因為能在研究中發掘對心靈有高度興趣的學

生，並了解他們的想法，這尌是我研究的意義。 

    所以當我發現 A6 是一個重視心靈的資優生，接下來尌是想了解

讓她如此重視的理由是什麼〇 

 

A6-01-102 因為呢，我覺得，如果我多看一些夢的話，我以後呢如果 

     想要做什麼設計方面的話，比較有類似的構想或概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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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未來自己的職業有所幫助，這是她自發性提出來的概念，未經 

由任何引導，可見她很清夢能帶給自己什麼助益（B2_1010611 編碼）

不僅如此，還有一項讓她珍視夢的理由。 

 

A6-01-106 因為呢，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而且夢有一些，是我們清 

     醒的時候做不到的，然後有一些特別比較好看或比較美麗 

     的東西，我會想辦法把它記得，以後會有用。 

 

    由此可知，夢除了對未來有幫助，也能完成在清醒時候做不到的

願望，甚至成為她宣洩情緒的出口。A6 很清楚夢能帶給自己的力量，

所以珍視。 

 

三、夢展現的自我〆一個獨立又渴望依賴的 A6 

    其實在聊夢境經驗或印象深刻的夢時，都能聽到 A6 提及自己和

妹妹的關係。但大部分比較是 A6 反映自己的狀態和渴望，例如她渴

望有個姊姊能依賴。 

 

A6-01-303 我就是想要那種會照顧我的姊姊，但是他也不能太照顧 

     我。要不然我以後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但她又渴望自己能獨立，而不是完全靠姊姊。 

 

A6-01-307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的話我希望他可以不要直接告訴我，我            

     想要自己完成。 

 

    她闡述會希望有個姊姊，是因為自己總是獨自照顧妹妹，但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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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妹妹的狀況也會讓她感到無力。 

 

R-01-315 你覺得照顧妹妹會很累？ 

A6-01-316 會很累，因為我要叫她起床然後她老是走路拖拖拉拉……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她不管怎樣她的書包都很重然後她的 

書包給別人背以後她走路還是慢慢的時候，就覺得很討 

厭。可是她最近有改了。 

 

  所以在照顧妹妹的情況下，A6 也將自己的角色投射到妹妹身上 

。如果自己能有個姊姊，尌像是自己照顧妹妹那樣，展現了她渴望依

賴的需求。 

 

A6-01-337 結論應該是我希望我妹妹獨立一點點然後呢我也希望我也 

         有一個姊姊可以在我要幫助的時候幫助我。 

 

   這樣的需求在討論分析「印象深刻的夢境」時，會更清楚展現。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表達對夢正向的態度 

    當與 A6 聊夢時，可以聽到許多她與家人關係的闡述。尤其在帅

稚園那段充斥悲傷夢境的時期，做完夢後，她找不到情緒的出口。 

 

A6-01-044 因為我媽媽她很早起來就工作，然後我很晚才起來，所以 

     呢媽媽她大部分都看不到。然後呢我爸爸因為他做大夜 

     班，所以他也不知道，......反正呢，我起來之後，他就在 

     睡覺，我媽媽就去工作，然後我妹妹他就在睡覺。 

 

    家人的狀態讓她找不到機會說自己的夢，之後她嘗詴要說，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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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也沒有得到想要的回饋。 

 

A6-01-060 我不知道，因為我就直接......因為我每次講到悲傷的事情的 

         時候，我媽媽他就會一直想要深入了解。然後呢，我、我 

         妹妹，她只有對快樂的事有興趣，我講悲傷，然後她會覺 

         得很不耐煩。 

 

    A6 怕媽媽深入了解、也怕妹妹不想聽，種種原因讓自己學會不

說，最後尌只跟別人分享開心的夢，這種「散播歡樂，把悲傷留給自

己」的態度，也可以看出她的獨立性。 

    但她不因此感到難過，因為她認為作夢本身尌是把自己的話說出

來的一種方式。所以夢已經是一個出口，不管好夢壞夢，都在用它的

語言把情緒分享出來。 

 

A6-01-363 如果前幾天發生什麼不快樂的事的話，作夢是把話說出 

     來，我就覺得很開心。 

 

    由此又可見她的轉念，不只是在父母離婚造成她悲傷的情緒上，

還有對於只能分享好夢這件事情，也有了正向的態度。尤其她為夢下

了一個新的定義，如此貼切，也能撫慰自己，是個對夢積極的夢者。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與家人情感濃厚 

    A6 表示現在會跟媽媽和妹妹聊夢，每次都聊很久，甚至會將夢

串成一個故事。 

 

R-01-396 那通常你跟媽媽妹妹聊完夢的感覺是怎麼樣？ 

A6-01-397 很快樂。 



178 

 

R-01-398 所以我不知道原來你們自己之前就會這樣說夢了耶。 

A6-01-399 喉嚨很痛。 

R-01-400 喉嚨很痛？現在嗎？ 

A6-01-401 不是，是因為我們之前在……我們會把好多好笑的地方串 

連在一起，然後我們講出來然後奇怪的也講，然後我都會 

狂笑然後笑完之後喉嚨好痛，然後也啞了。 

 

  可見 A6 與媽媽和妹妹的情感更為濃厚，現在能彼此分享夢境。

尤其她描述家人的時候是很親近、很快樂的，表示她對家人的珍視與

情感的需求（B1_1010611 編碼）。從說夢的關係列，可以清楚了解她

與家人的關係與互動，這是之前在學校聊天沒有發現的部分。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與姊姊重逢 

  這是她帅稚園小班做的夢，內容圍繞在一個失散多年的鄰居姊

姊，不過作夢的當時她們還是鄰居。之所以會挑這個夢，是因為「之

前她對我很好，而且我到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而且她還送我兩個鐵

的便當盒。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對這個夢特別有印象」（A6-01-125）。

以下尌是夢的內容〆 

 

A6-01-120 應該是之前我還小住在士林的時候。我想到我跟對面一個 

         考上高中的姊姊，她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那個時候 

         在我的夢境裡我夢到她正在寫......好像她的作業，然後那時 

         候我在......反正在玩一個東西然後我看她一直很煩惱的在 

         寫一個東西。然後呢我就在想她到底在煩惱什麼呢，我記 

         得她好像說她在想……一個東西，她很煩惱。然後呢，我 

         就跟她一起討論那一個怎麼寫。雖然中間我們等了很久， 

         才討論出來一個結果，她就把它寫上去。然後她寫完之後， 



179 

 

         她問我說你有什麼想要的我可以幫助你。然後呢，我跟她 

         說我想畫畫然後她就送我一本畫冊。那時候就開始畫畫， 

         最後我就在畫畫，不知道畫到什麼時候我就清醒了。 

 

  在聽完這個夢後，有幾個資訊我再向她確認〆 

 

R-01-136 你跟這個高中姊姊是什麼時候正式分開的？ 

A6-01-137 在我要進......我要進中班的時候。 

R-01-138 她是一家人跟你們住在一起還是只有她一個？ 

A6-01-139 有她還有她的阿姨、她媽媽住在一起。 

R-01-140 你們一起住在一個屋簷下？ 

A6-01-141 因為那是一個透天厝，有三樓，我們家住在下面兩樓，她 

     們是三樓所以我們會去看。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先詢問 A6「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

感覺〆 

 

R-01-142 好，你那時候在夢裡面的感覺是什麼？ 

A6-01-143 姊姊在想事情的時候覺得很苦惱，畫畫的時候覺得很開心。 

R-01-146 那做完夢哩，醒來之後做完夢的感覺是什麼？ 

A6-01-147 當時的感覺就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都很早睡然後很晚     

     起，然後她那時候已經去上課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她為什 

     麼……晚上沒事在寫功課......然後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 

後來過幾天之後我就沒有在繼續思考這件事情了。 

R-01-150 那現在把夢說完的感覺呢？ 

A6-01-151 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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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 對夢的感受圍繞在那位姊姊身上，但現在的她與姊姊分離多

年，令我不解的是，聊夢的感受為什麼是快樂的〇 

 

R-01-152 為什麼？怎麼是很快樂的情緒？ 

A6-01-153 因為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想念她，因為就是她陪我還蠻算久 

     的，然後就覺得她人好好哦。然後她也會跟我們玩，偶爾 

     還會帶我們去她的房間之類的。有時候還會念故事給我們 

     聽。現在還是會很想念她，所以想到她會覺得很快樂。 

 

  A6 已經把現實不能做到的寄託在夢裡，所以只要回想這個夢，

她與姊姊尌沒有分離，A6 又再一次展現將悲傷的情緒化為正向的思

維。雖然她很想念姊姊，不過之後也尌沒有再做過跟姊姊有關的夢境

（A6-01-163）。 

  接著，我與 A6 共同從這個夢裡挑選幾個重要的印象片段，依序

為〆「在門口玩」、「高中姊姊正在煩惱寫東西」、「一起討論對話」、「在

畫畫」（R-01-180）。決定了上述四個印象片段，我們開始分別進行

DRAW 四個階段的討論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在門口玩」 

Ｄ描述〆在門口玩一個圓圓的毛毛的東西，外形像一個動物。感覺像 

  是在夢裡面才出現的玩具。 

Ｒ重新經驗〆玩的時候感覺很快樂。 

Ａ聯想〆會想到我妹妹，因為我妹妹也喜歡像那種的東西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的關係應該是，我小時候也常在門口 

  逛逛。 

  這個印象片段的探索並沒有花太多時間，但中間提到「妹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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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聯想，我在筆記裡註記一個想法〆「夢中的她與妹妹的關聯

」（R_1010529 日誌）。然後把這個想法先放著，再認真聽 A6。或許

進行後面的探索或洞察可以有所連結。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高中姊姊正在煩惱寫東西」 

Ｄ描述〆她那時候手放頭部，好像在寫一個關於自然類的作業，因為 

 我看到她的書上有些花有些草。 

Ｒ重新經驗〆我的感覺是，為什麼要為一個題目煩惱那麼久〇 

Ａ聯想〆我聯想到自己在算數學題目。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尌是自己在做數學。 

  雖然這個印象片段發生在夢中，但我詴圖想多連結 A6 在日常生

活裡與姊姊的相處情形。她表達在日常生活裡有時也會看到姊姊在煩

惱，她與妹妹會先在門口討論要不要進去，若進去幫忙，其實也沒辦

法解決那問題，因為理解力還是有差（A6-01-235）。我詴著追問 A6，

沒辦法幫到姊姊的感受。 

 

A6-01-237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討厭，就是有時候覺得沒幫到忙至少應 

     該還有一點小小的幫助。 

R-01-238 怎麼樣小小的幫助呢？ 

A6-01-239 就可能是......像是如果有時候我題目算錯的時候，說不定我 

     算錯可以讓她聯想到這題要怎麼解吧！ 

 

  即使在面對這樣的情況，A6 仍然保持正向的態度。這個印象片 

段探索完之後，我又在筆記上註記〆「夢中的姊姊與她的關聯

」（R_1010529 日誌）。我在想，現實生活中的 A6 照顧妹妹，在夢中

她將自己姊姊的角色投射到高中姊姊身上，所以高中姊姊的煩惱讓她

聯想到自己解數學的時候，但她投射到姊姊身上的目的是什麼〇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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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而知。這些只是我單方面的想法和疑問，在心裡醞釀，接著進行

下個片段的探索。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一起討論對話」 

Ｄ描述〆我那個時候說你為什麼要一直為一件事情煩惱〇，然後她好 

  像說因為這是功課，然後我說我都沒有功課那你為什麼都只因為一 

  件小事尌煩惱......然後她尌說……好像是為了成績。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很新奇。而姊姊呈現的感覺還是很耐心的聽我說話 

Ａ聯想〆我會聯想到我跟堂姊在討論事情。因為我堂姊也跟我差蠻多 

  歲，我讀帅稚園的時候也會常常去問她，她也會教我。跟她相處感 

  覺很好。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的關係，也是跟堂姊一起。 

  在這個印象片段，A6 提出了另外一個角色「堂姊」。在她描述來

看，堂姊與她的相處情形也是很融洽。若暫時歸納目前的探索與聯

想，會發現大部分都與年長的姊姊有關。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在畫畫」 

Ｄ描述〆姊姊給了我一本畫冊，我在上面畫了一些圓圈和線，姊姊在      

  旁邊看我畫。 

Ｒ重新經驗〆畫畫的感覺很快樂，但姊姊在旁邊看壓力很大。因為如 

  果我畫不好我怕她尌一直說，或一直嫌東嫌西。 

Ａ聯想〆我會聯想到，現在我在畫畫，妹妹在旁邊看。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日常生活也是如此。 

    探索到最後的印象片段，我進行了簡短的摘要，找出其中三個主

要關鍵詞〆姊姊、自己、妹妹。在她聽完沒有要反駁的想法之後，我

們尌進入洞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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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洞察階段 

    接下來要深入討論這個夢對 A6 的意義，A6 開宗明義直接說〆「我

覺得（這個夢）可能是……我在懷念以前小時候跟她在一起的時光。」 

（A6-01-297），我贊同她的想法，但覺得應該不只如此，所以我將自

己的想法告訴她，希望與她交流激盪。 

 

R-01-298 那我在想說......你會不會有時候嚮往自己也有一個姊姊？ 

     像你在照顧妹妹一樣的照顧你？ 

A6-01-299 我常常也會這樣想。像我前幾天我都看到那種姊姊帶著弟 

     弟，我都想說為什麼我偏偏是妹妹而我要照顧妹妹而不是 

     有一個姊姊來照顧我。 

 

  A6 同意了我的觀點。再仔細分析這一段話，其實包含兩個概念，

一個是 A6 想要有個姊姊，另一個是為什麼偏偏自己要照顧妹妹。我

根據這兩個概念，分別深入探問。 

 

R-01-302 （你想要的姊姊）就是跟她們很像然後照顧你的姊姊？ 

A6-01-303 我就是想要那種會照顧我的姊姊，但是她也不能太照顧 

         我。要不然我以後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R-01-304 哦！所以你希望有一個姊姊能照顧你，可是這個姊姊又不 

     能太照顧你？ 

A6-01-307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的話我希望她可以不要直接告訴我，我 

     想要自己完成。 

 

    渴求依賴，但又希望能有獨立的機會，這概念其實也展現在最後

一個印象片段的探索。A6 雖喜歡有姊姊陪伴，但不希望她在旁邊看

自己作畫，因為怕她會一直說、嫌東嫌西，其實自己可以獨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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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1-287）。當她點出「獨立」的概念，不只是呈現自己在夢中有

姊姊時候的希望，這也是她對妹妹的期許。 

 

A6-01-319 她沒事就會問我一大堆問題，然後我不想理她的時候，她 

     就一直叫著我，一直叫姊姊、姊姊、姊姊的來煩我。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很討厭。 

R-01-328 那現在還是會有這種感覺嗎？ 

A6-01-329 現在我應該是不太會了，因為反正我覺得這是因為她不會 

         所以才來問我。可是現在我希望她不要來問我，自己去找 

     答案。 

R-01-330 如果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夢是要告訴你說希望有一個 

     姊姊能照顧你，然後可是你還是希望你有自己獨立的部 

     分。那你會不會把這個部分也期許給你妹妹，希望她也自 

     己獨立？ 

A6-01-331 我也這樣希望。 

 

  所以第二個概念「為什麼偏偏自己要照顧妹妹」，也在洞察階段

獲得了一些解釋。雖然 A6 已經說服自己，因為妹妹還小有不懂，需

要被照顧，但現在更希望妹妹能獨立些。A6 在此階段的最後也自己

下了一個結論〆「結論應該是我希望我妹妹獨立一點點然後呢我也希

望我也有一個姊姊可以在我要幫助的時候幫助我」（A6-01-337）。 

 

三、行動階段 

  進行到行動階段，我先請 A6 想想看，如果這個夢有後續，會怎

麼發展〇她覺得那個姊姊尌會變成堂姊，然後在自己長大之後發生了

一些事情。可見夢中的姊姊其實是一個象徵渴求照顧的形象，如果到

現實生活中，這個姊姊尌被堂姊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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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請她說說看，如果這個夢境可以改變，她會想怎麼變〇 

 

A6-01-345 我覺得不要改，把它繼續留著。如果我要改的話，可能以 

     後印象就不會這麼深刻。 

 

  由此可見她對夢的珍視，不願意改變。最後，我再幫這個夢取一

個名字，她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〆「與姊姊重逢」（A6-01-357）。 

 

R-01-358 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A6-01-359 因為她從很小的時候就跟我一起住在那裏。雖然不是親生 

         的，可是我還是會把她當成姊姊來看，而且因為我也叫她 

     姊姊所以我就覺得還是很親吧！ 

 

    這個夢的名字，雖只有五個字，卻蘊含了她對姊姊滿滿的思念與

情感，讓我真的很感動。 

  她珍視夢，尌是把夢畫下來然後收藏々而我也想珍視這個「與姊

姊重逢」的夢，所以我詳實記錄了我們討論分析的過程，然後在這篇

研究裡呈現。希望將她的情感記在紙上，也記在我的腦海裡。 

    訪談的最後，A6 跟我分享她對此次訪談的心得。 

 

A6-01-387 應該是呢，我希望有個姊姊是在分析之前，可是在分析之 

     後才比較知道想要哪一種的姊姊。 

 

  A6 在訪談過程進行思辨然後歸納自己的發現，對夢的詮釋能力

實在優異，而她最後這一段話，也為「夢是增進自我的理解」下了最

好的註腳。謝謝 A6，讓我更了解夢，也更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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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整理上述，A6 的夢境經驗如圖 4-7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6 在夢境中展現自己渴望有個姊姊，希望

這個姊姊能照顧自己，但也希望她能給自己獨立的機會與空間。 

 

 

 

 

 

 

 

 

 

 

 

圖 4-7  A6 的夢境經驗圖 

 

 

第七節 A7 的任意門電話亭 

壹、在夢之外〆凡事保持好奇、講求趣味的 A7  

  A7 目前尌讀四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他的〆「數學表現特

別優秀，舉一反三的能力佳」（R_1010531 日誌）。 

  在資優班，更發現他在語文能力表現也相當不錯，似乎不管哪一

個學習領域，只要稍加引導，A7 尌能有非常優秀的表現，他無限的

學習潛能在進入資優班這兩年展露無遺，也備受普通班老師和家長的

肯定。此外，在許多活動上常展現創意，也喜歡創意。沒有創意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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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尌較顯得意興闌珊，這樣創意的特質也展現在問題解決能力

上。不喜歡呆板的方法，總是能想出多種策略嘗詴解決問題。對很多

事物都保持好奇心，喜歡探索未知和不同的事物。 

  跟同儕相處常是製造笑料的那方，喜歡聊有趣的話題。雖不常主

動擔任領導者，但在團隊中，總是會自然而然地主導大家討論或執行

任務的方向，同儕也都很亯服他，彼此相處融洽。 

  媽媽是帅稚園老師，爮爮從事科技業。父母對他的學習非常放

心，教育態度很開明，讓 A7 能在不受太多限制的環境中成長。 

  整體而言，A7 在夢之外是個好奇心旺盛，潛能無限的學生，同

時也是本班唯一的特殊高智商資優生。 

 

貳、透過敘說，進入 A7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覺得自己的夢很有趣 

  回溯 A7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三歲到四歲開始察覺自己有在作

夢。讓他印象深刻的夢境經驗，總是有趣或好笑的內容。 

 

A7-01-026 有時候覺得自己夢的很好笑，或者是夢得很有趣，就會一 

     直 想 它 ， 就 是 類 似 我 那 個 三 四 歲 的 夢 記 到 現 在 

     （A7-01-028）。 

R-01-033 可以描述一下當時的經驗嗎？ 

A7-01-034 那個夢很短，好像就是很多人，大象溜滑梯好像變寬了，     

     然後就有很多道，我就跟我的外婆就搭著腳踏車衝下來，    

     然後就這樣。 

 

  這個夢境讓 A7 記很久，雖然沒有特別的感覺，但他自己推測可

能是因為夢裡面做的事很奇怪，才會印象深刻。諸如此類的夢境都會

讓他一直回想內容，但比較少去探究夢境出現的原因，尌只因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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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夢能讓他開心，若再花心思去思考為什麼有這個夢反而尌減少

夢的趣味性了（A7-01-046、A7-01-048、A7-01-050）。 

    對 A7 來說，夢境的創意與有趣比起追根究柢還要更吸引他，所

以才會讓他可以一直記著，回味無窮（A7-01-056）。 

 

二、對夢抱持的態度〆期待作夢，但沒夢也可以 

    由於喜愛創意的夢境內容，讓他對夢保持期待和好奇的態度。 

 

A7-01-056 感覺就是每一次的夢都不一樣，就會覺得看今天會做什麼 

     夢，然後明天又會做什麼夢？ 

R-01-061 那這樣的想法帶給你什麼感覺？ 

A7-01-062 就是每天都會很期待。 

 

  到目前為止，A7 沒有重複夢的經驗，這也讓他可以一直體驗不

同的夢境（A7-01-054）。他曾經思索過一個問題，這些夢境有沒有相

同點〇又或者最大的不同在哪裡〇 

 

A7-01-066 夢裡面的場景吧。因為我做的夢感覺那個場景比較常都是 

     在生活周遭的，所以我就會想為什麼都在生活周遭，像我   

     有一次就夢到資優班，然後也常常夢到關於家裡，只是發 

     生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R-01-067 所以你會去想為什麼都是夢到生活周遭？ 

A7-01-068 比較常。 

 

  這樣說來，A7 夢境裡的場景常是圍繞在生活周遭，但發生的行

為卻與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以「我跟外婆搭著腳踏車溜下溜滑梯」為

例，彷彿夢境成為他抒發創意的一種管道，他可以對日常生活有所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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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然後在夢裡實現，醒來之後讓自己回味。 

  以上這段詮釋，在他自己的思索中獲得證實。 

 

R-01-077 喔！那針對這個問題（為什麼常在日常生活中），你有初 

     步的答案嗎？ 

A7-01-078 應該有可能是因為生活周遭比較記得，所以會夢得比較多。 

R-01-079 所以你認為記憶會影響你的夢？ 

A7-01-080 恩。 

R-01-081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有看過相關的理論嗎？ 

A7-01-082 只是憑空猜想的。 

 

  A7 用記憶來詮釋自己夢境的發起，也不見得像他所說的從不思

索夢境的原因。編碼者 B2 發現他在述說夢境經驗有矛盾的現象，例

如 A7 表達自己在面對不同的夢境時，雖期待每一天的夢，但並不因

此覺得作夢是重要的事（A7-01-084）。也尌是說，有作夢的話很好，

沒做的話也沒關係（A7-01-090）。 

  因此，我在詮釋 A7 對夢境的態度時，理解了必頇避免「非黑即

白」的邏輯，除了逐字還原受訪者的敘說，也應尊重受訪者的想法。

領悟之後，再回到 A7 身上，他期待每天的夢，但沒作夢也沒關係。

所以，整體而言，A7 對夢是抱持中性的態度，「沒有那麼討厭，也沒

有那麼喜歡」（A7-01-086）。 

 

三、夢展現的自我〆想像力及講求效率的 A7 

  訪談過程中，A7 很快尌能連結夢中的象徵和比喻，讓他的想像

力和講求效率的特質展露無遺。 

  從他所敘說的印象深刻夢境中，最具代表性的尌是可以任意操

控、來去自如的電話亭。 



190 

 

 

A7-01-285 因為它像任意門一樣，感覺可以到很多地方。每次只有限 

     定兩個選擇，但是每次按的選擇都不一樣。 

 

  電話亭的印象讓我們討論到時空和場景在一個夢裡不停轉換，這

需要豐富的想像力，才能在一個夢裡圔進許多印象片段（B2_1010611

編碼）。除了這個夢，他也在訪談過程主動分享另外一個覺得自己很

有想像力的夢境。 

 

A7-01-098 有一次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夢，類似有一次我變成一個巨 

     人跟另外一個巨人把地球撐起來，就是感覺很奇怪的夢。 

        

  他描述的夢境很有畫面、很有想像空間（B3_1010611 編碼），所

以總是挑起我想要探究的動機。他表達自己曾經有想過為什麼做這個

夢，但當時想不到，也尌作罷（A7-01-102）。 

  回到電話亭的印象片段，除了展現 A7 的想像力，其電話亭可以

縮短時間、掌控空間的特性，也與他做事講求效率的特質不謀而合。 

 

R-01-321 從電話亭裡，我聯想到速度，你對速度有什麼想法嗎？ 

A7-01-322 就是，我就是急性子啊！所以做事都會覺得要很快啊！  

A7-01-460 不會，我不喜歡去不同的地方，因為搭乘交通工具也要花 

     時間。 

 

  這樣講求快速、來去自如的印象，讓編碼者 B1 在編碼分析 A7

敘說的夢境時，常常聯想到他夢裡的原型，可能是愛神邱比特或者是

仲夏夜之夢的小精靈。因為這兩者都給人一種追尋樂趣、很調皮、對

事物很好奇的印象（龔卓軍譯，1999），A7 在夢中是如此，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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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 

 

A7-01-392 就看到稀有的東西，讓人很想去摸。 

A7-01-396 就是有一次，我去看仿生獸的展覽，我就去碰了仿生獸，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那個不能摸。也是覺得很稀有，所以就 

     摸了。 

R-01-402 原因就是很好奇，想摸摸看？ 

A7-01-403 是。 

 

  透過夢境中的印象片段，讓我能與 A7 同步了解他的特質與想

像。探究與討論的過程，除了聊夢，其實也是在談我們人本身。只是

這次讓我和 A7 好奇的目標不是書本、不是活動，而是 A7 自身。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表達夢能滿足他的需求 

  在敘說夢境時，A7 會表達自己對夢的思考與發現。例如〆在夢 

中不怕雲霄飛車，但其實日常生活中是很怕的（A7-01-275）、 

還有夢中的電話亭很快速，讓急性子的自己可以不用擔心拖拉的問題

（A7-01-322）、還有在夢中為了躲避警察的追趕，進電話亭之後，沒

想到警察速度尌變慢，彷彿時空即將暫停一樣（A7-01-427）。 

  聽完這些想法，我的心裡也在思索，這些敘述似乎存在著共通性 

。透過編碼後，才發覺這些象徵其實都是夢在滿足他的需求。不管變

快變慢、怕變不怕，日常生活所不能的，夢裡都讓他如願以償。對

A7 來說，夢滿足他的需求，也是夢帶給他的功能之一（A7-01-456）。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展現他與友伴的關係 

  從 A7 願意聊夢的對象看來，可以了解他與家人和友伴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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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125 那你平常會跟別人聊自己的夢嗎？ 

A7-01-126 偶爾。 

R-01-127 什麼情況下會聊？ 

A7-01-128 就是特別好玩的夢。 

R-01-129 會跟誰聊？ 

A7-01-130 朋友。 

R-01-131 不會跟家人？ 

A7-01-132 家人，比較不常。 

R-01-133 那你覺得為什麼比較想跟朋友聊自己的夢？ 

A7-01-134 就是感覺朋友比較說得出來，不會被笑之類的。 

R-01-135 通常跟朋友講完夢的感覺是什麼？ 

A7-01-136 就是笑笑就好，就是單純的聊天。 

 

  把特別好玩的夢當作與朋友聊天的話題，散發出分享歡樂的氛

圍，由此可知他在同儕間應是個幽默有人緣的孩子（B3_1010611 編

碼）。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任意門電話亭 

  這是他最近作的夢，之所以會挑這個夢，是因為太奇怪了，根本

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這個夢（A7-01-120、A7-01-122）。以下尌是夢的

內容〆 

 

A7-01-140 就是那個時候好像我們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類似遊樂場  

     的地方在寫功課，然後就看到一個電話亭，然後剛好又有   

     人忘記拿功課過來，我們就看看那個電話亭會坐到哪裡。 

     電話亭就有兩個按鈕，一個是到學校，另外一個是到一個 

     實驗室，我們就按學校，然後就到了學校拿到功課。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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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回去的是哪裡，文字也看不懂， 

     我們就隨便亂按一個，然後就到了一個很像台南孔廟的地 

     方，然後那邊也有一個電話亭，然後我們就去摸那個牆 

     壁，就去那邊參觀，然後後來好像有一個警察就跑過來追 

     我們，我們又回到那個電話亭。然後又好像去了幾個地 

     方，後來有點不清楚，可是後來有回到那個遊樂場，然後 

     那個時候也沒有寫功課，就在那邊玩，然後我就醒過來了。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詢問他「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感覺〆 

 

R-01-141 那你在夢中的感覺是什麼？ 

A7-01-142 就覺得很有趣。 

R-01-143 只有這個感覺嗎？ 

A7-01-144 被警察追的時候，感覺也是很有趣，不會覺得很可怕，都     

     笑笑地那樣。 

R-01-145 那醒來之後的感覺呢？ 

A7-01-146 感覺就是很好玩，也是很有趣。 

R-01-147 那你現在把這個夢再說一次的感覺呢？ 

A7-01-148 感覺夢過很多天後，就沒有那麼有趣。 

R-01-149 所以現在？ 

A7-01-150 不會覺得特別有趣，可是會覺得那個電話亭很特別。 

 

  由此可知，A7 在夢中或剛夢醒時都環繞在有趣的情緒中。即使

說夢的當下有趣的程度減少，但還是覺得夢中的電話亭很特別，可見

這個印象片段對他來說有其特別的意義。我順著他的話，詢問他是否

有意願將這個電話亭挑出來當作分析夢境的印象片段，他很爽快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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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接著，我們再挑出另外三個，統整之後的印象片段為「在遊樂場

寫功課」、「電話亭」、「警察追趕」、「看不懂文字亂按按鈕」（R-01-181）。 

  原本在挑選的過程中，我詢問他是否將那個像台南孔廟的印象片

段納入，但他有他的考量。 

 

R-01-165 那看起來像孔廟的那個地方，要不要成為一個印象片段？ 

A7-01-166 那個感覺比較就是生活化的片段，沒有像其他片段那麼特  

     別，或者是不像真實的。 

R-01-167 所以你想要挑的比較不是真實的？ 

A7-01-168 因為那樣感覺比較有趣。 

 

  原本我是認為那個廟孙跟他夢裡的場景類型很不同，所以建議他

納入。但這是他的夢，而且他對這個夢很有想法，身為研究者的我需

要做的，尌是尊重他的意願，並與他一起賞讀這個夢，所以在彼此討

論之後，決定了上述四個印象片段，並進行 DRAW 四個階段的討論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在遊樂場寫功課」 

Ｄ描述〆密閉式的遊樂場，牆壁都是綠色系的，裡面有一些樓梯、溜  

 滑梯，感覺很像迷宮。大家聚在一起寫功課，大概五六個人，都是  

 自己的同學。 

Ｒ重新經驗〆對遊樂場的感覺很帄常、一般々對樓梯的感覺類似像書  

 桌一樣，感覺很帄常，很習慣有這個東西。 

Ａ聯想〆遊樂場像是家裡的書房，因為我常常在那邊寫功課。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好像沒什麼關係。主要尌是跟家裡寫功課的感覺 

 差不多。 

  由於溜滑梯的印象片段在 A7 別的夢境裡也出現過，甚至出現不

只一次，所以我再針對這個印象片段進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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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226 那你在夢裡知道那些樓梯會通往哪裡嗎？ 

A7-01-227 不知道。 

R-01-228 那這會帶給你什麼感覺？ 

A7-01-229 可是，我記得那個樓梯剛好就是建在牆旁邊，而且到一個    

     地方就停住，也沒有到哪裡？ 

R-01-230 所以你看得到它，像工程梯一樣？ 

A7-01-231 感覺走到那邊是比較高。 

R-01-232 往上的還是往下的？ 

A7-01-233 往上的。 

R-01-234 都一樣的高度？ 

A7-01-235 對。 

R-01-236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有那麼多樓梯？ 

A7-01-237 現在想起來，感覺像是裝飾，沒有特別多意義。 

 

  探索至此，我心裡覺得 A7 似乎對這個印象片段沒有太多的感

覺，尤其當我問到溜滑梯的印象，他自己表示〆「可是好像也沒有那

麼喜歡玩，就只是夢到」（A7-01-186）。 

  雖然我很好奇溜滑梯為什麼會出現，但有時候我認為的並不如他

認為，身為夢者的他有絕對的權力主導這個夢的分析走向，所以當我

引導的問題他覺得沒有特別的意義，我必頇尊重他的意願與想法。所

以決定這個印象片段的探索先到此為止，接著討論 A7 對「電話亭」

的描述和聯想。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電話亭」 

Ｄ描述〆原本尌在遊樂場的角落，電話亭裡面都有兩個按鈕，第一次 

 我看到的是中文，有一個是通往實驗裡，另外一個是通往學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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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通往那一個學校，然後我們尌按了學校，好像尌是在走光速  

 一樣，很快，很像雲霄飛車。每一次 電話亭裡的兩個按鈕都不一 

 樣。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那個時候坐得好像尌是，很快，但很擠。有點感覺 

 像在躺沙發，可是好像又很有趣。 

Ａ聯想〆很像雲霄飛車，也像磁浮列車再加快一兩倍，也像任意門。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因為一齣電視劇，所以讓我夢到了那個電話亭， 

 而且長得也一樣阿。 

  明顯地，這個印象片段的探索比前一個還要令 A7 感興趣，我在

想，A7 覺得電話亭的存在很有趣，那他與同儕進到電話亭時，扮演

了何種角色呢〇是搶著獨享搭乘的權利〇還是與同儕一起但由自己

主導方向、還是交由拿功課的同學控制按鈕呢〇我繼續追問。 

 

R-01-298 通常是誰去按按鈕？ 

A7-01-299 好像都是我按。 

R-01-300 都你決定要去哪裡？ 

A7-01-301 好像也是我決定要去哪裡。 

R-01-302 所以你是主導性的人？ 

A7-01-303 但是要去的人不會是我，像是要拿功課是我同學，但是是  

     我按按鈕；看不懂文字的時候，也是我去按，我同學他們 

     好像也沒有意見。 

 

  在夢裡的 A7 並沒有擔任領導者，但電話亭的方向和選擇都是由

他來決定。這樣的現象在夢之外也常發生，A7 往往不是團隊中的領

導者，卻有著主導團隊的影響力，而同學們對他也不會有什麼意見，

他都能處理的很好。 

  除了從中看到了 A7 的主導性，我也很想知道電話亭與他到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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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種關係〇想藉此探索電話亭存在的意義，結果在探問之後，發現

了電話亭的快速轉移與他急性子的性格有所呼應，電話亭的存在滿足

了他可以更快速到達目的地完成事情的需求。為了更確定這樣的意

義，我嘗詴反問。 

 

R-01-333 那個電話亭是慢吞吞的，或者是很平常的速度，你會覺得 

     如何？ 

A7-01-334 那個時候如果是這樣，我應該不會跟那個同學一起搭電話 

     亭。 

 

  尌此讓我確定，電話亭的快速對 A7 來說是有確有其意義。接著

我們尌進入第三個印象片段的探索。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警察追趕」 

Ｄ描述〆那時候好像是碰到了一個佛像那樣，警察尌很生氣，說不能 

  亂碰佛像，要追我們，我們六個人尌一起跑。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很刺激。 

Ａ聯想〆小偷偷完東西，躲在旁邊的警察。尌是我有看尋寶記，有一 

  集尌是犯人要開槍的時候，警察突然冒出來，感覺很像那個畫面。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好像沒什麼關係。 

  在這印象片段的探索，似乎圍繞在警察身上，但我更想知道，

A7 在這裡扮演的角色，所以我請他思考在這時間點自己在做什麼〇

他回應自己先碰了一個門，門上有一個金色圓圈的裝置，碰完之後，

同學又去碰了佛像，才被警察追趕（A7-01-360）。由此可知，A7 也

碰了東西，只是警察並沒有及時阻止他。那那個東西對 A7 有何意義〇 

 

R-01-367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想碰那個金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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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01-368 好像是因為好奇。 

R-01-369 它有什麼東西吸引你嗎？ 

A7-01-370 好像是因為它是金色的。 

R-01-371 你本身對金色的東西就會很有興趣？ 

A7-01-372 因為感覺就很像黃金，然後黃金就感覺很貴，就感覺很稀 

     少稀有。 

R-01-373 所以你對稀有的東西特別好奇？ 

A7-01-374 對。 

R-01-375 那碰完之後不會有罪惡感？ 

A7-01-376 感覺不會。 

 

  然後他陳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對稀有的東西有好奇心，有時

不只是看，甚至想直接摸摸看。 

 

A7-01-390 有一次阿媽帶一個金色的手環，我就一直看，然後摸一下， 

     阿媽也沒說什麼，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探索到這裡，大略看見他在這個印象片段中展現了好奇的特質，

但警察追趕還是這個印象片段的主軸，原本他覺得跟現實生活沒什麼

關係，我再繼續追問。 

 

R-01-395 那有其他你因為不小心動了什麼東西，而被人家制止的例 

     子嗎？ 

A7-01-396 就是有一次，我去看仿生獸的展覽，我就去碰了仿生獸， 

     然後工作人員就說那個不能摸。也是覺得很稀有，所以就 

     摸了。 

R-01-397 那摸了跟看了的感覺有什麼差別？ 



199 

 

A7-01-398 就摸了感覺比較棒，每一次都會想去摸。感覺光看還不夠。 

R-01-399 那那個人說完之後，你走到別的地方還會想摸嗎？ 

A7-01-400 每次對特別有興趣的東西都會很想摸。 

 

    所以展現好奇而被制止，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過的經驗。即使如

此，也不減他好奇的程度，甚至在這裡也可看到他的感官敏感，「用

看的不夠，還要用摸的」，展現了資優生的感官過度激動特質。 

 

  (四)第四個印象片段「看不懂文字亂按按鈕」 

Ｄ描述〆很多直線和彎線組成，很像是泰國或日本的文字，只是我們 

  看不懂，之後尌憑直覺按下按鈕。 

Ｒ重新經驗〆那個時候變得很緊張，因為警察快要追過來了，所以尌   

  趕快選一個。 

Ａ聯想〆媽媽要追著一個小孩，小孩尌是把自己藏起來，媽媽尌找不 

  到了。我們尌像那小孩，警察尌像媽媽，按按鈕尌是躲起來的時候。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現實生活沒有這個例子，但好像漫畫裡都有。 

    其實探索階段到此，我在筆記上寫著〆「A7 對事物的感興趣程度， 

很明顯的展現在聯想多寡上」（R_1010531 日誌）。因為在電話亭的聯

想和討論尌比其他三個印象片段還要多很多。探索到最後這個印象片

段，雖然感覺沒有太深入到夢境的意義，但我和 A7 還是發現了印象

片段展現了他好奇、講求效率、感官敏感等特質，並非一無所獲。 

 

二、洞察階段 

    接下來要深入討論這個夢對 A7 的意義，我詴著問他覺得這個夢

跟自己有什麼關係，他直接回答電話亭比較有關係。 

 

A7-01-436 因為第一個，電話亭長得很像我看過那個電視劇裡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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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第二個就是它很快，滿足了我的需求。 

 

    這個印象片段除了反映他日常生活看過的電視劇，也展現他的特

質，並滿足他的需求，可見電話亭在這個夢裡給了他最深的印象，也

是最有象徵性的存在。之後繼續問他有關意義的問題，他的回答都沒

有太多想法，所以我們很快尌進入行動階段。 

 

三、行動階段 

  進行到行動階段，我先請 A7 想想看，如果這個夢有後續，會怎

麼發展〇 

 

A7-01-444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回來在遊樂場玩，玩的時候就坐到了那 

個電話亭，然後就到了好幾個地方，然後都看得懂那個文 

字。 

 

    沒想到在夢的續集他想要改那些文字，這點讓我感到很特別，因

為在探索階段時，他對這個印象片段沒有太多的聯想。既然他現在主

動提起，我尌順勢追問。 

 

R-01-445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想要改成那個文字看得懂？ 

A7-01-446 因為這樣可以知道要去哪裡，比較有準備那樣。 

R-01-447 這樣聽起來，你比較希望能在自己有掌控的情況下行動？ 

A7-01-448 嗯，對。 

R-01-449 所以你解決問題時，也會想要弄清楚問題的全貌？ 

A7-01-450 嗯，是。 

 

    原來，對 A7 來說，在看不懂文字的情形下憑直覺按鈕，尌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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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問題時沒有把握情勢一樣。這個片段展現了他是一個在面對問

題時想要掌控全貌才好著手解決問題的特質啊〈 

  故，為夢境設計續集，除了能理解夢者的想像，也能看見他在夢

境裡在乎的片段。或許前面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這個階段尌能獲得解

答，本次與 A7 的討論尌是一項實例。 

  最後我請他為這夢取一個名字，他毫不思索，直接告訴我〆 

 

A7-01-466 任意門電話亭。因為主軸都在那個電話亭。 

 

    連訪談的收尾都這麼有效率，果然是有「電話亭」特質的 A7 啊〈 

 

肆、小結 

  整理上述，A7 的夢境經驗如圖 4-8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7 夢境中最主要的印象片段「任意門電話

亭」象徵他急躁的個性，要把事情趕快完成的積極。 

 

 

 

 

 

 

 

 

 

 

圖 4-8  A7 的夢境經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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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存在 A8 夢中的黑影 

壹、在夢之外〆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秀的 A8 

  A8 目前尌讀四年級，普通班導師是這樣形容他的〆「非常聰明的

男孩，語文和數理能力都很好，也有領導能力」（R_1010601 日誌）。 

  在資優班，這些特質一樣明顯。從資優班老師的觀察紀錄發現，

A8 的觀察力敏銳，在概念性的抽象思考極佳，所以面對資優班弱結

構的教學與開放性的指令，A8 都能展現高度的理解力及隨時調整的

靈活度。同儕相處非常融洽，大家都很亯任他，常常在課程活動需要

組長或帶領討論者，都直接推選他。他也不會推託責任，每次都一肩

扛起，並讓團員亯服他的領導。 

  A8 在校內校外參加許多比賽，舉凡游泳、相聲、多語文、數學

奧林匹克等領域都有涉獵，其中在游泳及數學方面的得獎紀錄最多， 

如此密集的活動安排下，他都能將每件事情完成得很好，是個在學校

不會讓老師擔心的學生。 

  家裡父母對於 A8 的學習非常積極，常常會主動與學校老師共同

討論 A8 的學習情況，並實際參與學校各方面活動。他們以身體力行

的方式為 A8 示範投注在學習的全心全意，同時也展現了他們對 A8

的期許。 

  故 A8 在夢之外的現實生活，有豐富充實的學習活動，而他總是

展現開朗的態度，是一個各方面表現都比同儕優秀的學生。 

 

貳、透過敘說，進入 A8 的夢裡面 

一、早期的夢境經驗〆以負向夢較多 

  回溯 A8 早期的夢境經驗，是從帅稚園開始察覺自己有在作夢。

尌他印象，當時的夢大部分以負面為主，到現在仍讓他印象深刻的夢 

境主要有六個，其中五個都是可怕有鬼的。他舉了其中一個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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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夢（A1_1010601 訪）〆 

 

A8-01-022 那時候我好像就是，就有一天我好像要進一個房間，突然 

     有一個黑色的東西飄出來就把我困住，我不能呼吸。 

R-01-023 所以那是一個很可怕的夢？ 

A8-01-024 嗯。 

R-01-025 那時候醒來之後有怎麼樣的感覺嗎？ 

A8-01-026 就哭著醒來。 

 

  從這個夢可以看出，讓 A8 害怕的東西已經是個明顯的意象，並

且帶給他生理上的負面感受，同時也影響了他現實的情緒，讓他哭著

醒來。 

  如此強烈的夢，甚至已經延續到醒來之後，我很想知道當時的他

是否有思考這個夢的原因，所以繼續往下追問。 

 

R-01-049 通常你夢到可怕的夢，不會去想為什麼嗎？ 

A8-01-050 小時候會，但升上小學之後就不會了。 

   

  所以對他來說，夢不只是睡著即忘的經歷，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自己的生活中。他認真看待夢帶給他的感受，所以思索。我在想，身

為一個帅稚園孩童，常常做噩夢，然後哭著醒來，卻能主動思索噩夢

的緣由，這樣自我察覺有噩夢並思考的能力，已經不像是這一個階段

的孩童會出現的行為了。 

  他補充，雖有思考為什麼會做這個夢卻沒有想到答案，可是這些

恐怖的夢卻一直記到現在。這是否代表仍有一些情結與現在的生活有

所聯結，所以仍然無法忘記這些夢呢〇我將這個問題擱著，詴圖等到

討論分析印象深刻的夢境時，看看能否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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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他剛剛表達的「升上小學開始不會思索」，為什麼會

有帅稚園和小學的轉捩點〇我將這個問題拋出來與他討論。他進一步

剖析這兩個階段的生活，發現在小一開始每天要早起到運動中心練習

游泳，游泳完尌開始上課，放學之後要寫功課和完成數學練習題，每

天都有密集的行程，所以沒有時間再去思索自己做的夢，甚至演變成

做過的夢隔天早上尌忘記的情形。所以到現在有思索過並印象深刻的

夢，尌全部集中在小學之前了。 

  由於 A8 表示這僅是其中一個印象深刻的負向夢，「我做的夢， 

負面害怕的比較多。我目前記得的六個夢，有五個都是可怕的

」（A1_1010601 訪）。可見早期的夢境經驗對 A8 來說，負面的感受

居多。 

   

二、對夢的態度〆仍然保持好奇 

  即使夢境大部分是負面的，A8 對夢仍保持正向和期待的態度。 

 

A8-01-060 因為作夢有那種驚喜的感覺，不管好或壞，就像潘朵拉的 

     盒子一樣，（夢）裡面不知道有什麼，我就會很好奇。 

 

  這種對未知的事物保有好奇的特質，也展現在夢之外的 A8 身

上。只要每次資優班放置新的桌遊、棋類、新書或者是舉行新的教學

活動，他總是主動擔任第一個體驗者，開始之後尌一定要體驗個透

徹，才肯罷休。可是他的夢跟這些活動不同，夢大部分帶給他負向的

感受，他又如何能保持這樣好奇的特質呢〇 

 

A8-01-062 當然可怕的事情還是會怕，但還是會很期待下一個夢。 

 

  所以夢的不可預測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讓他能以期待大過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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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態度面對每一個未知的夢。總體來說，A8 對夢仍抱持著正向的

態度。 

 

三、夢展現的自我〆獨立及自我實現的 A8 

  訪談過程中，無論是探問夢境經驗或討論分析印象深刻的夢，都

清楚展現了 A8 獨立性的特質及自我實現的需求。 

  其中在討論分析印象深刻的夢境時，他認為夢裡的黑影阻礙他完

成事情，我探問〆「若有機會改變夢境，你會怎麼做〇」 

 

A8-01-281 把黑影移除，讓我可以做好事情。 

 

  這表達了他希望能在沒有任何阻礙的情況下做事，我再進一步探

問他，如果這個黑影變成助力，他會希望在這樣的情況完成事情嗎〇 

 

R-01-284 那想想黑影在的時候，真的會阻撓你做這件事情嗎？有 

     沒有別的可能？ 

A8-01-285 可能是我打開門，它就把東西拿好，然後就放在櫃子或顯   

     眼的地方，讓我更快完成。 

R-01-286 如果這樣說，你會比較希望夢到哪一種夢？ 

A8-01-287 我自己做就好。 

 

  即使有了助力，A8 仍希望能獨立完成。以上的回答除了表現獨

立性的特質，也展現了他對自己的能力很有亯心，並且有想要把事情

做好的成尌動機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我思考著，他並不想別人的幫助，覺得自己可以完成，而且也必

頇完成，這樣強烈的動機與需求到底是來自於 A8 自己還是他人〇我

從訪談的對答中，詴圖找尋線索，結果發現兩者的因素都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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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01-236 （比賽想要表現的時候）覺得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 

A8-01-243 幼稚園開始，就想做好爸爸媽媽預期的事情。 

 

  所以有了自我的要求和大人的期待，讓 A8 想要把事情做好的成

尌動機更強烈。這些話語並不是單純從動機和特質詢問得來的，而是

在他敘說夢境經驗時，反覆對自我的分析與詮釋。由此可知，A8 除

了知道自己在夢什麼，也能不停釐清自己的想法，讓敘說夢境經驗的

同時，了解更多的自己（B3_1010611 編碼）。 

 

四、聊夢發現的議題〆毛毛蟲變大的夢 

  原本以為 A8 印象深刻的夢皆發生在帅稚園時期，之後他察覺還

有一個夢發生在國小，也是個印象深刻且恐怖的夢，我詢問他是否有

意願分享，他點點頭，然後開始說夢。 

 

A8-01-010 那個夢就是我在運動中心游泳，起來的時候看到一個毛毛 

     蟲，不曉得怎麼來的，我就把它抓起來，然後去養，不曉 

     得哪來的籠子，就把牠弄進去。結果呢後來，換完裝之後， 

     突然那隻毛毛蟲就變一隻很大很大的毛毛蟲，會從眼睛發 

     射雷射光那種的，攻擊別人，後來我就一直逃一直逃，後 

     來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把牠抓起來。 

 

  聽完之後，我問他下個階段要討論印象深刻的夢，是否尌直接用

這個夢〇他否決了這個想法，表示說有個夢印象更深刻，希望能用那

個夢。我非常高興他很清楚自己的選擇，也完全尊重，所以這個夢尌

擱著，並向他感謝願意和我分享。 

  但這個夢揭露了什麼，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尤其是在討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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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完他印象深刻的夢，我發現兩個夢之間似乎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這個夢一開始時的毛毛蟲，原本已經關進籠子裡，但一眡眼之後

卻變成很大很大，A8 能做的只有逃，跟他遇見夢中黑影的情況一樣，

原本有能力掌控的場面卻失控，他只能逃離。B1 在進行編碼會議的

時候，針對這段夢的毛毛蟲提出了一種詮釋〆毛毛蟲終將化成蝴蝶，

而蝴蝶是美麗的象徵，所以一開始 A8 在夢中詴圖要養毛毛蟲，象徵

他在養自己美好的夢想，但之後夢想變得巨大，巨大到讓他無法招

架，太害怕，只能逃（B1_1010611 編碼）。 

  若從 A8 有強烈的成尌動機和自我實現的需求來看，這樣的詮釋

似乎有跡可循，所以在編碼會議結束後，徵求到 A8 的確認與同意，

才呈現這段詮釋（R_1010612 日誌）。而這樣的發現，也讓我更了解

A8 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很有可能已經造成他不小的壓力了。 

 

五、聊夢的關係列〆很少跟他人分享 

  至於他會跟誰分享自己的夢，尤其是帅稚園常常是哭著醒來的時

期，是我想了解的問題。但他表示，當時並沒有跟家人分享自己的夢，

自己哭完尌好了，那只是個夢（A8-01-030）。長大之後做的夢也很少

跟別人分享，因為自己也很少會記得（A8-01-040）。 

  由此可知，這些印象深刻的噩夢內容還有所帶來的情緒他並沒有

分享出來，只放在自己心裡。有時無聊時可能會想起來，但也是自己

想想，很少跟他人分享（A8-01-070）。 

 

參、印象深刻的夢〆壓力 

  這是他帅稚園時期作的夢，之所以會挑這個夢，是因為印象最深

刻，其他五個夢有些細節想不起來，A8 甚至可以清楚說出這是他第

三個有關鬼的夢（A8-01-076、A8-01-078、A8-01-082）。以下尌是夢

的內容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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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01-074 那時候我正在客廳裏面，我媽媽正在廚房裡面煮菜，然後 

         我媽媽叫我去房間裡面拿一些東西，那我就說好，就去拿。 

         一打開門的時候就感覺到，我媽的床旁邊有個小小的走 

         道，就感覺那裏有個黑色的東西在飄，就有不好的預感， 

         要跑的時候那個黑色的東西就衝到我這邊來，然後我就被 

         壓倒在地。然後想叫，那個鬼就用手把我的嘴巴壓住，也 

         沒辦法呼吸，感覺那是一個幻影，但那個幻影又很像實體 

         那樣。然後我就被驚醒了。 

 

一、探索階段 

  首先我詢問他「在夢中」、「醒來之後」及「現在說完夢」的感覺〆 

 

R-01-085 在夢裡的感覺除了害怕，有沒有別的感覺？例如身體上？ 

A8-01-086 身體就是被壓縮，想動不能動。 

R-01-087 那做完夢的感覺呢？ 

A8-01-088 還是很害怕。 

R-01-089 到現在還記得的感覺是？ 

A8-01-090 現在沒什麼感覺，因為那蠻久以前的事情。不過還是一個 

         記憶，不太好的記憶。 

 

  這個夢帶給他的感受與之前曾說過的黑影夢一樣負面，但是這個

夢的細節更清晰，許多印象片段都有提及，甚至連身體被壓縮的感受

都能描繪出來，我在想或許從這個夢可以發現造成他負面情緒的因素

是哪些。 

  接著，我與 A8 一起挑出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印象片段，很快地尌

選出三個，分別是「媽媽在煮菜，叫他完成事情」、「黑影在房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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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的一瞬間」、「黑影把他壓倒，腦筋空白」（R-01-099）。每個印象片

段都必頇進行四個階段的討論，我們依序討論著〆 

 

  (一)第一個印象片段「媽媽在煮菜，叫他完成事情」 

Ｄ描述〆媽媽在洗手台洗東西，其他房間都是暗的，所以應該只有我 

 和媽媽在。其他家人可能在睡覺。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沒什麼特別的，只想趕快把事情完成，要繼續到客 

 廳去。 

Ａ聯想〆聯想到帄常的時候，媽媽也會叫我到房間去拿東西，尌手錶、 

 一些寫的紙之類的。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感覺跟帄常一樣，媽媽叫我去做。 

 

  (二)第二個印象片段「黑影在房間，要逃的一瞬間」 

Ｄ描述〆一團完全黑，打開門時看到它正在捲起來。一看到我尌往後 

 退，本來想趕快轉身，但退幾步，它尌壓過來了。我跑的時候有先 

 叫一聲，很大聲，但我媽媽好像沒聽到。要叫第二聲它尌壓過來了。 

Ｒ重新經驗〆我感覺我死定了，因為前面有一兩個經驗，都沒有好下 

 場。 

Ａ聯想〆可能是鬼、妖怪、外星人。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跟日常生活沒什個關聯。 

  在這兩個印象片段的探索，他只提到媽媽這個家人，首先是依照

媽媽的指令，再來是到媽媽房間拿東西時看到黑影，因此我想多了解

「媽媽」在這個印象片段中帶給他什麼感覺和聯想。 

 

R-01-147 那時候你媽媽沒過來，又不能叫，感覺是什麼？ 

A8-01-148 就是被壓到好像要壓成球的感覺。 

R-01-149 那在被壓成球之前，你的感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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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01-150 我想我死定了。 

R-01-153 那叫的時候希望睡著的家人救你？還是媽媽？ 

A8-01-154 是媽媽。 

R-01-155 那那個黑影有想說可能是什麼嗎？ 

A8-01-156 沒有。 

R-01-157 就覺得是鬼？ 

A8-01-158 是。 

R-01-171 那媽媽的東西沒拿到，反而被黑影困住了，有什麼感覺？ 

A8-01-172 很慘，完蛋了。因為前面兩次已經被用過了，所以覺得這 

     種鬼都是差不多的方法。 

 

  這樣探問之後，發現 A8 認為黑影與媽媽並沒有關聯性，關於「媽

媽」的聯想都是較生活化的，唯獨黑影帶給他「死定了、完蛋了」的

絕望感。所以在第三個印象片段時，關於「黑影」的探索必頇再更深

入。 

 

  (三)第三個印象片段「黑影把他壓倒，腦筋空白」 

Ｄ描述〆我是躺著，被壓著，先壓住嘴巴，然後再壓住眼睛，它尌 

  整個趴在我身上，手尌壓著我的臉。 

Ｒ重新經驗〆感覺不能動、那黑影感覺是人的常溫。可能要殺死我。 

Ａ聯想〆拉棉被比較高，把我蓋住的感覺。 

Ｗ清醒生活導火線〆 感覺跟日常生活的壓力有點像。 

  探索到這，A8 描述那黑影有類似人的動作和溫度，那它的出現、

它的行動是否也像人一樣有所目的呢〇我想多了解 A8 的想法。 

 

R-01-193 那你覺得它為什麼要出現在媽媽房間？ 

A8-01-194 可能是本來就在那邊，但被我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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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195 你覺得它本來在那邊的目的是？ 

A8-01-196 它可能本來住在櫃子底下，不能被別人看到，它出來的時 

     候正好我打開門，它就很生氣想要殺人滅口。 

R-01-197 你覺得它為什麼不想被別人看到？ 

A8-01-198 因為被講出去的時候，可能很多人會想要研究它、打擾。 

R-01-199 那你覺得這種不想被別人知道、或不想被拿去研究，跟你 

     本身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很類似？你有沒有什麼東西也 

     不太想被別人知道，不想被別人拿去研究？ 

A8-01-200……（沉默很久）現在想不到。 

 

  可見這黑影的存在有所意向，只是 A8 與我在目前的階段還無法

得知它不想被別人知道的象徵或意義，我將這個問題先放著醞釀，轉

往討論他在「清醒生活導火線」時說這個黑影有點像日常生活的壓力。 

 

R-01-208 聽到這邊，我想到的是，你被壓倒的那一瞬間，被壓住喘 

     不過氣的感覺，跟你生活中遇到的壓力類不類似？ 

A8-01-209 有一次。 

R-01-210 什麼時候？ 

A8-01-211 被我爸罵的時候。 

R-01-212 你願意多談談嗎？ 

A8-01-213 好像是因為我考試都考不好，成績都不理想。 

 

  這種考詴不理想被罵，也帶給他被壓縮的感覺，跟在夢裡被黑影

壓住的感覺很像。之後繼續討論下去，歸納 A8 的壓力有三種，分別

是考詴成績不理想、參加一些數學比賽（A8-01-219）、還有每天寫完

功課或六日都要一直寫數學等（A8-01-227）。但他認為這些壓力並不

會喘不過去，比較是自己沒達到父母和自己的期望，有些失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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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闡明這些想法之後，為了在本研究能忠實呈現，所以再向他確認

這段整理是否符合他的意思，獲得他的同意之後才放入。 

  以上 A8 所提的三種壓力，都是小學階段發生的，我請他回想這

個夢發生的帅稚園階段是否也有類似的情形。 

 

R-01-244 有什麼樣的例子？ 

A8-01-245 吃飽飯的時候，在八點以前要把垃圾收好，因為垃圾車要 

     來。如果沒吃完，十點以前也一定要完成。就是一些生活 

     的事情。 

R-01-246 那有沒有做不好的經驗？ 

A8-01-247 這個會做好，做不好的話可能就會被罵，或者就被（突然 

     沉默）……。 

R-01-248 打？ 

A8-01-249 嗯（笑了一下）。 

 

  可見壓力的來源從帅稚園時期尌開始，但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壓

力，相同的地方在於兩者都是為了符合自我或父母的期待而生。 

  探索階段到此為止，我察覺到 A8 開始顯露不敢說出一些關鍵字

句的態度，所以在訪談完之後，我邀請 A8 檢核逐字稿和結果論述，

完全尊重他想保留或刪減的部分，讓他能在感受到安全且受保護的情

況下參與本次研究。 

  不過，我在思考，前面提到「黑影不想被發現，因為怕被人家知

道了尌要被研究」，是否跟「一直要深入探究壓力而 A8 不願意說太

多」有所關連〇目前為止我不妄加猜測，一切仍然以 A8 的敘說為主。 

 

二、洞察階段 

  進入洞察階段，開始要探究這個夢對 A8 有何意義。基於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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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花了不少時間，所以這個階段開始我先為之前的討論做個摘要，

並聽聽看他的想法。 

 

R-01-255 那如果我這樣解讀，你聽聽看，那個黑影你說他不想被別 

     人知道，我聽起來那個黑影很像是你的壓力，這個壓力可 

     能來自於大人對你的期待，可是你進房間的時候你並沒有 

     把它做好，所以這個黑影就過來了，而且他沒有給你一個 

     機會去解釋或讓你去完成，所以讓你感覺很難過、很負面 

     的感覺。你覺得呢？ 

A8-01-256 我覺得那團黑影好像不太像是壓力，（沉思中）…… 

R-01-257 所以你覺得那團黑影比較像是有形的東西嗎？因為壓力 

     很抽象嘛。 

A8-01-258 看上去感覺像是一團霧，但壓上去是有形的感覺（被壓縮，    

         不能動 A8-01-260）。 

 

  他先否定了壓力的說法，但也無法想出更貼切的形容，我順著他

的敘說，想瞭解黑影更多的細節。結果他提出黑影壓住他的時候是有

形的，讓他不能動。編碼者 B2 在為這段編碼時，提出了自己也曾經

有過多次同樣的經驗，他自己搜尋資料發現，這種症狀被稱為睡眠癱

瘓症，但無法確定 A8 的情形是否如同此種症狀，還必頇再向 A8 追

蹤。不管如何，這種夢中帶來的感覺牽涉到生理狀態，都必頇正視。 

  洞察階段到此，那團黑影的象徵與意義並沒有明朗化，A8 無法

確定它是不是壓力，但也不否認它帶給他像壓力的感受，我邀請他為

這個階段做個摘要。 

 

A8-01-268 我感覺那個東西，（沉思了一會）可能是壓力。可能是我沒 

     做好一些東西，它就會過來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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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階段 

  進行到行動階段，開始要為夢做一些改變。我先請 A8 想想看，

如果這個夢有續集，會怎麼發展〇他想出兩個可能性。 

 

A8-01-271 後來就一直壓著，然後我爸或我姊醒來，或者我媽從廚房 

     出來，就來救我。 

R-01-272 這是你覺得最有可能的後續？ 

 

  我以為他會從兩個可能挑一個，沒想到他又有第三個想法 

 

A8-01-273 不然就是，家人來救，不過沒看到什麼東西，因為那個東 

     西可能就只有我看得見，然後他們就不曉得為什麼我一直 

     倒在地上。 

R-01-274 那你覺得為什麼只有你看得見，他們卻看不見？ 

A8-01-275 好像是我自己身上的一些東西 

R-01-276 所以你覺得它只跟你有關？ 

A8-01-277 嗯，這樣講一講感覺又蠻像壓力的（笑）。 

 

  這時候他的表情竟然開始出現笑容，態度上也比之前輕鬆許多，

我靈光一閃，繼續追問。 

 

R-01-278 這個印象片段其實有個地方值得我們來討論。你說你被壓 

     住口鼻，但其實可以掙脫的地方應該是手和腳，黑影卻先 

     壓住你的口、鼻和眼睛，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會覺得它可 

     能是象徵你的壓力，不知道你有什麼想法？ 

A8-01-279 我……（笑了）有點贊同。那可能是我無法用嘴巴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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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我有壓力，來解決的原因吧。 

 

  討論至此，這個黑影的象徵與意義似乎與壓力有更多的連結，

A8 不敢斷言，但態度已經比之前贊同許多，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很

想知道他會想怎麼改變這個夢境。他表達希望能把黑影移除，讓自己 

可以做好事情，即使黑影可以成為助力，他也寧願自己來完成

（A8-01-281、A8-01-287）。其中展現了他的自亯和成尌動機，也象

徵他認為這個黑影的存在，只會干擾他完成目標。 

    最後，我請他為這個夢取一個名字，他握著手中的筆，思考許久。

他的回答，為這次的討論分析畫下了最好的句點。「（思考一段時

間）……壓力，就是壓力」（A8-01-293）。 

 

肆、小結 

  整理上述，A8 的夢境經驗如圖 4-9 所示。至於討論印象深刻夢

境所帶來的意義，發現到 A8 夢境中最主要的黑影象徵他的壓力，希

望能擺脫它，讓自己能更順利把事情做好。 

 

 

 

 

 

 

 

 

 

 

圖 4-9  A8 的夢境經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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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賞讀八個資優生的夢境經驗，看見了每種經驗的獨特以及在夢中

展現的自我。接下來本章將依據紮根理論分析法，找尋存在的關聯

性，探究資優生夢境經驗的意義。 

  本章共分成四節探討之，第一節整理八位資優生早期的夢境經

驗，對應文獻所提的「資優生很早尌能展現心靈敏感的特質」々 第二

節呈現經由編碼三步驟形成的「資優生在夢中反映的自我」，包含反

映自我特質、反映日常生活、反映需求與渴望、反映關注的心靈議題

以及反映人際關係等々第三節歸納夢為資優生帶來的功能，以理解

「夢」在資優生的內在心靈扮演的角色々最後一節整理研究者的反

思，呈現在研究中的一路走來。 

 

第一節 資優生早期的夢境經驗 

  Lovecky（1998）認為資優生很早尌會展現對心靈議題的興趣，

甚至是常常表達一些特殊的經驗，這樣的特質即以心靈敏感稱之。心

靈敏感應包含早熟的疑問、提出特殊型態的問題還有深達內心的渴求

等經驗。 

    八位資優生敘說早期的夢境經驗，皆集中在帅稚園時期。當時的

他們不僅是察覺到自己有作夢，也開始思索「夢境內容」或「夢的來

由」，開始提出對夢的疑問。 

 

壹、早期因噩夢，開始思索夢的意義 

  A1、A2、A3、A6、A8 察覺自己在帅稚園開始作夢，比較多是

做到噩夢。當時的他們有共同的經驗，都會哭著醒來，也會開始思索

夢境的來由。處理噩夢的方式也有極高的一致性，幾乎都會先問父母

「那是什麼」，雖父母的回應不盡相同，但一樣展現了五位資優生開

始在帅稚園自動思索夢的關聯性，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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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五位資優生早期的噩夢經驗 

 

貳、早期會回想夢的內容 

  A5 和 A7 敘說早期的夢境經驗，揭露了自己帅稚園開始會回想

夢的內容。A5 表示當時的夢是很合邏輯的夢，感覺尌是會發生在日

常生活中，所以自己回想，不太會跟其他人分享。 

 

A5-01-074 幼稚園中班應該就會了，就會開始回想，中班的時候。 

A5-01-076 那時候的夢很單純吔......就是它不會不合邏輯，就算很合邏 

編碼 早期的噩夢經驗 如何處理噩夢〇 

A1 帅稚園小班開始，總是被噩夢嚇

哭，父母說那是夢。（A1-01-040） 

醒來後尌會問父母，很想知道噩

夢的來由。 

（A1-01-046、A1-01-050） 

A2 晚上睡覺會看到一些景象，也不 

知道是什麼，媽媽說那是夢。然 

後夢到恐怖的，早上尌一直哭。 

（A2-01-124） 

醒來後會問父母，父母採取消極

的回應，但自己還是會因恐怖夢

而哭。 

（A2-01-126、A2-01-128） 

A3 小時候因噩夢太恐怖，有一段時

間不敢睡覺，怕再夢到，自己覺

得那尌是夢。（A3-01-092） 

沒有跟人家說過噩夢，只有現在

訪談說而已。 

（A3-01-098） 

A6 小班的時候會夢一些悲傷的事

情，常常哭著醒來，媽媽說那是

作夢。（A6-01-012、A6-01-016） 

持續思考這些悲傷的夢為什麼

會出現，自己猜想是因為爮媽要

離婚了。（A6-01-024） 

A8 

 
當時的夢大部分以負面為主， 

其中五個都是可怕有鬼的，都嚇

到哭醒。（A8-01-044） 

會自己想為什麼，但沒有答案。 

 

（A8-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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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輯感覺就在發生一個故事，那種事也有可能發生在現實世 

          界的那種。 

R-01-077 那時候你碰到這些夢你都怎麼辦？ 

A5-01-078 那時候我還不太會講。 

 

  雖然 A5 回想夢境內容的經驗與 A7 相同，但本質上仍有所差異。

A7 表示不太會去思考夢境來由的原因是，自己早期的夢總是有趣或

好笑的內容，思考夢的內容比較有趣。 

 

R-01-049 所以你只會針對夢的內容回憶？ 

A7-01-050 對，這樣比較有趣。 

 

    所以兩者都會回想夢境，但不思索夢境意義的原因有不同。A7

早期的夢境經驗，在回味自己有趣的夢境中渡過。而 A5 則是因為夢

得很像日常生活發生的事情，所以不太會去思索為什麼做這些夢。 

 

參、早期開始畫下自己的夢 

  A4 一樣是在帅稚園時期察覺自己開始作夢，當時的她發現晚上

的時候腦中會出現一些奇怪的東西，與媽媽分享後知道了那尌是夢

（A4-01-020）。不過與其他受訪者不同的是，她從小尌開始畫下自己

的夢。 

 

R-01-023 注意到之後，你會怎麼處理這些夢？ 

A4-01-024 就是會想一想，那個夢是在講什麼東西，然後會有什麼樣 

          的人物啊或者東西啊，或哪個地方，然後就會把它畫起來。 

 

    帅稚園的她用繪畫的方式將自己的夢記錄下來，這樣的主動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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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對夢的重視。這是 A4 早期的夢境經驗。 

 

肆、小結 

  八位資優生在帅稚園時期，即展現對夢的察覺與思索，其中也可

發現父母在資優生早期的夢境經驗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們可能

是引導孩童探索自我心靈的關鍵人物，若能從早期開始重視自我心靈

的發展，除了能滿足資優生心靈上的需求，也能讓他們開始統整自我

內在及外在的知覺（Sisk &Torrance, 2001），生理與心理同步成長。 

 

第二節 資優生在夢中反映的自我 

  聊一個夢，可以不只是一個夢，它可以反映個人的許多資訊，讓

我們在聊夢中了解一個人。本次整理八位資優生的夢境經驗可發現，

他們在「聊夢」的過程，不只是介紹夢境內容，也提到了自己對夢的

想法、態度與詮釋。我與協同編碼者共同將這些資料加以分析並編

碼，統整出「聊一個夢可以反映五件資優生的資訊」，如圖 4-10 所示〆 

   

   

 

 

 

 

 

 

 

 

 

圖 4-10 資優生在夢中反映的五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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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包括反映資優生的自我特質、日常生活、需求渴望、關注的

心靈議題以及與人際的互動等。圖 4-11 呈現經由開放性編碼、主軸

編碼和核心編碼後的統整結果，可以看出夢反映的五件事情，繼續細

分下去，理解更多關於資優生個人的資訊。 

 

 

   

 

 

 

 

 

 

 

 

 

 

 

 

 

 

 

 

 

 

 

圖 4-11 三階段編碼的夢反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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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依照夢反映資優生的自我特質、日常生活、需求渴望、心靈

議題和人際互動等向度，依序說明之。 

 

壹、夢反映自我特質 

  整理資優生敘說的夢境經驗後發現，八位資優生在說夢時展現了

感官敏感、好奇、領導特質、想像力、同理、獨立、完美主義以及急

躁等特質。 

 

一、感官敏感  

  據研究顯示，夢境裡主要以視覺和聽覺為主，鮮少呈現其他感官

刺激（薛絢譯，2006々吳妍儀譯，2007）。在本研究中，八位資優生

的夢裡除了視覺的印象以外，也可接收到其他的感官資訊，分別包含

嗅覺、聽覺以及觸覺。與文獻探討中，張馨仁（2010）提到資優生具

有感官過度激動特質，其對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等的感

覺極為敏銳，不謀而合。 

 

A4-01-074 ……玩具開始說話，然後他說：你在一個玩具的世界…… 

     他們的植物就像我們玩芭比娃娃那個假的植物，味道居然 

     和真的植物一樣。 

A5-01-209（夢裡看到許多殭屍）還聽到很多殭屍在那邊吼的聲音。  

A7-01-398 （夢裡摸了金色裝飾的門）摸了感覺比較棒。 

A8-01-184 （夢裡那個黑影的溫度）很像人體的常溫。 

A3-01-232 （在夢裡被吸進電腦）應該是感覺麻麻的。 

 

二、好奇 

  資優生具有好奇的特質，對許多事物都保有探索的熱情與動機

（張馨仁，2010）。在訪談過程中，他們尌會揭露自己對夢境內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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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夢境意義的好奇與思索。尌連在夢裡，一樣展現這樣的特質，對夢

境裡的事物有探究的欲望。 

 

A3-01-229 吸進電腦去，就會很好奇裡面會有什麼。 

A4-01-188 就是比如說蛋糕，然後我就有去摸摸看，感覺是會動的阿。  

A4-01-138 就很好奇（想要看看床的溜滑梯下面有什麼）。 

A5-01-177 好奇吧！就好奇呀！就是因為不合邏輯想說為什麼要拼湊 

          出那麼奇怪的夢就會去想。 

A7-01-368（夢中）是因為好奇會想碰那個金色的東西。 

A7-01-403 平常好奇心就很旺盛。 

A8-01-060 （夢）裡面不知道有什麼，我就會很好奇。 

 

三、領導特質 

  Maker 將資優生的特質分為七大類，其中一項即為領導能力（引

自廖丹敏，2005）。在資優生的夢境經驗裡，也可看見他們領導特質

的展現。A4 在夢裡自己控制玩具，想要擁有一個世界，並且管那個

世界的人。討論夢境時，她也揭露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也想要成為同學

的 Leader（A4-01-110、A4-01-122）。另外，A7 在夢裡與同學們一起

乘坐任意門電話亭，他也都是那主導的人。 

 

A7-01-306 （好像是我按按鈕），也是我決定要去哪裡。 

A7-01-308 是我按按鈕；看不懂文字的時候，也是我去按，我同學他 

     們好像也沒有意見。 

A7-01-448 我比較希望能在自己比較有掌控的情況下行動。 

 

  他們在夢裡掌控主導權，反映出在現實生活中亦常展現的領導特

質。當與他們討論夢境時，這些特質的覺察皆來自於說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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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想像力 

  在文獻探討時亦提到資優生有想像過度激動特質，對他們來說，

在真實和虛幻中穿梭，更增添了他們的創意思考（Garrett, 2005）。這

種創意思考展現在夢境內容的編擬、夢帶來的功能以及對夢的高度興

趣等。 

 

A1-01-106 我現在有想要寫小說……，就寫跟夢境有關的，就女主角 

     聽了什麼音樂就進入夢鄉，之後就沒有再起來。 

A1-01-108……，那個時候我好像又做了什麼夢，印象深刻，我就問 

     他我可不可以把那個夢寫下去，他說可以，所以我就寫。 

A3-01-250 我記得那時候我好像一直夢想說發明一個可以到電腦裡面 

          玩的東西。（結果夢到了） 

A4-01-218 可能就是讓我更有創意啊，然後就會讓我去想一些奇怪的 

          事物，可能就會發明什麼怪東西啊。 

A5-01-020 我就是喜歡不合邏輯。 

A6-01-106 夢有一些是我們清醒的時候做不到的，然後有一些特別比 

     較好看或比較美麗的東西，我會想辦法把它記得，以後會 

     有用。 

 

五、同理 

  從資優生敘說的夢境裡，亦可發現資優生展現同理的特質。A4

設想玩具的情緒，同理它們的處境，為它們發聲々A8 則是同理夢中

黑影的想法，認為它躲起來有其目的，兩位皆自發性的展現同理特質。 

 

A4-01-166 都是人的玩具會讓我聯想到什麼？就是我在玩玩具的情 

          景，可能會猜想玩具他們的情緒是什麼？ 

A4-01-198 因為就是玩具如果他是人的話，他就可以告訴我們他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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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丟掉，或著被人家踩來踩去啊，然後這樣子人類就不可 

     能去欺負他們。 

A8-01-201（那團黑影不想被發現）因為被講出去的時候，可能很多 

     人會想要研究它、打擾。 

 

六、獨立 

  資優生在情意方面，易展現喜愛獨立的特質，他們會朝自己設定

的目標努力，不頇他人的催促也不依賴他人（郭靜姿，2000）。A2 在

夢中面對父母的消失，展現獨立的態度，也反映了她在日常生活中獨

立生活的經驗々A8 面對夢裡的黑影，即使它已改變為完成事情的助

力，但他仍希望自己做尌好。還有 A6 即使渴望有個能依賴的姊姊，

卻也希望她不要太照顧自己，有些事情要自己做尌好，三位明顯地展

現了獨立的特質。 

 

A2-01-272 對呀，就覺得他們，其實他們真的消失了，其實也不會怎 

         麼樣呀，也不會影響到什麼。 

A6-01-303 我就是想要那種會照顧我的姊姊，但是她也不能太照顧 

     我，要不然我以後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A6-01-307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的話我希望她可以不要直接告訴我，我 

     想要自己完成。 

A8-01-287 （不需要夢裡黑影的幫忙）我自己做就好。 

 

七、完美主義 

  有些資優生要求做事必頇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擁有完美主義的

特質（郭靜姿，2000）。A2 在敘說夢境經驗時，認為自己的夢都一定

要有完美的結局，展現了此項特質。 

 



226 

 

A2-01-438 我想要讓它有一個結局，我覺得沒有結局停在一半很奇 

     怪，就想要它有結局，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就是要有 

     結局。 

A2-01-440 最好是有一個完美的句點。 

 

八、急躁 

  A7 在討論分析印象深刻的夢境時，將「任意門電話亭」的印象

解讀為自己急躁個性的象徵，是個自我揭露特質的最佳實例。 

 

A7-01-322 就是，我就是急性子啊！所以做事都會覺得要很快啊！ 

A7-01-460 我不喜歡去不同的地方，是因為搭乘交通工具也要花時間。 

 

貳、夢反映日常生活 

  當八位資優生敘說自己的夢境內容時，許多夢中的場景或人物的

出現與互動，甚至是印象片段的聯想與探索，都與資優生日常生活有

關。我與協同編碼者反覆討論後，決定將此向度分為個人作息興趣、

家庭生活以及學校生活等三方面，藉此來反映資優生的日常生活。 

 

一、個人作息和興趣 

  八位資優生的夢境內容，出現許多自己帄常的興趣，例如看電

視、漫畫、電動或者書籍々而在敘說夢境經驗時，也有資優生會闡明

自己最近的生活步調或作息。這些都是代表「個人」的日常生活。 

 

A1-01-012 最近是忙到連作夢都沒時間，最近就越來越累。 

A1-01-028 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身體不舒服啊，不爽的時候也會做 

     噩夢，而且不爽的時候反而睡更少。 

A1-01-018 有時候可能會無緣無故夢到漫畫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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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1-060 夢到比較在玩的那一種，玩遊戲，或者玩那種遙控車或電 

     動吧。 

A3-01-310 那時候讀到一本世界經典全知道，所以想到地球自轉吧。 

A5-01-247 就是我那陣子很喜歡看陰屍路。 

A7-01-320 就是因為那一齣電視劇，讓我夢到了這個電話亭。 

A7-01-378 我有看尋寶記，有一集就是犯人要開槍的時候，警察突然 

     冒出來，感覺很像那個畫面。 

A8-01-207 催狂魔，因為以前我看過阿茲卡班的逃犯，電視版的。催 

     狂魔之吻。 

 

二、家庭生活 

  除了個人的日常生活，這些資優生的夢境也常出現家裡的場景、

或者與家人關係的展現。 

 

A4-01-140 溜滑梯會讓我聯想到什麼？就是有一次媽媽帶我去一間飯 

     店，它的床就是在一個溜滑梯的上面。 

A5-01-325 會想到那陣子假日我媽會去菜市場買地瓜烤給我們吃啊！ 

A6-01-024 因為我以前想說，我爸媽那時候離婚了，所以呢，我可能 

     就是因為這件事感覺悲傷，所以呢，我都一直做悲傷的夢。 

A6-01-337 結論應該是我希望我妹妹獨立一點點然後呢我也希望我也 

     有一個姊姊可以在我要幫助的時候幫助我。 

A7-01-066 常常夢到關於家裡，只是發生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A7-01-211 遊樂場很像是我家的書房，感覺像是。因為我常常在那邊 

          寫功課，所以夢到的遊樂場，很像代表我的房間。 

A8-01-074 那時候我正在客廳裏面，我媽媽正在廚房裡面煮菜，然後 

     我媽媽叫我去房間裡面拿一些東西，那我就好，就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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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生活 

  有些資優生亦闡述了自己夢到學校生活的內容，可能是夢到同

學、學校的場景、學習的內容甚至也有的夢到了資優班。 

 

A1-01-078 （熟人）天天相處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夢到。 

A1-01-102 夢到我同學跟別的女生告白，因為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有 

     把它記錄下來。 

A2-01-176 夢到好朋友，然後我們玩了好久，後來我們就去吃冰。  

A7-01-243 同學們都很用心寫功課，沒有人去玩。 

A7-01-066 我就夢過資優班，小優跟另外一隻老鼠生了二十幾隻。 

A8-01-310 應該說那件事，因為磁鐵可以互相吸，想辦法可以吸上來， 

     但我拿一個磁鐵一直吸，卻吸不上來，之後加強它的吸 

     力，它就吸上來了。 

 

參、夢反映需求渴望 

  Jung 認為夢能嶄露自己對各項事物的需求與意圖（引自龔卓軍、

曾廣志、沈台訓譯，1997）。受訪的八位資優生亦在說夢時，揭露了

自己內心的需求與渴望。有的是需要陪伴、有的是渴望認同、有的是

渴求自我實現。 

 

一、陪伴 

  在資優生敘說自己渴求陪伴時，同時也揭露了自己與家人的關

係。身為獨身女的 A4，告訴了我會需要陪伴，是因為沒有手足可以

陪著一起玩耍々A6 則是希望有個姊姊能陪伴自己，照顧自己，讓自

己也能擁有身為妹妹的依賴。 

 

A4-01-212 因為我很孤單啊，回家就是沒有伴，然後就是希望他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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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我的朋友。 

A4-01-216 我對娃娃說你好嗎？我就故意裝別的聲音假裝他在回答。 

A4-01-204 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的話，還是希望，就是比如說我是獨    

     生女，回家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不能跟其他人玩，然 

     後就希望那個玩具復活可以跟我一起玩。 

A4-01-226 就會想到自己很孤單啊，希望自己有朋友，就是回家的時 

     候就不會一個人在哪裡不知道該要做什麼。 

A6-01-299 我常常也會這樣想。像我前幾天我都看到那種姊姊帶著弟 

     弟，我都想說為什麼我偏偏是妹妹而我要照顧妹妹而不是 

     有一個姐姐來照顧我。 

 

二、認同 

  資優生雖在許多方面較容易有優異的表現，但他們仍然希望能獲

得他人的認同。A3 怕被別人笑，希望自己做的事情不會被人家覺得

笨々A4 希望能獲得夢裡人物的歡迎々A6 則是希望有姊姊的陪伴但這

位姊姊能認同她所畫的東西，而不是一直嫌棄。 

 

A3-01-374 只是如果被別人覺得自己很笨會越來越不想做這件事。 

A3-01-426 應該現在我做的夢都跟現在的年紀不合，怕會被別人笑。 

A4-01-242 後續會像愛麗絲這樣子，就是可能會突然回到那個世界 

     啊，然後可能他們都還記得我，然後就是很歡迎我。 

A6-01-287 因為那時候我還承認我還沒想到，我甚至覺得如果我在畫 

     的時候別人在我旁邊看的話，如果我畫不好我怕他就一直 

     說，然後呢他就一直嫌東嫌西會讓我覺得這幅畫應該不應 

     該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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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實現 

  在進行八位資優生的訪談中，也能聽到他們對於成功的希望與想

像。總渴求自己能更好，展現了自我實現的動機。 

 

A3-01-250 我記得那時候我好像一直夢想說發明一個可以到電腦裡面 

     玩的東西。 

A3-01-376 因為夢可能會，代表我以後可能會發明啊。 

A4-01-218 可能就是讓我更有創意啊，然後就會讓我去想一些奇怪的 

     事物，未來就會發明什麼怪東西啊？ 

A5-01-401 我是覺得說在這種年紀沒有辦法彩繪自己的人生，沒有辦 

     法決定自己的人生要做什麼。可是要到高中那個時候有能   

     力有錢了什麼都有了，然後才能開始揮霍。 

A8-01-281 我想要把黑影移除，讓我可以做好事情。 

A8-01-241（好表現）當然是希望啊！但沒拿到也不會太勉強。 

A8-01-268 我感覺那個東西，可能是壓力。可能是我沒做好一些東西， 

     它就會過來壓我。 

 

  Maslow 於 1943 年提出了需求層次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

次，由低至高依序為〆生理需求（Physical need）、安全需求（Safety 

need）、愛與歸屬需求 （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自尊需求

（Esteem need）、自我實現需求 （Self-actualization need）等（楊依

璇，2009）。若將夢反映資優生的三種需求對應到 Maslow 的需求層

次論可發現〆資優生需要陪伴的需求是 Maslow 第三個社交需求的層

次，希望能與他人有隸屬關係々資優生渴求認同的需求是 Maslow 第

四個自尊需求的層次，希望能獲得他人的認可與尊重々最後資優生渴

求自我實現的需求尌與 Maslow 第五層次的需求同名。這樣的連結，

代表資優生從夢中反映出較高層次的需求滿足與實現。或許對資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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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現場來說，是個思考如何提供資優生教育服務的參考依據。 

 

肆、夢反映心靈議題 

  Sisk（2008）建議教育者應帶領學生討論心靈議題，以探索學生

多元的殊異性。在本研究中，我透過探問資優學生的夢境經驗，也看

見了夢反映他們關注的心靈議題，包含對生死學的思考、對情感的疑

徬、對夢的反思、以及對道德是非觀念的價值澄清等。 

 

一、生死的探詢 

  與 A5 探究夢境經驗，然後演變成討論生死問題，如果沒有當初

夢境的討論與聯想，很難發現他對生死和存在的議題如此關注。 

 

A5-01-351（陰屍路的夢）就是會去想說死亡的過程或者是生死的那 

     個循環。 

A5-01-387 想過我們都會死，可是在死之前人生的意義，就是死之前 

     人生到底能拿來做什麼？ 

A5-01-389 因為想到這個就會想到我們人類真的很渺小，生跟死只是 

     一種循環而已。對宇宙來說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種活 

     動。可是因為我就是我，雖然我很渺小但是我能做什麼？ 

     我能在這人生有限的時間做什麼？ 

 

二、情感的探詢 

  對於情感的疑徬，也在 A1 和 A6 心中迸發。不過兩者的情感範

疇並不完全相同。A1 思考的是自己為何那麼傾心於那位男同學，A6

則是思考父母的婚姻。 

 

A1-01-238 實在太喜歡他了，我也覺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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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01-026 思考大人他們要離婚，為什麼要離婚？ 

 

三、夢的探詢 

  資優生在帅時即開始思考夢境的來由。這種對夢的探詢，同樣也

是對心靈的關注（Wollmering, 1997）。 

 

A1-01-046 我好像有問過他們（父母）為何會作夢？ 

A5-01-030 我會這樣想，是什麼時候讓我有迸出這種想法，是潛意識 

     嗎？ 

A6-01-030 小的時候我想說，為什麼我們偏偏要作夢，作夢只會讓我 

     夢到一些傷心的事情？ 

 

四、道德是非的探詢 

  A4 在敘說自己的夢境經驗時，除了揭露自己對陪伴的渴望，也

透過夢境內容闡述了自己對於道德是非的思辨，而這些是屬於她關注

的心靈議題。 

 

A4-01-060 因為水果能變成人的話，這樣很特別。然後他們會做一些 

     事情，可能就是告訴我們做什麼事情是好的，什麼事情是 

     壞的。 

A4-01-056 我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看到許多很奇怪，就是都會變成    

     人，那個他們就告訴我說。那個地方叫水果村，那邊的什 

     麼食物什麼的都是水果，不可能是其他東西，然後他們說 

     他們那邊還有一個國王，然後做錯事國王就會把他關起 

     來，如果是好事的話國王就會給他東西。 

A4-01-066 可能就是要告訴我們，種水果或什麼食物的時候，就是不 

     要給它加農藥什麼的，如果人吃了，沒有洗乾淨的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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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毒。 

 

伍、夢反映人際互動 

  由探究資優生「說夢」的關係列可發現，他們願意分享的對象以

及願意分享的理由，都顯露出他們與這些人的關係與互動。統整八位

資優生的關係列後，共可分為〆僅自我記得、會與友伴分享、會與家

人分享等。此外，有些資優生並不分對象，可與所有人分享自己的夢，

將在後面討論之。 

 

一、僅自己記得，不太與他人分享  

  A3 和 A8 不太與人分享自己的夢，兩人皆表示雖常與朋友聊天，

但較私密的想法尌不太會跟朋友分享（A3_1010628 即時、A8_1010629

即時）。其中 A8 印象深刻的夢都是負面的，回想起來還是有些害怕，

所以分享出來的意願並不高々A3 則是在帅稚園會與他人分享，但越

長大越不喜歡分享。 

 

A3-01-424 現在就很少（跟別人說夢）。 

R-01-425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A3-01-426 應該現在我做的夢都跟現在的年紀不合，怕會被別人笑。 

 

二、會與友伴分享 

  A1、A2 和 A7 會把自己的夢與友伴分享。其中 A1 會把自己重要

的事情分享給朋友知道々A7 則把夢當成是聊天的話題，希望能說出

來讓大家笑一下，營造輕鬆的氛圍々A2 則是在小時候與父母分享自

己的夢，卻得到消極的回應，所以長大之後尌轉為向友伴分享。 

 

R-01-427 那你平常會跟別人聊自己的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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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428 好的會壞的都會。 

R-01-429 通常跟誰聊？ 

A2-01-432 爸爸媽媽不會！朋友吧！ 

R-01-433 為什麼只跟朋友聊？ 

A2-01-434 因為跟爸爸媽媽聊他們都會說很無聊，或是說什麼：唉喲！ 

         想那麼多，反正一定不可能啊！ 

 

三、會與家人分享 

  A6 會跟媽媽和妹妹聊夢，然後一起串成一個故事，甚至會三個

人一起笑到喉嚨沙啞（A6-01-393、A6-01-401），訪談後徵求 A6 的同

意，與 A6 的媽媽聊到這件事情，媽媽也向我分享他們在家裡聊夢的

經驗，展現出母女們深厚的情感（A6 媽媽_1010630 即時）。 

  另外，A4 和 A5 則是會向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夢。A4 認為把

夢分享出來給大家知道，大家才會有靈感，去發明一些奇怪的東西

（A4-01-286），而且對她來說，「能分享夢給別人知道就是很開心阿

（A4-01-294）。」A5 則是認為把夢分享出來，才有釋放的感覺

（A5-01-048），所以他也一樣不限對象，皆可分享自己的夢。 

 

陸、小結 

  只要與資優生聊一個夢，聊完後你可以了解這麼多反映在夢裡的

資訊。其中一位協同編碼者 B3 在輔導學生時，也徵求學生的同意與

學生聊夢，結果當學生進行自我詮釋的時候，無形中反映了關注的議

題，進而釐清了原本遇到的疑徬（B3_1010611 編碼）。這些關於資優

生公開或私密的資訊，有時候都在聊一個夢時，顯現出來。以下將整

理八位資優生反映在夢裡的自我訊息，如表 4-2 所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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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八位資優生在夢中反映的自我 

   

    若將此表對照「在夢之外」的八位資優生，可發現兩者之間相關

度高。換句話說，跟資優生聊一個夢，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自我映照其

編碼 
反映 

自我特質 

反映 

日常生活 

反映 

需求渴望 

反映關注的 

心靈議題 

反映 

人際互動 

A1 好奇 

想像力 

反映個人作息

興趣 

反映學校生活 

(尚無發現) 情感 

夢 

與友伴分享 

A2 獨立 

完美主義 

反映學校生活 (尚無發現) (尚無發現) 與友伴分享 

A3 感官敏感 

好奇 

想像力 

反映個人作息

興趣 

認同 

自我實現 

(尚無發現) 僅自我記得 

A4 感官敏感 

好奇 

領導 

想像力 

同理 

反映家庭生活 陪伴 

認同 

自我實現 

道德是非 與所有人分享 

A5 感官敏感 

好奇 

想像力 

反映個人作息

興趣 

反映家庭生活 

自我實現 生死 

夢 

與所有人分享 

A6 想像力 

獨立 

反映家庭生活 陪伴 

認同 

情感 

夢 

與家人分享 

A7 感官敏感 

好奇 

領導 

急躁 

反映個人作息

興趣 

反映家庭生活 

反映學校生活 

(尚無發現) (尚無發現) 與友伴分享 

A8 感官敏感 

好奇 

同理 

獨立 

反映個人作息

興趣 

反映家庭生活 

反映學校生活 

自我實現 (尚無發現) 僅自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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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時也發現每位研究參與者有不同程度的展現，從這點可了解不

同夢者敘說夢境經驗仍存在著殊異性。 

 

第三節 夢帶給資優生的功能 

  資優生在敘說自己的夢境經驗時，除了揭露自己對夢的認知與詮

釋，也會表達對夢抱持的態度。其中，八位資優生在闡述自己「對夢

的態度」時，皆提到了夢帶來的功能。統整資料以及編碼後歸納，共

有六種夢的功能，包括了解自我、發揮想像、宣洩情緒、滿足需求、

娛樂以及複習生活等，如圖 4-12 所示。以下將分別說明之〆 

 

 

 

 

 

 

 

 

 

 

 

 

 

 

圖 4-12 夢帶給資優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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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了解自我 

  資優生認為夢能增進自我的理解。有時候的夢境內容，會顯現日

常生活的情形，或者在夢裡看到自己的行為了解個人特質、也有可能

夢裡會出現自己喜歡與不喜歡的東西，這些都是包裹在個人之外的資

訊，讓我們從夢中看見。例如〆 

 

A4-01-256 可能就會了解自己的個性，自己的生活……。 

A5-01-451 嗯.......因為潛意識就是展現於自己。我看過一本書上面寫 

     說 夢是了解自己最好的捷徑 就是能知道你是怎樣的人 

     所以才會做怎樣的夢。嗯，應該是夢就是在陳述你自己 

     吧！ 

A6-01-383 應該是讓我更了解自己。 

A6-01-387 我希望有個姊姊是在分析之前，可是在分析之後才比較知 

     道想要哪一種的姊姊。 

A8-01-302 就像剛剛（模式解夢）一樣，我就了解那些是壓力。 

 

  A1 甚至自己歸納了「淺夢深夢、好夢壞夢都能了解自我」的論

述。 

 

A1-01-276 比較不淺的夢就能了解自己吧。 

A1-01-278 淺的夢就夢到想要的喜歡的之類的。 

A1-01-280 所以好像可以，噩夢也可以，就是夢到我怕的東西，就知   

     道我怕這東西。 

 

貳、發揮想像  

  在第一章第一節介紹研究緣起與動機時，列出了許多名人的夢

境，讓我們從中看見了驚人的創造力。對於資優生來說，他們也在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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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也許是作夢時大腦的不受限，可以讓我

們跳下一棟大樓之後不會受傷，反而可以繼續遨遊天空，這種自由想

像也正是創造性過程所需要的（薛絢譯，2006）。整理訪談的資料發

現，「發揮想像」的功能又分成用三種角度來切入，分別是〆發揮想

像對未來設計的幫助、對發明的幫助、刺激創作的靈感等。 

 

一、對未來設計的幫助 

  A6 主動提出自己對未來的規劃，夢能幫助自己做好設計的工作。 

 

A6-01-102 我覺得如果我多看一些夢的話，我以後如果想要做什麼設 

          計方面的話，比較有類似的構想或概念吧。 

A6-01-106 夢有一些是我們清醒的時候做不到的，然後有一些特別比 

     較好看或比較美麗的東西，我會想辦法把它記得，以後會 

     有用。 

 

二、對發明的幫助 

  A3 和 A4 皆提到夢可以刺激自己的想像，發明一些東西。 

 

A4-01-218 可能就是讓我更有創意啊，然後就會讓我去想一些奇怪的 

          事物，可能就會發明什麼怪東西啊。 

A3-01-250 我記得那時候我好像一直夢想說發明一個可以到電腦裡面 

          玩的東西。 

A3-01-258 因為，因為進去（遊戲）的話可以讓那個玩家體驗更深。 

 

三、刺激創作的靈感 

  A1 想要把夢境寫進自己創作的小說裡，A4 則是繪畫時都會思考

夢過的東西，兩者都利用夢刺激創作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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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106 我現在有想要寫小說，就只是寫好玩的，故事內容跟夢境 

          有關的，故事的女主角聽了音樂就進入夢鄉，然後就沒有 

          再起來。 

A1-01-108 就一個網友起了一個頭，我就看到那個名字，他本來是想 

     寫恐怖小說，可是我看到我有另一個想法，女主角一直在 

     夢境會如何，我就越想越多，那個時候我好像又做了什麼 

     夢，印象深刻，我就問他我可不可以把那個夢寫下去，他 

     說可以，所以我就寫，裡面就放一些我的跟他的。 

A4-01-260 就是我畫畫，老師如果要我們畫一隻魚的話，然後我就會 

     想一下我夢裡面的魚可能會長的怎樣子，那可以參考。 

 

參、宣洩情緒 

  夢，除了會引發醒來之後的情緒，也是宣洩情緒的出口（吳妍儀

譯，2007）。本次訪談中，也可聽到資優生提出相關的概念。A6 認為

自己不快樂的事情都會透過「夢」說出來，釋放負面情緒，讓自己變

快樂。而 A4 則是認為只要把夢說出來，抒發自己內在的心情，尌會

很開心。 

 

A6-01-363 如果前幾天發生什麼不快樂的事的話，作夢是把話說出 

     來，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A4-01-294 能分享夢給別人知道就是很開心啊。 

 

肆、滿足需求 

  Freud 認為，夢可以滿足睡者內心的渴望（孫明之譯，2000）。整

理了資優生敘說的夢境經驗後，也可發現許多資優生的需求被夢滿足

了。例如身為獨生女的 A4，需要有人陪伴，來擺脫孤單，夢中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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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水果全部都變成像人一般，陪她玩耍。 

 

A4-01-212 因為我很孤單啊，回家就是沒有伴，然後就是希望他們變 

          成我的朋友。 

 

  A7 在日常生活中做事很急，到了夢中有個任意門電話亭可以快

速的帶他到好多地方，不必浪費交通的時間々不僅如此，即使在夢裡

被警察追，警察的速度也會變慢，讓他有時間可以逃進電話亭，趕快

到下個地方去々還有他在日常生活中害怕雲霄飛車，但進入夢中卻不

怕了（A7-01-275、A7-01-322、A7-01-427）。 

  這種在日常生活中會恐懼，卻在夢中不怕了的經驗，A3 也有。 

 

A3-01-084 就是我夢到我阿媽家變成有死人的那種占駐所，就有一個 

          人來看他媽，然後那個骷顱頭還會說話。 

A3-01-118 然後就有人說要找他媽媽，然後我就跑上樓跟他講。然後 

          當時好像我就感覺我好像一點都不怕的感覺。 

 

  還有，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願望，到了夢裡尌可以滿足你想

實現的需求。 

 

A1-01-056 至少在夢中可以實現我想要的。 

A1-01-070 現實想要的在夢裡實現。 

A1-01-282 我覺得都是靠夢來實現願望，現實實現不了的。 

A3-01-368 可能就滿足自己的夢想。 

A3-01-376 因為夢可能會，代表我以後可能會發明啊。 

 

  甚至 A1 認為，夢裡如果沒有實現願望，反而先實現了壞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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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至少可以讓她先遇到，有個心理準備，是以正向的態度來看

這個夢的功能。 

 

A1-01-196 我有時候覺得不希望會發生的事情，至少在夢裡遇過，在 

          現實知道會比較好一點。 

 

伍、娛樂 

  夢裡的創意與不合邏輯，也可以帶給資優生有趣的感覺。當無聊

的時候，他們尌把夢翻出來，當作自己腦袋裡的一個娛樂，甚至還可

以當作跟朋友聊天的話題，以此消除無聊。 

 

A3-01-416 幫助喔，就如果無聊的話可以想，那會讓自己比較不會那 

          麼無聊。 

A5-01-004 我就記著啊！因為就記著好玩嘛！ 

A5-01-098 可是還是好玩啊！還是會想要玩玩看，有時候會想要甚至 

     覺得說讓自己在夢裡面然後知道這是夢，不是真的，然後 

     在夢裡面大亂一翻。 

A7-01-472 有的時候就開個玩笑這個想法，當然沒有被採用，但我還 

     是常常會把夢裡的想法當開玩笑說出來。 

 

陸、複習生活 

  若從生理的角度來聊夢的功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尌是清醒

時所習得的資訊，會在睡夢中加以複習，進而固化記憶（吳妍儀譯，

2007）。換句話說，夢會幫助我們溫故知新。同樣的概念，A5 也在訪

談時提到。 

 

A5-01-060（夢）有時候就會複習今天學過的東西吧！就是今天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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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摸到的或是玩到的之類的東西。 

 

柒、小結 

  夢，是了解自我的途徑，屬於個人顯露或私密的資訊都在夢裡上

演，無所遁形々夢，也是可以盡情發揮想像的空間，它那不受限制與

不合邏輯的特色正是迸發創意的最好要素々夢，也能宣洩情緒，為你

累積在心裏的喜怒哀樂發聲々夢，還能聽見你潛藏在心裡的渴望，幫

助你夢想成真々夢，也可以當作是一種娛樂，無聊時可在腦裡玩味的

消遣々夢，還可以成為你的記事本，幫助你複習日常生活所接收的訊

息。這些功能，讓夢在這些資優生身上發揮價值與效益，也讓夢不只

是夢而已。 

 

 

第四節 研究者的「夢」 

 

愛麗絲在夢境裡迷了路， 

她問〆「你可否告訴我，我該往哪條路走〇」 

露齒而笑的貓說〆「那要看你想去哪裡。」 

──Lewis Carroll 

 

  進行研究的過程，一直覺得自己跟愛麗絲的故事有所雷同。她在

作夢，我也在作「夢」々 她在夢境裡迷了路，我在研究中一路走來，

也歷經好幾次迷惘，找不到出口。她在自己的夢裡醒著，而我是醒著

進入人家的夢，等到研究將近尾聲，才發現這一路走來，我一直用微

笑的貓告訴愛麗絲的話，「我到底想去哪裡」來檢視並思索自己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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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節，我整理了研究日誌，呈現三個主軸的思索，分別是「在

研究中多重角色的釐清」、「對資優生心靈研究的初衷」、「研究後續還

想做的事情」等。或許目前的我仍然無法確定是否已經找到夢的出

口，但我很確定的是，正在作的「夢」尌是我想要前往的方向。即使

研究已經完成，對探究資優生夢境的熱情也絲毫未減。 

 

壹、「夢」的不只是自己──研究中的多重角色 

  翻閱著研究以來的日誌，其中發現不斷釐清的是研究中的多重角

色，我一直在問〆「我是誰〇」因為在這篇關於夢的研究中，我是我，

但不能只是我々我會作夢，但要探究的不是我的夢々我是研究者，但

不能只是研究者，還必頇對研究參與者有多一份的了解與關係才能深

入聊夢々我是資優班老師，但不能只是資優班老師，還必頇小心處理

權力不對等的師生關係々我是訪談者，但我不能只是問，還必頇聽，

並且給回饋，然後與研究參與者共圕夢境的詮釋。 

  在多重角色之下，我到底是誰，我很疑徬。這種疑徬不只來自於

「多重」，也來自於「個別」角色。例如〆我是研究參與者的老師，

常常在與他們聊夢時，內心會浮現過猶不及的徬徫疑慮，我該與他們

聊，還是只是聽〇除此之外，我也是碩士班的研究生，在進行研究時，

必頇要面對初出茅廬的不確定性，時常徘徊在拿捏研究的分際之間。 

 

  對學術研究的範圍與界線仍然很模糊，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

可做的到多少？哪裡就該停？哪裡要更多？寫的時候哪裏要引經據

典？哪裡要呈現自我的聲音？哪裡要強結構？哪裡要弱結構？種種

的問題一再的縈繞心頭，或許因為我是初出茅廬的研究菜鳥，沒有經

驗的就像在黑洞裡摸邊，是在找黑洞出口，也像在找入口。我出不來，

也進不去，所以徘徊。但責任告訴我，我必須穩定下來，無法放任自

己如此，所以我必須開始試了。當我開始試了，可能就會知道有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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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過頭了，有些地方還不及，但至少我試誤了之後，就會漸漸清楚

（R_1000801 日誌）。 

 

  兩者的疑徬一交集，尌呈現了另外的思索。到底他們單純只是我

研究上的資料，還是我正在透過研究來協助他們的學習與輔導〇與他

們聊夢，是用多元的方法了解他們〇還是仍然帶著預設的框框進入他

們的夢裡〇我是研究者，我也是資優班老師，我該如何處理師生關

係，在心裡的聲音已經不下數百遍的響起。 

  指導教授和口詴委員總給我許多提點，要我與研究參與者聊夢，

同時也要進入他們的生命中。所以我可能不只是個研究者，同時也與

他們一同看見夢中呈現的生命面貌。同儕評鑑時，同儕希望我能確定

研究視角。也尌是說，在具備多重身分彼此交錯之下，我仍然有個確

定的視角來看這篇研究。所以不管我是研究者或是教師，我都能與研

究參與者共同看見研究想要探究的結果。在編碼時，與協同編碼者討

論師生關係的處理，然後獲得了珍貴的思考。 

 

  師生關係反而是一種優勢。因為我對孩子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

與他們有一定程度的關係，無須重新建立，也無須重新探索，避免掉

一些陌生的心理師在聊夢的前導期。在了解夢境經驗時，可更快找到

方向。但我必須重複向他們確認研究論述，以避免自己的主觀意識，

影響了自己了解屬於他們自身的真實（R_1010606 日誌）。 

 

  最後，我詢問研究參與者的想法，當我們在聊夢時，他們眼中是

怎麼看待我的角色〇從他們的回答中發現，我不是老師、也不是在做

研究，我是一個跟他們一樣很有興趣想要多了解夢的人。所以他們說

自己的夢，也期待聽我有什麼看法。這是他們眼中的我，所以當我重

複請他們檢核研究論述時，他們會覺得尌是一再閱讀自己的夢呈現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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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資訊（R_1010712 日誌）。 

  原來，我持續思索研究中的多重身分，反而是幫助自己更小心謹

慎看待研究中呈現的資訊。我是夢者，跟研究參與者一樣對夢有所好

奇々我是他們的夥伴，共同探究夢的意義々我是他們的老師，延伸了

課堂之外的訊息讓我們更了解彼此々我是研究者，與他們聊夢，共同

建構對夢的想像々我也是他們生命的參與者，一同體現更多的洞察，

並為他們的心靈帶來正向的回饋與支持。因為每種身分都存在意義，

讓我更能在研究中看見屬於研究參與者的資訊，並且更要求自己忠實

呈現這些探究的結果，重視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這種多元又開放的

師生關係，讓研究「夢」的不只有我自己，還有研究參與者也一起。 

 

貳、原來這不只是我的「夢」──眾家學者研究的初衷 

  從決定研究主題之後，不停在心裡浮現的還有對研究的疑慮。一

路走來，持續懷疑自己、不確定性，每次都會問自己〆「這研究真的

可以做下去嗎〇」 

 

  有可能是因為陷入夢這麼抽象又難進行的主題，每天夾雜在需要

靈感、靈感來了又駁回自己、擔心受怕、覺得自己各方面準備不夠、

不知如何下筆等的負面情緒，都快忘記了當初對學術研究是有何等的

喜愛和堅持了（R_1000725 日誌）。 

 

  反思自己的反思，發現不停的疑慮主要有兩大點，分別是「夢的

主題太過抽象」以及「沒有太多可參考的文獻」。每個人聽到我要做

的研究都會說〆「這個主題好有趣。」，或者說〆「沒有文獻參考，真

好。你可以想怎麼做尌怎麼做。」但是身為研究者的我，常常會在作

夢中迷了路，找不到方向也找不到出口，換句話說，沒有文獻參考好

像是怎麼做都好，但是不是也意味著怎麼做都不夠好〇我把這些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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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在日誌裡，或者如果有人問起我的研究，我尌會分享出來，聽聽

別人的回饋，很感謝大家總是慷慨解囊。 

 

  那天在系辦門口遇到從美國休假回來的恩學姊，恩學姊聽到我的

研究之後說：「這真的很適合研究。我有一個學生，都會主動跟我聊

夢，每次聽完他的夢都會發現很多東西。你要好好做下去啊！」聽完

學姊的回饋，讓我好有動力繼續做下去（R_1001028 日誌）。 

 

  「進入你與受訪者的互動與夢的對話中，也讓我自己重新關注了

什麼是真實」（C1_1010711 修稿）。 

 

  除了從別人的回饋可以澄清自己的疑慮，在閱讀相關文獻時，也

可讀到學者們對於心靈研究的思考與初衷。不僅可以帶給我心靈上的

鼓舞，也可讓我思辯自己的研究方向，越辯越明。 

 

  仁學長在論文中提及很多人聽到他要研究「死亡」的主題，有很

多擔心。他表述了自己對死亡議題的想法與堅持，他在說服論文的讀

者，同時也讓我感覺他似乎在說服自己。而我也需要這樣的說服！我

的研究「夢」的主題，也常常招來許多人的擔心。畢竟這是一塊連夢

領域的學者都無法百分之百篤定去碰的地方，我這個半路殺出來的程

咬金卻想去咬這塊金，到底研究最後我咬到的是什麼金，也沒有任何

人可以幫我拍胸脯保證，那我到底在堅持什麼？我一直認為，或許有

研究是非常嚴謹的聊夢的種種，而夢也被認為是在探討人的潛意識。

但我們平常在跟身邊的人在聊夢的時候，並不是以這些研究為背景來

談，我們可能有些想法、有些衝動就有動機想要對別人分享晚上這個

只能自己獨享的時刻，夢占據了我們夜間大半的時間，我們卻只能獨

自看見其中的風景。當我們把它分享出來，大家笑笑或給些回饋，馬



247 

 

上又繼續日常生活的步調，這樣的生活常態並不包含在揭露潛意識下

的恐懼和擔心，而我也無意也無能要碰觸這塊。我只是想知道我們平

常人會這樣做，而這群心靈敏感又具備心理過度激動特質的資優生

們，他們又是怎麼看待這麼在心靈之處具備神秘又創意無限的夢？故

我不是想他們在我面前揭露深藏在意識之下的東西，而是分享他們平

時的夢境，以及他們自己如何看待這樣的夢境、他們的感受、他們的

詮釋、這樣的作夢對他們的自我有的特質有什麼意義，如此爾爾

（R_1000801 日誌）。 

 

  閱讀文獻，彷彿尌在與文獻對話，然後將這些對話紀錄整理在研

究裡，有眾家學者的觀點，也有我自己的看法。那些顯露在外或隱晦

其中的意涵全部躍然紙上，好像真的聽見了彼此的聲音，在討論這個

研究發現，在交流彼此對研究的初衷與熱情。我堅持進行這個既抽象

而又幅員遼闊的夢領域，所以漸漸可以理解那些學者當初進行研究的

想法，而他們也能懂我。 

 

  看見他們披荊斬棘的過程，踏上他們已經開展的道路，然後走到

自己覺得已經準備好了之後，往另外一塊黃土走去，開創屬於我自己

的新路和風景。我這樣期許自己，讓我對現在落後的進度能安心些，

也對未來有更多的憧憬些（R_1000801 日誌）。 

 

  閱讀到眾家學者的文字，發現我們的共鳴，當找到同伴，知道自

己不是孤獨的，有種可以往前衝的效用。突然間尌勇氣百倍，我想這

是當初每個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始料未及的吧〈 

    我們共同秉持著對心靈研究的初衷，對夢境的好奇以及對研究參

與者的關注，繼續探究這個領域。原來這不只是我的夢，還有好多學

者一起做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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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要繼續「夢」了──研究後續想做的事 

  研究的過程，除了有研究者必頇面對的孤軍奮戰，其實還有許多

人員也一起參與研究，包括協同編碼者以及負責評鑑的同儕們。他們

在本研究付出的努力，常常讓我在研究的漫漫長路，獲得鼓舞。 

 

  今天我真的很感動，三位協同編碼者都竭盡己力的在為我的研究

付出。我發現他們三位在本次討論的角色有其獨特性，B1 直接從夢

的觀點與理解出發、B2 從心理諮商及反思（如果是我）的角度來看、

B3 則從資優教育以及老師的角度來思考，三位幫助了我從不同面向

討論夢境中的資訊，我真的感謝他們，好感謝（R_1010606 日誌）。 

 

  本研究共召開四次的協同編碼會議，足足累積了１３個小時的討

論。我們針對研究的資料進行編碼，過程中大家常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每次都能很快取得共識。這是一個新成軍的編碼團隊，卻有著極

佳的默契在共同參與研究，到了第三次會議，我們開始討論未來繼續

合作的構想。大家都是對夢好奇的人士，聚在一起又能進行知性與感

性的討論，所以大家約定好待本研究結束後，要繼續固定時間聚會，

開拓更多關於資優生夢境領域的研究。 

  除此之外，身為研究參與者的資優生們，也是本研究的共同成

員。他們分享自己的夢，交流想法，共同詮釋，我們是一起完成本研

究的。尤其在過程中他們必頇反覆檢核逐字稿和研究論述，在繁瑣的

程序下仍能盡情跟我分享他們的所思所得，同時 A4 也向我提出未來

課程上的建議，「我們之後可不可以開探討「夢」的課？讓大家可以

一起討論（R_1010525 日誌）」這些分享都成為未來在學生的學習與

輔導上重要的參考依據。 

    身為資優班教師的我，必頇正視他們敘說的夢境經驗中發現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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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如 A8 詮釋夢中黑影是壓力的象徵，A4 揭露自己為獨生女的

孤獨、A6 渴望能獲得依賴、A2 的完美主義特質、A1 自己的另外一

面，這些都是情意輔導的素材來源々還有 A7 講求效率的性格、A3

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興趣及對成功的渴求、A5 對生死學的關注與思索

也都是未來在針對個別學生的學習需求時，可設計的方向與目標。 

    故，研究雖將近尾聲，但生命與夢仍持續進行。我從探究中獲得

的答案或許又是下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值得高興的是，總有方向、

總有問題可以供我探索求知，讓我能透過夢更了解生命、更了解關注

的人群。尤其在探究過程中，持續加入的夥伴，與我一起同行，這種

因夢而在彼此生命有了交集的體驗，是支持我和夥伴能繼續夢下去的

動力，所以我們要繼續、繼續在夢裡醒著，如同愛麗絲，如同那隻趕

時間的兔子，我們一起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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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此章共分兩節。第一節整理「國小資優生夢境經驗」的研究發現，

撰寫研究結論々 第二節則針對研究遇到的限制與對資優實務現場以及

未來研究的建議，進行說明。希冀透過本章節，將國小資優生的夢境

經驗研究做總體性的回顧，也展望未來的資優教育能更關注資優生的

內在心靈。 

 

 

第一節 結論 

 

從前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 

翩翩飛舞，遨翔各處，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莊周。 

忽然醒過來，自己分明是莊周。 

不知道是莊周作夢變成蝴蝶〇 

還是蝴蝶作夢化為莊周〇 

                               ──莊子（引自傅佩榮，2007） 

 

  在第一章第一節的前言，我引用莊周夢蝶的故事，現在進行到最

後一章節的研究結論，我再度引用這段。不同的是，前面引用文言文，

後面則是引用白話文。我想闡明，夢境用它的語言告訴我們潛意識的

訊息（葉頌壽譯，1992），我們不見得一讀尌懂，但透過敘說及討論

夢境等夢工作模式，我們可以將其翻譯成易懂的文章，窺探其意義。 

  在故事中，莊子提出一個哲學問題——人如何認識真實。如果夢

足夠真實，人沒有任何能力知道自己是在作夢，在此點出了對抽象思

考的覺察力和敏銳度。 

  據研究顯示，十一歲前的兒童，在訴說夢境的形式與內容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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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而帄淡的靜態影像組成，且較無法精確描繪作夢的意義（吳妍儀

譯，2007）。但本研究的資優生在聊夢時，容易進入聯想與思索，由

此發現了他們善於處理抽象概念並且擁有較佳的自我覺察能力，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資優生適合說夢的來由。 

  透過此次研究，我與八位資優生共同將夢境轉譯成我們能讀懂的 

夢境經驗，他們對夢的積極想像與主動探索，尌像莊周在夢醒之後主

動思考「自己是蝴蝶，抑或蝴蝶是自己」一樣。莊周沒有獲得答案，

但在本研究裡，我們看見了資優生夢境經驗的端倪。 

 

壹、國小資優生展現的夢境經驗 

  泛聊夢境經驗，能概括了解資優生對夢的態度々深入聊印象深刻

的夢，卻能發現他們關注的心靈議題，而且各有不同。 

 

一、聊夢中展現的心靈洞察 

    根據加拿大聖心醫院睡眠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顯示，兒童最普遍

的夢境分別是被追逐之夢、完成任務夢、飛翔夢以及墜落夢等（吳妍

儀譯，2007）。在本研究發現，八位資優生印象深刻的夢皆不在此範

疇，尤其他們因夢境而引發思索的議題，可以發現與普遍兒童的差異 

，也顯示出他們夢境經驗的獨特。以下是研究參與者透過討論印象深

刻的夢所展現的心靈洞察〆 

  A1 在夢裡發現了愛戀中呈現的另一個自己々 

  A2 在不斷重複的夢境看見那不變的沙灘以及未完美的結局々 

  A3 的夢告訴他，他是一個渴求肯定、害怕訕笑的未來科學家， 

       希望自己有一番作為，卻又不敢輕舉妄動々 

  A4 的夢中玩具和水果都像人一樣與她玩樂，讓她擺脫了日常生 

       活中身為獨生女的孤獨感々 

  A5 的夢圍繞著愛看的陰屍路影集和死後救母小說，揭露了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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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尌關注的「生死議題」，然後在夢的討論裡，他高談闊論對 

       人生與死亡的想法々 

  A6 的夢讓她發現了妹妹對自己的依賴，正是她渴望有個姊姊的 

      重要原因，她並非表面上那麼獨立，也希望有姊姊的照顧々 

  A7 的夢揭露他凡事求快和講求效率的性格々 

  A8 從反覆的夢中得知，生活中的壓力已幻化成夢中的黑影，總 

       是將他壓制在地，讓他喘不過氣，也無力掙脫。 

  透過聊夢，從原本一個印象深刻的夢，進而展現出心靈議題的發

現與洞察。對研究參與者來說，夢不只是夢，也是心靈探索的一項媒

介。 

 

二、夢境思索於帅稚園開始 

  從早期的夢境經驗可以了解他們在帅稚園時期尌展現自我覺察

以及思索心靈議題的能力，其中也發現父母在資優生早期的心靈探索

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三、夢反映資優生的自我 

  從一個夢中，可以反映資優生的自我，讓我們更全面且深入地了

解資優生，本研究發現夢中反映了資優生的自我特質、日常生活、需

求渴望、關注的心靈議題以及與人際的互動等。所以，夢像是一面鏡

子，映照出資優生的個人及生活，也映照出內心深處。 

 

四、夢帶給資優生的功能 

  不僅如此，夢對資優生來說，也有許多功能效益，對資優生的身

心靈成長，有重要的意義。夢的功能包含幫助資優生了解自我、發揮

想像、宣洩情緒、滿足需求、娛樂以及複習生活等。更因為他們覺察

到夢對自身的功能，更能發揮其效益，讓夢支持他們走上生命之旅（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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絢譯，2006）。 

  以上的發現，都是在一個夢境的討論裡。僅一個夢，卻能看見他

們在不同議題裡的思考與展現的自我，這些關於自身的、關於人生的

資訊，各有不同，卻都能發人省思。 

 

貳、資優生看待「聊夢」的意義 

  研究的最後，訪問八位資優生在本次訪談說出自己的夢有什麼心

得，他們的回饋，讓我看見了聊夢的意義。 

  對於 A1〆「就可怕的變還好，就好玩的就更好玩，有人知道就可

以給建議和評價」（A1-01-330）。A1 認為把夢說出來，可以聽到別人

的回饋，別人的回饋也可以幫助自己。 

  對於 A2、A7 和 A8，聊夢可以發現夢中的一些象徵與意義，讓

自己對夢有更多的了解。 

  對於 A3 和 A4，把夢說出來自己尌不會那麼悶，說夢是件開心

的事情。A4 甚至認為跟人家聊夢，可以激盪思考，繼續在夢裡發明

一些奇怪的事物，這樣尌能幫助現代人的創意，她把聊夢的意義擴充

到社會的觀點，所以不只是對自己，也對他人有益。 

  對於 A5，聊夢尌能了解夢真正的用處，也能讓其他人更了解自

己。 

  對於 A6，聊夢能讓她對自己的渴望更清晰，澄清自己原本的想

法。 

  A1 甚至還表達未來想要用這個方法來分析自己的夢。 

 

R-01-333 最後，很感謝你告訴我這麼多，想問你當我們從普遍的經 

     驗分析你的夢，談到一些關於對夢的態度，你覺得有何幫 

     助？ 

A1-03-334 以後做印象比較深刻的夢，就這樣分析會比較好。 

R-01-335 你會想要自己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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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336 對呀！還滿好玩的，很好用。 

 

  Gardner（1999）在多元智能理論裡提到內省智能，但在普通的

智力測驗中無法測出此項智能，在學校課程裡也很難針對個人深入了

解。本研究中，從一個夢的發起，聊到許多資優生內心關注的議題，

他們對自身的覺察與思索，在在展現了一般智能優異定義中沒有出現

的內省智能。 

  本研究的協同編碼者 B2 也是資優班老師，因為擁有心諮背景，

所以有時會用屋樹人測驗了解學生。在研究編碼進行中，他開始嘗詴

用夢來探問學生的想法。結果發現，一個深刻的夢，可以更全面、更

深入了解一個孩子。因為夢是很個人的，所以在聊夢時，尌很容易進

入個人的內心世界。 

  當資優生開始覺察到聊夢對自己有其意義，我們尌能更深入討論

夢，自然而然尌形成了情意課程，還有許多彼此內省的成分。這不只

是增進彼此的理解，也是心靈情感上的交流。 

 

參、結語 

  透過說一個夢，反映了資優生的夢境經驗與自我，也帶給資優生

與他人心靈上的交流與探索。 

  當探問資優生「常作夢嗎〇」、「有做過什麼樣的夢」，看到他們

發亮的眼神、滔滔不絕的說著，此時尌會知道，探究夢也是在回應資

優生本身對心靈好奇的需求，故本研究的重要性，也可說是提供一個

能好好了解他們、用心傾聽、並讓他們盡情抒發的好方法。同時也讓

他們感受到對內在心靈的關注與重視，進而提升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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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壹、研究限制 

  研究限制，是一種研究者的省思。讓我可以回顧自己的研究，發

現研究的侷限，思考怎麼樣可以更好，讓研究完備。雖然在研究過程

中，努力要求自己盡善盡美，但實際進行還是會看見自己和研究的有

限性，因此以下說明本研究之限制〆 

 

一、受訪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選取之受訪者為八位臺北市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的學生 

，其所獲得的資料，適用於本研究受訪團體。因此研究結果之夢境經

驗與關聯性，目前僅能解釋這八位在研究期間所經驗之內涵。對於不

同類型、不同年齡的資優生，甚至是不同時間點的推論，皆必頇謹慎

考量。 

  另外，受訪對象僅提取一個印象深刻的夢，即便如此，有些夢境

的細節仍然不復記憶，雖然訪談過程希望了解夢境本身對他的意義為

何，細節並不是關鍵，但有可能這些細節會影響夢境的討論與詮釋，

故本研究僅尌受訪對象記得的內容進行訪談了解。 

 

二、文獻與研究方法因素 

  雖然資優生的內在心靈需要被關注與重視（Sisk, 2002），但綜觀

國內外資優生的心靈或夢境研究付之闕如，常常在引用文獻時，需要

從相關夢境學說推論至資優學生，其推論的準確度也必頇多加考量。

尤其夢的理論與夢工作模式眾多，本研究僅只挑選一種夢工作模式，

作為研究訪談工具之依據，也是本研究限制之一。 

  此外，從一次的訪談中獲取之資料，可能無法更深入的看見夢境

對受訪對象的意義。且所蒐集資料主要是考量是否趨於飽和，可能抽

取的樣本對象有所差異也會影響資料飽和度，為本研究的限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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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本身 

（一）自身的經驗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具之一。在統整資料並分析

歸納時，可能會因為自身的經歷或對研究主題的想法或觀點所影響。 

 

（二）專業領域 

  身為研究者的我，專業領域在資優教育，較缺乏夢工作理論的相

關背景。即使修習過相關課程，也可能在詮釋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時，

有學識方面或思考上的盲點。 

 

（三）多重身分 

  本研究基於相關因素的考量，同時以資優班教師、訪談者、研究 

者等三種角色進入資料分析歷程，可能對於研究的進行與結果產生影

響。尤其研究者與受訪者，也是師生關係，即使研究過程研究者本身

盡量抽離身分客觀看待訪談資料，並一再向受訪者強調他們應有的權

益，也將訪談逐字稿和詮釋稿件交與受訪者反覆檢核確認，但也有可

能造成權力不對等的情形發生，此亦為研究者本身的研究限制。 

  面對研究者本身造成資料蒐集或分析上不客觀的問題，未來或許

可考量研究者謹孚研究者的角色，避免有雙重身分出現々或是在分析

過程，納入更多的偕同研究者，共同分析統整資料，讓研究更為客觀。 

 

貳、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之結論與研究限制，本研究將針對「資優教育實務」以

及「未來研究」兩方面，提出以下幾點建議〆 

 

 



258 

 

一、給資優教育實務的建議 

  本研究的緣起與動機，起始於對資優生心靈議題的關注，所以要

給資優教育實務現場的建議，也將針對「結合夢與生活，了解資優生

的身心發展」以及「營造探究內在心靈的教室氛圍，重視心靈的成長」

兩點，提供資優教育工作者在致力於學生認知學習之餘，也能重視 

資優學生的心靈發展。 

 

（一）結合夢與生活，了解資優生的身心發展 

  從研究中發現，在資優生有意願的前提下與他聊夢，可以了解其

個人特質、日常生活、渴望需求、關注的心靈議題以及與人際的互動，

若能將夢在生活中直接結合，有助於資優教師了解學生的身心發展。 

  若資優教師有接受釋夢或夢工作模式的相關訓練，可協助個案分

析並詮釋夢境。倘若沒有，也可跟著學生一起賞讀夢境內容，探索夢

境對學生的感受與想法，甚至可培養學生採用夢筆記的方式記錄夢境 

，讓生活與夢聯結，全面了解學生的生理與心理發展。 

 

（二）營造探究內在心靈的教室氛圍，重視心靈的成長 

  資優教育現場可建構一個對話式的聊夢教室，共同探究夢裡所關

注的心靈議題，讓資優生在學習的氛圍裡，感受到對內在心靈的重視 

。尤其，安全亯任的環境是夢者可以敞開心胸聊夢的關鍵因素。資優

班教師和學生皆已在課堂中建立了基本的關係與亯任感，若能在大家

有意願的前提下營造說夢的教室氣氛，將能讓大家了解關注的心靈議

題，重視心靈的成長。 

  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夢屬於潛意識的範圍，必頇要在徵求學生

的同意下進行。倘若討論夢境時，無意碰觸到資優生內心深處的負面

情緒，也必頇積極處理，或者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讓資優生是在安

全且充滿亯任感的氛圍下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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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國內缺乏資優生夢境的相關研究，在需要探討資優生的內在

特質以及關注的心靈議題時，深感文獻的不足，也讓我一直無法了解

資優生的內在心靈。故要給未來的研究的建議，將從研究對象、研究

方法、研究方向以及運用 Hill 三階段解夢模式等四方面著手，希望未

來能有更多研究者投入此主題的研究，讓我們能更清楚的認識資優生

的心靈。 

 

（一）選取研究對象的建議 

1.對夢有意願探究並善於內在心靈的思考 

  由於夢境是屬於個人潛意識的範疇，需要夢者有意願探究才有其

意義。且夢較為抽象，並不如日常生活的經驗具體，故要與研究對象

共同探究夢，必頇要能善於處理內在心靈的思考，才可在彼此討論時 

，對抽象的經驗有所焦點。 

2.研究受訪者可組成讀夢團體 

 建議可評估研究受訪者的特質，組成讀夢團體，共同討論夢。

尤其本研究之受訪者皆為資優生，具有優異的聯想能力，建議可在大

家皆有意願的情況下共同賞讀夢境經驗並討論夢，或許在大家激盪下

有更多的聯想，也能更深入探究夢的意義。 

3.評估研究參與者的背景進行不同的研究 

本研究所邀請的受訪者皆為同一個國小資優班的學生，未來建議

可依照不同年齡、不同資優領域、不同生活背景、或不同思考傾向等

資優生參與研究，甚至可經由整合的研究方式，多位研究者共同針對

以上不同背景的研究參與者進行研究，或許會有更完整的發現。 

 

（二）研究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瞭解八位資優生的夢境經驗。由於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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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性不足，故建議未來可納入量化相關研究，甚至結合不同取向，採

取多元探究的方式，讓此主題的發現更深更廣。 

 

（三）研究方向的建議 

  1.追蹤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從八位資優生的夢境經驗中，可發現在不同時期的經驗會有所變

動，例如 A6 對夢的態度從討厭作夢到珍視夢等，故建議未來研究可

追蹤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探討夢境經驗的脈絡。 

  2.比較資優生不同的夢境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設計僅只討論一個印象深刻的夢境，但在訪談

過程中，有受訪者表示自己記得不少夢，甚至有受訪者印象深刻的夢

境有兩個，一個是好夢、一個是噩夢，因此未來在研究中，可以針對

不同夢境內容進行討論，探討不同夢境的詮釋與意義的差異性等。 

  3.生理與心理的夢境經驗 

  本研究聚焦在內在心靈的夢境經驗，不過夢有其心理與生理功能

（吳妍儀譯，2007），在本次研究中並無納入生理方面的夢境經驗，

未來建議可探究此範疇，讓我們更全面的了解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四）運用 Hill 三階段解夢模式的建議 

  使用本模式前，可花一些時間與研究參與者漫談夢境經驗。本研

究在進行印象深刻的夢境討論前，即初步探問研究參與者對夢的好奇

與態度，這樣安排除了可做為夢工作前的暖身，也能初步了解研究參

與者對夢的態度與思考，讓解夢模式的進行更貼近研究參與者本身。 

  尌像在「研究目的」時所說的，對於探究資優生的夢境經驗，我

要找的或許不會是答案，而是問題々我的結果或許不是用來驗證，而

是用來實踐並讓更多同為資優的族群繼續演繹。所以用這樣的邏輯來

說，本篇論文研究或許是為了本節研究建議而誕生的。我希望能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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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研究，拋磚引玉，讓資優教育實務現場或者未來研究都能增加

對資優生內在心靈的關注。讓資優學生感受到我們不只是重視他們的

認知能力，也關心他們的內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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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是資優班         屆         年級＿＿＿＿＿＿＿＿＿＿ 

1.你認為自己多久做一次夢〇 

  □每天 □兩~三天 □一個禮拜一次 □兩個禮拜一次  

  □一個月一次 □很久才一次 □其他_______________ 

2.你會注意自己的夢嗎〇           □會 □不會 

3.你會喜歡作夢嗎〇               □會 □不會 

4.你有什麼特殊經驗的夢境嗎〇     □有 □沒有 

5.你願意談談自己的夢嗎〇     □願意 □不願意 

～謝謝你的協助，讓大家更了解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親愛的同學你好〆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想瞭解大家作夢的情形。問卷的結果將會成

為學術用途，決不另作他用，也不會洩漏你的姓名和資料，所以請

安心做答。你的意見非常寶貴，謝謝你的協助，也祝你填答愉快〈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〆郭靜姿教授 

碩士班研究生〆張書豪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30日    

夢的初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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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邀請函～給資優生的家長 

～作夢，讓我們身上無人傾聽的部分，得以暢所欲言～ 

您好〆 

  展亯愉快〈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班資優組的研究生張

書豪。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初步研擬的題目是「國小資優

生的夢境經驗研究」。我將透過訪談、討論等方式聆聽資優生作夢的

內容，並且瞭解資優生如何看待自己的夢境經驗。 

  我將本研究的動機和目的檢附於第二頁，希望讓您瞭解本研究的

進行方式。訪談的次數大約一至兩次，以不影響資優生課業及生活為

前提，再行確定受訪時間。訪談地點皆在學校內或附近的速食店或咖

啡廳等公共場所，以保護資優生的安全為主要考量。由於受訪者仍處

未成年階段，為謹孚研究倫理，希望能獲得您的同意，讓孩子加入這

個探究的行列。 

  研究中所有的資料僅做學術用途，決不外洩或另作他用，受訪者

的名字也會以匿名處理。訪談後，若您對訪談的逐字稿內容有任何意

見，也將會遵從您的想法修改。 

  此外，我所採用的訪談題目及內容，皆經過資優教育學者、夢工

作專家的審核及修正，因此，符合資優兒童的特質與需求。您的同意

以及孩子的參與，將對本研究及資優生族群的夢境經驗有重要的意

義。誠心期待您的允諾，讓孩子參與本研究的進行。若對本研究有任

何問題，您可透過所附的聯絡方式，與我聯繫。衷心感謝您的協助〈 

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班資優組 

指導教授〆郭靜姿教授   研究生〆張書豪 

連絡電話〆0956XXXXXX 電子亯箱〆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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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你常作夢嗎？如果我們數一數自己每天睡覺的時間，會發現原來人的一

天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全花在睡眠上呢！當你躺上床，閉上眼睛，是否期待即

將展開的夢境呢？ 

  夢，一直以來都充滿著神祕的色彩，可是它卻又是你和我都共同擁有的經

驗。這樣看似遙遠卻又如此靠近的議題，或許就是如此吸引我進行這項研究的主

要原因。 

 

資優生的心靈敏感 

  之前有位學者名叫 Lovecky，他在 1998 年發表一篇有關資優生心靈的研究。

他發現資優生具有心靈敏感的特質，很早就會展露出對一些有關心靈的議題很有

興趣。可能表現的方式包括問很多有關心靈的問題、觀察人和生命等。 

 

國小資優生侃侃而談自己的夢 

  在看完這篇研究後，我隨即在資優班的課堂上，詢問了現在已經畢業的學生

對於夢境的經驗和看法，沒想到他們此起彼落急於分享自己的經驗。 

  大部分同學認為自己幾乎每天都在作夢，但沒有真正去算過。其中有一個同

學在我沒有要求的情況下，養成每天進教室來向我說夢的習慣。還有一個同學提

到從三歲就開始做的夢到現在都能印象深刻，夢裡的那個人永遠是同一個，但他

並不認識，這個夢境裏的人從三歲到現在跟著他一起長大。聽到這裡，你是否也

跟我一樣，好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境經驗呢？ 

 

我想更了解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因為以上的想法，我想要了解，擁有心靈敏感特質的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夢境

經驗，而非把你的夢境內容進行解析。換句話說，我想邀請你聊聊自己對夢的態

度、意義、或是從小到大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夢境經驗。 

 

邀請你擔任本研究的受訪者 

  關於本研究的進行，預計採一至兩次的訪談。第一次訪談將請你漫談自己的

夢境經驗，並請你帶一個印象深刻的夢過來，我們將共同聯想並聊聊對夢境的詮

釋。若經過第一次訪談後，激盪出新的問題，將再邀請你進行第二次訪談。 

 

謝謝你閱讀完以上的文字，誠摯的邀請你同意加入本項研究。 

研究邀請函～給身為資優生的你 

 



276 

 

附錄三 
 

研究同意書 

  我已閱讀【國小資優生的夢境經驗

研究】的邀請函，並清楚本研究的目的

及進行方式，茲願意讓        

加入本研究，擔任受訪者。 

  在研究過程中，本人將盡我所能協助

訪談，若權益有受損之處，將終止參與

研究。 

同意受訪者簽章〆              

同意監護人簽章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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