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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萬水「非」我獨行－ 

重要他人對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抉擇的影響 

楊垂芳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重要他人」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男性

青年文學家生涯抉擇的影響。透過深度生命故事敘說，探究社會文化

脈絡下，他們求學、工作階段生涯抉擇的相關經驗，以及重要他人對

其影響之心路歷程。研究參與者共九位男性青年文學家，背景為「始

終於語文領域者」三位，「曾在語文、其它領域間轉換者」三位，「始

終在語文以外領域者」三位，透過不同的資料蒐集，深究影響生涯抉

擇的相關因素。本研究採用敘事研究中之「整體-內容」及「類別-內

容」模式做為分析方法，前者著重理解個人生涯發展之整體脈絡，後

者則藉由類別的劃分，以跨個案方式歸納出研究參與者共同遭遇的現

象與困境。 

研究結果發現，影響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重要他人，包含家庭

重要成員（父母、妻子、戀人、手足及其它家族成員、家族氛圍）、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教師、同儕、學校氛圍）、角色楷模（現實生活、

書籍及其它影視媒材）等面向，另外，還含括讀者、編輯、評審、書

籍、社會價值觀、個人特質等影響因素。在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方面，

兩性期待的差異、社會文化價值觀、沈重的經濟壓力與成家立業責任

等因素，皆為研究參與者的生涯阻力，但若能獲得周遭重要他人的支

持與鼓勵，可協助其打破性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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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選擇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差異，在於

前者的父母多給予寬廣的人生選擇權，或雖有干預但箝制力不足；而

始終都在語文以外領域者，因能順從父母及社會集體價值觀，故衝突

較少，但不被原領域教師或同儕理解的心境，則是重挫他們創作生涯

的阻力。 

最後，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父母宜給予子女多元性向探索機

會、充分職涯資訊，且不強制主宰；學校教育應落實學生適性發展與

生涯輔導工作，輔以活化的國語文教學模式，並均衡辦理多元領域活

動；政府應扶植、規劃文學人才職涯出路。 

關鍵詞：男性青年文學家、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生涯抉擇、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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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Venturing the World Alone: How the 

‘Significant Others’ Affect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of Young Male Litterateurs 

Chui-Fang Yang 

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to comprehend how “significant others” and “gender 

-role stereotype” can affect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of young male 

litterateurs. Considering certain social contexts and narratives,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perceive how the litterateurs undergo influences 

from the significant others and how they experience life within different 

phases. The research subjects nine litterateurs in total, among which three 

come from a literary background; three with experiences in other domain; 

and still thre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from literary practice. Means to 

collecting sources differ from case to case so as to have more precise 

insights into their career decision-making. The research adopts two 

methods– the “holistic-content” and the “categorical-content” - to 

conduct analysis. The former sets focus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 while the latter,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examines mutual 

experiences and frustration in life among individuals.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subjected litterateurs are affected by 

diverse groups of significant others, which include family members 

(parents, siblings, spouses and domestic atmosphere etc.), those at 

schools (instructors, peers and atmosphere at school), role models（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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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life, books and the media）. In addition, readership, editors, reviewers, 

books, and social valu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s also have influences on 

the subjects. Regarding the dimension of gender-role stereotype, the 

subjects have met obstacles such as discrepancy between genders, 

socio-cultural value, financial pressure, 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families. However,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significant others, the 

gender contradiction could be compromised.  

Subjects with literary backgrounds have been given a wider choice 

for living, or have undergone a loose confinement on the choice; while 

those with non-literary backgrounds have complied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parents and the society, thus they have led lives without much 

confrontation. However, not being understood by instructors and the 

peers in the original field usually leaves the latter in frustration of their 

career in literary cre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arents should adopt a liberal 

mind and provide the children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all 

possibilities in life and with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occupations. 

Meanwhile, institutes should conduct proper education and provide 

consultant systems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career plans according to 

interests.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in activitie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far as the authority’s concerned, the prospect and 

life-long career for litterateurs should be assisted and well planned. 

Keywords: young male litterateurs, gender-role stereotype, career 

decision-making, significant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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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為什麼能力夠， 

就必須被要求往那裡走？ 

因為生物好，就必須放棄我愛的文學。 

我痛恨生物！ 

這是剛轉換成教師跑道時，我1所經歷的當頭棒喝！那是多麼弔詭的

一段話啊！猶記當年的盛夏午後，蟬鳴唧唧，聲聲瀰漫於熾熱的校園裡。

一個堅毅，卻帶著無助眼神的臉龐浮現，那是我實習生涯裡遇到的一個

學生─全科優異，但國文性向明確且興趣濃厚的孩子。我看到一個年輕

且受傷的心靈，發出的不平與抗拒。一個數理資優班中的奇才，對文學

懷抱著無比的熱忱，但為了符合社會及父母的期待，貼著家中長子可以

光耀門楣的標籤，必須捨棄追逐文學的夢想，朝著醫科之路邁進。 

這是一種無形的束縛，當資優者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時，社會往往將

其貼上某類標籤，推著他往大眾期待的路途前進，相對的亦固著住他能

施展能力的領域（陳怡安、林幸台，2002）。對於擁有多種才能的資優者

而言，主流價值觀迫使他們背負著社會期許，戴上別人希冀扮演的面具，

這些都將成為綑綁其夢想的阻力，甚至造成無法施展抱負的遺憾。對於

1本研究中，「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研究反思」等章節採取「我」為主詞進行論文書寫。以第一

人稱的方式敘說研究歷程的理解與學習，目的為使研究者於論文內現身，凸顯「我」的看見、反思及

聲音（蔡敏玲，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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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提倡適才適性、因勢利導，充分發揮學生潛能的理念，可說嚴

重背道而馳。更令人難過的是，這個問題在教學現場並非個案。因此，

這團迷霧在我心中醞釀許久，也是讓我想更深入探討此現象的起點。 

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鄭千慈，是個很好的例子。高中就讀數

理資優班，還曾得過全國物理實驗能力競賽獎項，大學經歷一年心理系、

四年醫學系的洗禮，卻毅然決然棄醫從文，轉戰到中研所。出身醫生世

家的他，在醫學系第四年時禁不起文學的呼喚，決定回應自己的興趣，

對自己坦白，當個專業的文學作家。這項決定不僅震撼了全家，還差點

引起一場家庭革命。他曾自嘲大學唸了兩個系，加起來五年卻還拿不到

一張文憑，但都無法動搖他對文學的熱愛，始終堅持書寫、閱讀及生活，

在文字的鑽研中，追求另一種生命寬度。他曾回憶：「唸了二、三年醫學

系，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恨學醫！」因為在文人眼中，筋骨是靈感流向

的樂章，但在醫學界看來，只不過是各條血管的專有名詞，用來維持生

命機能而已。 

真正決定棄醫從文後，鋼鐵般的決心嚇壞全家，在主流價值觀中，

醫生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收入也在小小作家之上，但在與家人不斷討

論、爭執後，最終還是獲得支持，「就是爸爸的不忍心，我才可以繼續堅

持下去！」屢勸不聽的鄭千慈最終還是堅持本我，選擇邁向與他靈魂共

同起舞的文學路（鄭素卿，2003）。  

在目前的社會期待下，多種才能者想選擇文學領域，並非如此輕而

易舉，尤以男性資優者為甚，他們更可能與身邊重要他人產生衝突，例

如在父母期待與自身興趣間掙扎拉鋸，尤有甚者，必須克服周遭重要他

人意見相左的問題。他們的人生路途必定經歷重重難關，甚至遭遇無法

跨越的阻礙。這時身邊的重要人物，是扮演幕後推手？抑或龐大阻力？

重要他人的影響關鍵為何？也是我想探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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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教學生涯裡，經歷了國文資優班、數理資優班、音樂資優班等

班級，除了前者，後兩種班級亦不乏國語文優異的孩子，是什麼樣的情境

導致他們走向不同的道路？進而造成這樣的安置？在林寶貴、郭靜姿、吳

淑敏、廖永堃與嚴嘉明（1997）的研究中指出，僅有少數國語文資優生曾

於國小、國中、高中階段就讀資優班，且以就讀數理與音樂資優班者居多，

這讓我不禁反思，目前國內針對國語文資優生的教育安置，是否抹煞很多

孩子的學習潛力？他們是否擁有適當的教學模式？在他們的生涯歷程

裡，又曾得過誰的支持與鼓勵，讓他們能所堅持並抱持勇氣，得以繼續泅

泳於文學的領域？ 

依據教育部 2012 年特教通報系統所載，於國中階段學術性向資優班

中，語文領域班級數為 24 班，數理（含科學）領域卻高達 97 班；高中

階段語文領域為 72 班，數理領域則有 121 班之多。相較與數理領域的蓬

勃發展，可看出語文領域的明顯弱勢。我國於 1983 年開始開辦高中數理

資優教育班級，卻一直到 1997 年才設立語文類資優班，且當時僅有臺北

市教育局轄區內設立四所英語資優班、一所國文資優班。由此可見，數

理資優教育起步較早，也較受到重視，亦反映出我國以科技理工為導向

的社會現象。且現階段的語文領域，可區分為國語文、鄉土語文與英語

三類，若以現實情境視之，本國語文的重視度又相對弱於英語（林立婷，

2007）。在目前普遍輕忽國語文教育，學生能力卻日漸低落的教學情境

下，這種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著實令人擔心未來國語文教育的發展。 

此外，教育部曾針對 100 學年度大專院校學生人數進行統計，人文

學門類男性人數為 32,205 人，女性人數為 84,061 人，約為 1：2.6 的比

例，從這些統計數字可發現，不同學科的性別比例差異現象依舊存在。

在傳統「男擅理，女擅文」的社會刻板情境下，男性於語文領域反而成

為少數族群。相較於理工領域缺乏女性的現象，男性要突破傳統社會眼

光，踏入語文領域，更是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即使進入相關學門，亦

須克服身為少數者所帶來的問題。在這段與世俗眼光相違背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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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如何克服艱辛勇往直前？在關鍵時刻誰曾伸出

支持的雙手，改變他們的人生抉擇？亦是我想進行此研究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者擬定了下列研究問題： 

一、家庭重要成員對男性青年文學家之生涯抉擇有何影響？ 

二、求學階段重要他人對男性青年文學家之生涯抉擇有何影響？ 

三、角色楷模對男性青年文學家之生涯抉擇有何影響？ 

四、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男性青年文學家之生涯抉擇有何影響？ 

五、重要他人對選擇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之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抉擇

影響差異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 男性青年文學家 

本研究所指之男性青年文學家，以文學中之中國語文為主要探討領

域，選取標準為目前活躍於臺灣文壇的傑出男性青年，年齡介於 20～40

歲之間，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作品常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文學期刊者、

曾獲國際性或全國性文學領域獎項者。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教育部，2012）第十六條

所述：「學術性向優異，指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領

域，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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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項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

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

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

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

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四）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

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因此在本研究中，雖然男性青年文學家不一定於求學階段曾接受正

式的國語文資優鑑定，但依據上述標準，仍可視他們在幼年階段即為國

語文資優生，並擁有優異的國語文能力。 

二、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gender-role stereotype）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是指一般人普遍對男女行為刻板區分的心理傾

向，及對男性或女性持有相當固定且不具彈性的信念、想法或態度（范

慧敏，2002），如男性與女性擁有不同的特質，應該分別從事不同的工作

等。隨著性別認同的發展，孩童會漸漸對男女性別特質產生根深蒂固的

想法。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會因社會期待而定，並受到父母、師長、同儕

的增強。 

三、 生涯抉擇（career decision-making） 

「生涯」（career）係指生活裡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與歷程，統合成

個人一生中各種職業和生活的角色，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

型；生涯也是人生自青春期以迄退休以後，一連串有酬或無酬職位的綜

合，除了職位外，尚包括任何和工作有關的角色，也包含了副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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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民的角色（Super, 1976）。本研究所指的生涯抉擇，乃指個人對其投

入相關學門或職業領域的決定情形。 

四、 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 

重要他人是指在成長歷程中，印象最深或影響最大的人。有可能是

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親戚長輩、朋友、老師、戀人、伴侶，或

工作場合裡的長輩、同事等（鄭茱月，2002）。本研究所指之重要他人，

主要以男性文學家認為重要，並對其生涯抉擇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人

物，可包含父母、兄弟姊妹、師長、同儕、角色楷模等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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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影響資優生生涯抉擇的因素 

行進中的人生，宛如一條漫漫長路。不管看似羊腸小徑、石子小路，

抑或放眼望去即為康莊大道，都不免有走至十字路口的時候，這時影響

人生抉擇的關鍵為何？其中因素交織環繞，值得深入探討。在整理分析

國內外相關研究後，研究者歸納出影響資優學生生涯抉擇的相關因素，

約略可從個人、家庭、學校與社會等四個面向視之： 

壹、 個人方面 

資優學童的個人特質包含認知能力佳、興趣廣泛、好奇心強、情緒

穩定、自信、有耐心與恆心、深思好問、善於抽象思考與推理、批判與

創造能力皆高等特徵，這些正向特質都將影響資優者的自我概念，並與

其未來的生涯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過去許多追蹤研究亦顯示，資

優者天性愛好思考，對於事物擁有強烈的興趣與好奇心，並對未知的領

域展現高度興趣，這種主動積極、高度投入、強烈自我要求、勇於面對

挑戰的態度，都是造成資優者成功的重要因素（Amabile, 1988; Subotnik & 

Steiner, 1994; Perrone, 1997），亦與 Renzulli（1988）所提出的資優者重要

特質不謀而合。 

天資的優異，讓資優者擁有更多的興趣與潛能，甚至能跨越多種領

域且游刃有餘。但在看似懷抱更多發展空間的狀態下，背後卻暗藏著許

多問題，雖然手握較多的生涯選擇權，但也可能因具有多元能力，導致

遊走於各領域而無法定位，或在自身興趣和旁人意見間徬徨，造成延遲

選擇、頻頻改變方向的狀況，甚至演變成武斷決定的困境。此外，資優

者亦可能因某些特殊才能的早期突顯，導致忽略其他可能的發展面向，

而將自己過早侷限於狹隘的生涯型態（邵俊德，1995）。Marshall（1980）

曾依生涯抉擇觀點將生涯發展分為二個類型：（1）猶豫不決型：此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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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往往多才多藝，興趣廣泛，無論朝何處發展皆前景看好；（2）早發型：

此類學生早年就決定生涯偏好，同時很早就致力於該領域。陳長益（1988）

亦在其研究中指出資優生之生涯發展，約略分為早做抉擇型和晚做抉擇

型二類。 

在人生的旅途中，資優者屢屢面臨做決策的歷程，如確定自己的興

趣、能力，決定自己的就學科系，再來便為職業的選擇。不同的背景因

素將造成不同的抉擇出現，對未來亦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巨大影響，

故需步步為營，謹慎小心。「資優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08）中即提

及資優者適應方面的獨特問題，因他們在某些特質異於一般學生，例如：

完美主義特質、身心發展不均衡現象、受限於傳統角色等問題，故在生

涯抉擇上，常較一般學生擁有更大的焦慮與困難。但資優者常因其資質

優異，而未能及時獲得生涯輔導的協助，許多人甚至認為他們既然如此

優秀，自然有能力選擇並在任一領域表現傑出（林幸台，1994），而這些

錯誤的觀念，都將造成資優者生涯抉擇太過輕率或過於延遲，甚至決策

失誤、低估自身能力的狀況。 

陳長益（1988）曾歸納資優者生涯發展的特徵：（1）本身能力優異

且追求完美，但是需要適當的引導，否則在發展上反而造成不利的影響；

（2）來自父母、社會的期望與影響力，反而忽略了自身的需求；（3）性

別角色的不同，造成資優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的衝突；（4）能否從事業

中得到滿足，對資優者的自我概念發展有極大的影響。林幸台（1994）

亦歸納相關文獻，發現資優者常因自身特性而遭遇許多生涯發展的困

境，如面臨抉擇時的高度焦慮、選擇太窄而難以抉擇、延遲抉擇、經常

更換抉擇、不易將興趣及能力與生涯機會連結，未能充分發揮潛能而對

生活與工作缺乏滿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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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萌君（1992）則針對性別的差異提出不同的省思，如女性資優

者職業生涯的低成就，易有隱藏自己、拒絕標記，社會取向成就認定等

問題，而男性則易因家長及教師期待，具有較大的角色壓力。再者，完

美主義對多數資優者而言，是個顯而易見的特徵，如何滿足內在動機的

自我期許，亦能平衡外在他人給予的龐大壓力，也是生涯抉擇應注重的

議題。 

綜上所述，資優者為一多元才能者，如何協助其發展多方面的興趣，

發掘自己潛在天賦，並同時能面對社會期待及外在壓力，為生涯歷程各

階段需面對的問題。唯有充分探索，給予適當的角色楷模，建立個人價

值體系，並注重生涯抉擇的每個環節，才得以協助資優者達到自我實現。 

貳、 家庭方面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環境，也是影響一個人成長的重要關鍵。

Havighurst（1980）曾指出：家庭是學校的準備，兒童在學校的表現，大

部分依據家長如何準備而定。故於孩子的人格發展、行為表現及未來抱

負上，父母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Clark（1992）的研究指出，父母是

資優兒童達到自我實現的推手，他們擁有自己的教育信念，將知識、價

值觀、生活習慣灌輸給他們的孩子。資優兒童的父母不但深度影響其子

女的教育決定，甚至在動機、自我形象及態度的養成，皆以直接或間接

的方式，培育著孩子日後的發展與成就。所以家庭社會地位、父母人格、

父母期望與價值觀、父母教養態度與方式，皆對資優兒童的人格、性別

角色、創造力、學業成就、行為適應與未來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蔡典

謨，1997）。 

由於資優兒童在某領域具有優異的表現、傑出的才華，加上身心發

展速度的不一致，普遍性完美主義性格的影響，外界壓力來源相形之下

更為加重。家庭在無形之中便成為一灣避難港，父母在教養上必須以同

理心看待他，輔以適切的學習管道，才能使其潛能充分發揮，父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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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資優兒童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需要扮演時時引導、協助的角色，才得

以使其於人生路上順遂前行。而資優者的手足，亦是他們從小到大息息

相關的陪伴者，成長途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歷史中所見之文學大家

蘇軾、蘇轍兄弟，手足間呈現亦師亦兄亦友的情誼，成為千古傳唱的佳

話，他們不僅是唱和的良友，政治上榮辱與共的伙伴，更是精神上相互

勉勵安慰的知己。 

參、 學校方面 

在臺灣升學主義掛帥之下，良好的教學理念是資優教育不可或缺的

重要指標，需要擁有亦師亦友的良師，在生活及學業上給予正向指引，

不時提供人際關係及情緒的疏導，求學路上擔任資優者認識自我、發揮

所長的引領者。而學校教育也是影響學生職業抉擇與生涯發展的重要力

量，如升學與就業的決定、選擇科系、選擇升學學校類型等，學生常會

聽取教師的建議，尤其在師生互動愈密切的學校，教師對於學生的生涯

發展更具影響力，並在生涯抉擇的關鍵點，給予無限支持的力量（Ryan, 

2000）。學校生活中朝夕相處的良性同儕，亦為資優學童的一大助力，能

使其共同合作學習，相互砥礪，並影響其生涯抉擇。此外，建立上下銜

接良好，又具彈性的教育體制，對資優生的自我概念、潛能發揮亦具有

相當大的影響力（王文科，1991）。 

肆、 社會方面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學校需要營造優良的支持環境，來協助

發學生激發潛能，但良好的教育方針並非一蹴可幾，這些資源都需國家、

社會投注大量的心力，並進行長期性的規劃與協助。Passow（1994）曾

指出學校方案是否能成功運作，社區人員和學校支持扮演關鍵角色，社

區中的人力資源可以提供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這些人都將化身為資優

生的良師及角色楷模。學校教育有時無法全然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這

時就需仰賴多方面的資源整合，學校與教育單位應當提供彈性多元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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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安置方式，將教育政策與社區資源進行妥善的規劃運用，才能使資優

學童的潛能充分發揮（林良惠、吳永怡，2007）。 

許多資優者進行生涯抉擇時，常面臨世俗的定位與期待。社會大眾

多認為資優者樣樣皆優，而對其產生過度或不切實際的期許，期望他們

能走向傳統認定的成就，而忽略其自身非傳統的生涯抱負與目標。資優

者亦會為了求取大眾認同，避免遭受異樣眼光，而選擇並非自己最喜愛

的人生。 

而其他相關因素，如個人對所處環境的適應能力、個人對情境或特

質的焦慮、模糊容忍力，皆會影響生涯抉擇。而生涯決策型態、生涯決

策能力、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亦會影響個人生涯抉擇的能力；生涯或職業

觀念會影響個人生涯探索意願與生涯抉擇行為；而生涯抉擇的迫切性則

有助於探索意願與決策的形成或做決策的壓力（于曉平，2007）。 

綜上而論，資優者具有異於一般學生的特性，固然擁有較大的發展

潛能，但亦可能參雜若干困擾，造成生涯抉擇的負向影響。因此需要旁

人更多的引導及接納，並在適當時機給予充分的協助。本研究著重於重

要他人對男性國語文資優者生涯抉擇的影響，並以男性青年文學家為研

究對象，將焦點集中於家庭、求學階段重要成員及角色楷模的探討。 

第二節 重要他人對資優生的影響 

在生涯發展的路途中，個人常會因父母、師長、同儕的想法而有所

變更，如多數人在進行抉擇時，常會徵詢周遭重要他人的意見，或在日

常生活中就潛移默化的被形塑著。若他人的表現成為學習上的楷模，就

是生涯發展的正向影響；反之，若框限住個體進行較好的生涯決策，就

是生涯發展上的阻隔因素（陳麗如，1994）。本節將分別從家庭重要成員、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角色楷模等三面向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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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家庭重要成員對資優者的影響 

家庭為孩子成長的搖籃，也是最初接觸的社會文化環境。個人自我

觀念的產生，深受父母評價、支持所催化，在父母言教、身教的薰陶下，

雙親可謂孩童最佳的模仿典範。而家庭環境又包含父母教育態度、管教

方法、家庭氛圍等因素，再者為父母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家庭大小

等背景，這些變項將對個人發展與抉擇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陳冠貝，

1999）。子女常視父親為一家之主，認為其具有支配性，並當作認同的對

象和創造的表率，在資優者進行職業選擇時，父親常扮演重大影響力的

關鍵人物。Barnett 與 Baruch（1987）發現父親很早就開始影響男孩對性

別角色的看法，且與男孩相處的時間比女孩多，父親和子女間建立起的

安全依附，對其探索環境、社會情緒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而母親則在

態度上影響著子女，尤以高學歷的母親為甚，母親的性別角色若較開明、

現代，子女也將視為依循的模範（莊佩珍，1995）。 

Bandura、Barbaranelli、Caprara 與 Pastorelli（2001）認為，家庭是

個人最重要的參照團體，父母則是最主要的重要他人，個人一生的信念

和生活均受其影響，父母的期望與學生的抱負、成就存有積極性的密切

關聯。洪素蕙（2003）亦提及青少年階段的學生常因旁人的期許，來評

估自己的能力或決定自己的生涯抱負，其中最主要的重要他人首推父

母。長久以來，家庭就被視為影響一個人職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父母

則是子女生涯選擇的重要決定者。國內學者張春興（1981）也提到，父

母對子女的期望，與學生的自我期許是相當一致的，但父母亦有可能將

自己未達成的願望轉移到孩子身上，並強而有力的影響著他們的抉擇

（Seginer, 1983）。如江瑞芳（1994）的研究中所見，我國國中學生在進

行升學、就業抉擇時，父母親的期望常是重要的參考依據，在做生涯規

劃時，亦會受到父母親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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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優學生的發展上，Pierce 與 Bowman（1960）曾以高低成就之資

優學童為比較對象，父母態度與孩子表現存在顯著差異，高成就的父母

強調努力好學，重責任感及獨立自主的訓練，孩子與父母之價值觀更趨

一致。Oden（1968）曾追蹤兩群高智商群體（IQ150+），發現成年後表

現優異者深受父母正向教養態度、家庭環境所影響，而父親的教育程度、

社經地位亦有顯著意義。父母適當的管教有利於各方面的發展，包括個

體的適應、較佳的自我概念、自尊，及較高的學業成就與創造力，同時

孩子也較獨立自主能自由探索。而不當的教養態度易造成負向的情緒、

低學業成就、低自尊、低創造力和高犯罪動機，且易有偏差行為（張鐘

文，2009）。 

Olszewski-Kubilius（2008）的研究中提及，父母對資優兒童的影響，

主要在形塑孩子的價值觀。父母常會有意無意灌輸孩子他們認知的重要

觀念，不論運用言語或是身教模式，潛移默化的傳遞出他們對教育的信

念，例如努力工作、堅持的態度、要有高成就及高創造力等。父母對教

育的看法，將會影響孩子未來的受教程度，越重視教育價值的父母，就

會越支持孩子的教育環境及資源。而這些重視除了口頭告知孩子求學的

重要，亦會在很多教育活動或實際作為中，展現出他們對教育的看法，

他們不僅會鼓勵孩子多參與相關活動，亦會主動塑造、建構一個良好的

教育環境（Bloom, 1964）。更具體的說，他們會讓自己的孩子浸染於各

種文化經驗，並提供各種課程、學習材料與受教機會，也會積極參與孩

子們的學習活動，以求更清楚孩子的性向潛能，才能有機會進一步探索、

開發孩子的資優特質（Olszewski-Kubilius, 2008;  Olszewski-Kubilius & 

Lee, 2004）。從 Lee（2010）的研究中亦可印證，在 Jane Austen、Virginia 

Wolf、George Eliot、Tennessee Williams、Stephen Crane、Emily 與 Charlotte 

Bronte 這些有名作家的成長歷程中，父母在幼年階段，就開始不斷鼓勵、

支持與刺激孩子寫作的興趣與天分，深深埋下了他們未來創作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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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子女的關切有如一體兩面，優缺參半。雖給予資優者較優渥

的學習條件，但有時也將他們視為階級的表徵、榮耀的光環，故在成長

歷程中給予較大的關切及影響。在期望相對提高，要求水準相對提升的

狀態下，常使資優學童處於戰戰兢兢的心理狀態，深恐未能滿足父母的

要求，這時極可能產生諸如表現焦慮、神經質的完美主義等情緒衝突與

緊張反應（何華國，1996），並在父母的殷殷期盼壓力下，因而屈從外在

期望，選擇自己不是最感興趣的科系（蘇雪梅，1988）。當社會主流價值

認為「高收入」的工作才是值得投入時，資優者可能會因過於重視父母、

師長與社會期望，造成無法依自己心意做選擇，某些學生可能會受社會

投資觀與熱門賺錢行業的影響，因而改變其生涯的方向（蘇孫鑫，2007）。 

除了父母之外，手足關係將是人生旅途中關係最持久、最豐富的一

種情感性聯結。介於親子與同儕，手足常是建立友誼關係的第一對象，

兄弟姊妹共處的時光，有時更勝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再加上年齡相仿、

思想相近，彼此間亦會相互模仿與學習，這種與生俱來、平等的關係，

除了提供生理及情緒上的照顧，還彼此分享情感與親密，並且在發展上

扮演重要角色（王文娟，2001）。因為手足關係的特殊性，以及從手足互

動衍生的人際互動技巧，加上隨著年齡增長，父母干預支配的逐漸減少，

兄弟姊妹慢慢取代父母的角色，成為個體成熟後彼此照顧、陪伴的對象。

因此，手足對個人的意義並非只有幼年或求學時期，相互影響的經驗將

延伸至成年後的生活（涂筱姍，2006），故兄弟姊妹對個體的影響，在人

的一生中可說如影隨形。 

綜上所述，可見父母在資優學童的生涯歷程裡，扮演決定性的關鍵

人物。他們是資優學童的啟迪者，對子女的教育具有決策的力量，亦是

塑造優良學習環境的最早功臣，而兄弟姊妹亦扮演陪伴、分享，相互學

習與模仿的角色。但父母對某些工作的個人經驗、過度補償的效果或對

子女興趣的過於關注，是否有時反其道而行，變成資優學童生涯選擇的

另類阻礙？這也是研究者欲探討的焦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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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對資優學生的影響 

在漫長，幾乎與家庭生活並重的求學生涯，老師扮演著舉足輕重的

角色，也是學生心目中的重要他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不僅

侷限於課堂中，平日的一舉一動、態度典範、人格特質，皆對莘莘學子

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可說是學校裡的靈魂人物。遠溯古希臘時代，

柏拉圖對亞里斯多德的教育模式，就是形塑一位良師典範，讓學生能從

中學習並進而仿傚。而我國的至聖先師孔子，在學生心中更是人師楷模，

不論是生活中的機會教育，抑或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高深哲理，在身

教、言教上皆無所不在的感化著眾多門生。 

在研究者本身的教學歷程也實際體察到相關現象，不同導師或任課

教師帶出來的班級，將無形間潛移默化著學生的表現態度與行為模式。

私下瞭解的結果，發現學生若對老師充滿崇拜與喜愛，將會試著模仿其

態度及處理事情的模式。這讓研究者對「老師角色」的影響深感震撼，

並體悟到教師平日的任何舉動，皆對孩子產生重大影響，尤以年幼的兒

童為甚，故教師的一言一行不可不慎。而回顧過往的求學生涯，也察覺

自己與多數高中同儕，在大學選填志願上深受高中老師影響。在導師觀

念的形塑下，班上多位同學皆以師範體系為目標，就是期待未來能像導

師一樣，成為一位優秀的好老師。 

關於教師對資優學生的影響，Gustin（1985）曾在研究中指出，一個

優良的教師將成為學習上的提供者，在學生有需要的時候提供源源不絕

的資源，並引領學生用自己的方式學習。而讓學生永難忘懷的教師，通

常熟稔學生特質，並善於啟迪孩子的人生目標。他們常運用彈性又有趣

的方式進行教導，並以崇高的人生抱負引領學生。從一些研究指出，教

師是影響資優學生興趣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師於課堂中的一切作

為，將對學生的未來目標產生重大影響（Ames, 1992; Meece, 1991; Turner 

et al., 2002）。Clark（2002, 2007）的研究顯示教師對於資優學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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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以及資優方案的辦理成效，甚至改變全校的風

氣。老師本身的人格特質（如善於傾聽、尊重他人、具有彈性、幽默風

趣等特性），亦會影響資優生對學校的觀感和態度，特別以男性學生為

甚。擁有這些良好特質的老師，將可與學生保持良好的師生關係，並成

為支持學生努力的最佳動力（Slade & Trent, 2000）。 

王文欽（1998）曾以 23 位中國傑出科技人才為研究對象（其中 21 位

是男性），運用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他們的學習歷程，其中高達 82.6%的

參與者提到老師是他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老師（尤其是名師）除了提供

一個學習與模仿的角色楷模外，更在他們選擇生涯事業時，發揮指引職業

生涯方向的功能。吳淑敏（2004）也以七位傑出女性科學家為研究對象，

探討她們的生涯發展歷程，多位女性科學家在訪談中提及不同學習階段的

良師影響，因這些關鍵性的轉折，造成她們立志以科學為職志。爾後為人

師者，亦期待自己能發掘學生潛能，以成為他們生命中的貴人。 

朝夕相處的學校同儕，亦是求學階段的重要他人。處於青少年期的

孩子，幾乎都希望在團體中得到認同，為了能融入群體生活，他們會讓

自己的行為、思想、價值觀儘量符合大眾的觀感，而對同伴關係敏感的

資優學生，亦需要友群的認同、接納與扶持，人際關係是否良好，也會

影響其學習狀況與發展（蔡子安，1992）。隨著年齡的增加，同儕認同將

更加明顯。Ryan（2000）發現學校同儕是孩童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催化

劑，彼此會交換不同的訊息及模仿，但若是對立的關係，則產生不同的

影響結果。同儕對青少年生涯選擇的影響幾乎與父母相當，他們會強化

父母的抱負與期望，且多數青少年會和與其父母期望抱負相同的朋友為

伍，在彼此的互動與鼓勵中建立起相似的生涯理念。 

綜上所述，可發現求學階段之重要他人，對資優學生的生涯抉擇具

有關鍵性的影響。教師不僅扮演學術引導的楷模，亦是生涯歷程中潛移

默化的催化者，不論在人格形塑或生涯抉擇，皆是學生背後一雙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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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後推手。而學校中的同儕，不僅身為學習的好夥伴，亦在個人進行生

涯抉擇時，屢屢扮演著共同進退的角色。 

參、 角色楷模對資優生的影響 

觀察學習，可以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被模仿學習的對象，我

們稱之為角色楷模（role model）。而觀察他人所產生的模仿，將會影響

個人行為，也會影響人格（楊語芸譯，1994）。從美國心理學家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所見，他認為個體是透過觀察進而模仿具體行為，學習

者只要觀察到楷模的行為及反應，即使自己未直接受到增強，仍能形成

一些相對應的行為。根據這個理論，可見角色楷模對個人生涯發展具有

極大的影響力。 

自呱呱落地開始，一個人就邁入了學習的歷程，模仿的對象也隨著

年齡不斷更替。對資優者而言，角色學習亦是個重要的心理歷程，如果

沒有角色楷模的呈現，將缺乏交換經驗、分享想法的刺激，或依循效尤

的對象。以資優生興趣、能力及抱負水準，通常不易在周圍的成人中找

到適當的角色模範，因此更需要教師及諮商人員的支持與協助（林幸台，

2002）。在資優教育領域，良師典範制是資優生生涯輔導常用的方式，這

裡所謂的良師，並不侷限於校內教師，而擴大定義為有經驗、專業能力，

能夠引導個體學習成長且值得信任的師長。過去許多名人傳記中曾提

及，對其人生成功有重大影響的人，其中不乏是博學多聞、健談、願意

分享的人物，透過其人生經驗幫助個體激發潛能、成就事業，可見良師

對培育優秀人才的重要性（于曉平，2007）。因此除了前述的家庭、學校

因素，角色楷模可擴充至社會人物，甚至書籍、歷史中的典範，這些影

響常常是無形且深遠的。上述關鍵，常成為許多功成名就者生命中的重

要他人或貴人，而且對於某些人來說，在他們生命的初期，就將這些人

物視為學習模仿的楷模。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家庭、求學階段等重要

他人之外，對男性文學家影響深遠的重要人物，定義為「角色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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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智怡（2001）曾針對高中職女性校長生涯發展歷程研究進行探究，

在幾位受訪校長的成長歷程中，角色楷模及認同對象對他們影響深遠。

學習歷程裡，重要他人所提供的示範、楷模及鼓勵，對她們的生涯發展

有著重要而正向的影響。柯依妏（2010）與九位就讀第一志願學校的高

三原住民學生進行訪談，結果亦呈現出影響原住民資優學生生涯決定的

環境因素，重要他人或角色楷模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除了日常生活實際的角色楷模，對資優生產生極大的影響力外，閱

讀名人傳記也是另一種類型的社會角色楷模，如國內諾貝爾化學獎得主

李遠哲博士，就是幼年閱讀了《居理夫人傳》，以促使其長大致力於科學

研究（陳昭儀，2001）。 

綜上所述，資優學生能效法、模仿的對象，不會只侷限於生活周遭，

亦可擴展為生涯旅途中相遇的各領域專家、學者，這些可能都是萍水相

逢的貴人，而書籍傳記、電視廣播、社會新聞中出現的典範人物，亦可

深深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成為另一種角色楷模。他們的影響力，有時並

不遜於家庭成員或求學階段的重要他人，而是影響資優者面臨生涯抉擇

時的重要關鍵。 

第三節 重要他人對男性文學家的影響 

綜前所述，可見家庭、學校、角色楷模這三項環節，對資優學子影

響甚鉅。這些元素有如蝴蝶效應般，輕則改變觀念想法，重則左右了一

個人的一生。而放眼中外文壇，此種例子亦屢見不鮮，重要他人的背後

支持，或許就是造就一代文豪的重要推手。接下來研究者將以國內外著

名男性文學家為例，來觀看重要他人在這些文學家的生涯旅途裡，到底

扮演了何種關鍵角色？以及產生何種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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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男性文學家 

一、 黃春明 

獲得國家文藝獎、吳連三文藝獎、時報文學獎的黃春明，被公認為

臺灣當代重要的鄉土小說家，其作品曾被翻譯為日、韓、英、法、德語

等多國語言。 

回顧黃春明的學習路，是崎嶇難行的。叛逆衝動的個性，加上好打

抱不平的性格，使得他在求學階段屢遭退學。他在獲得國家文藝獎時曾

說：「除了賭或然率的獎之外，任何獎對得獎人而言，都不是天上掉下來，

或是地底冒出來的。除了得獎人過去的努力，其過程一定有恩師貴人之

類的指導和協助，才能達到獲獎的條件。當然，我也不例外，指導過的

恩師和協助我、支持我的人可真不少。其中啟發我，引導我的王老師，

縱然她在天之靈已經知道我獲獎，但我更想要她知道，我在文學創作的

這一條路上，我一直把她當著在前頭指引我的一盞明燈。」（黃春明，1998） 

他回憶著：「我在學校是個壞學生，在鄰居眼中是個壞伙伴，有些朋

友的家長會說：『不要和他在一起，你會被他帶壞！』或者『你這麼壞，

是被誰帶壞的！』別人的壞都可以一股腦兒推到我身上。小小年紀，我

有什麼成長的空間？家裡沒有，學校裡也沒有，老師動不動就處罰我。

在還沒有接觸小說之前，我否定自己的遭遇，晚上蒙著棉被哭泣：『為什

麼我這麼可憐？』閱讀這些小說之後，我從此不再為自己哭泣了，我發

現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這因緣，這文學際遇，讓我閱讀了很多

書，變得很喜歡看書。閱讀小說的時候，我發現從以前到現在好作品那

麼多，可以認識的小說人物那麼多。小說閱讀，讓我從自憐的一個人，

走出來。童年，以及王老師，讓我愛上了寫作。」（江寶釵、林鎮山，2009）

這是黃春明生命轉折處的一道曙光，這道引航光芒，點燃了他的創作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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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名小說家口中的王老師，是如何影響著黃春明呢？王老師本名

為王春賢，是他中學時期的導師，也是國文老師。在一次的誤會中，老

師希望他以〈我的母親〉為題進行寫作，但黃春明表示母親在八歲時就

過世了，他回憶起當時與老師對談的情景： 

「我的母親死了。」 

「你幾歲的時候死的？」她歉意的問。 

「八歲。」 

「八歲？」她驚訝而抱著更深的歉意說「你對她還有沒有印象？」 

「很模糊。」 

「那你就把對母親的那種模糊的印象寫出來好嗎？」她很小心，聲

音有點顫抖。我隔天就把作文繳給王老師。王老師又隔了一天把作文本

子還給我。 

我記得那是冬天，天氣很冷。國文課下課的時候，王老師叫我過去。

她一邊叫同學說：外頭的陽光很好，你們都出去曬曬太陽。教室裡只有

我和她。我走近老師的桌前，遠遠就看到攤開的作文本上，朱筆密密麻

麻。心想這下寫壞了，老師更相信我上一次作文是抄襲別人的。真冤！

當我站在老師的跟前，抬起頭看我的王老師，竟然眼眶含淚。她望著我

說：「你寫得很好，很有感情。」 

王老師從看到這一篇母親的作文之後，她介紹我看巴金，還有一些

大陸作家的作品，她還送我兩本她的書；一本契柯夫短篇小說集，一本

沈從文的小說集。並且常找時間問我讀小說的心得。…… 

以上片段，是黃春明在國家文藝獎的獲獎感言（黃春明，1998），閱

讀此段文字，不禁讓研究者深受感動，王老師細膩地關懷歷歷在目，師

道精神躍然紙上，黃春明能有如此鮮明的記憶，王老師對他的影響不言

可喻。從上述回憶，研究者看到了一位身為人師的典範，一顆柔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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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溫暖了黃春明幼小的生命。王老師不僅具有伯樂識人的眼光，在文學

上提攜點醒，亦扮演慈母的角色，照亮了黃春明當時孤寂的身影。 

對黃春明而言，王老師不僅給予學識啟蒙，也不斷在創作路上提攜

鼓舞，引領這位反骨孩子邁向文學的道路，並深刻的扭轉了他的人生。

難怪在國家文藝獎得獎同時，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王春賢老師，並且感

恩的高呼著：「王老師，我得文學獎了！」 

二、 周夢蝶 

詩壇苦行僧－周夢蝶，為我國第一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他在文壇上

留下的足跡，與一身嶙峋、傲岸的風骨，已成為臺灣文學界彌足珍貴的

寶藏。 

「母親」是周夢蝶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周母出自書香世家，在家庭

氛圍的感染下，對文學也稍有涉略。周夢蝶回憶起兒時，母親總會背誦

一些簡而易懂、朗朗上口的詩句，對於他在日後的舊詩寫作大有幫助，

這種「先天性的敏感」，實在與母親從小給予的文學薰陶有關。而在幼年

時有機會入學，受儒家文化浸染並打下深厚的國學根基，也是母親刻意

的栽培（劉永毅，1998）。 

在漫漫詩途中，除了本身對文學及詩作的熱愛，在每一個生命轉折

處，周夢蝶都會碰到開啟其視野及胸襟的良師，他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

的門，引領著他走入深邃的文學世界。 

初中時，學校舉辦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賽，周夢蝶以一篇工整的文言

文，奪得了冠軍，也獲得和臨軒老師的青睞，從此結下了一段終生受益，

令他永難忘懷的師生緣。事實上，和臨軒並非周夢蝶的老師，但由於他

的慧眼識才，故利用課餘時間，調教這位嶄露文學天分的弟子。這時的

周夢蝶，宛如一隻飢渴的鯨魚，大口大口的吸吮中文古典文學之美，因

而打下厚實的古文根基。根據後來的回憶所述：「這一段與和老師相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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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甜蜜的時光。」（劉永毅，1998）若以文學

而論，和老師是帶領周夢蝶進入中國古典文學殿堂的嚮導及良師，而另

一層面，則給身為遺腹子的周夢蝶，一位父親角色的關懷及照顧。這種

深厚的孺慕之情，難怪讓年屆耄耋之齡的周夢蝶，談起這位恩師仍感念

良多。 

第二個文學生命轉折處，是遇到禪學大師南懷瑾。當時四十二歲的

周夢蝶，在創作、心境上遇到了瓶頸，雖然能以文學當作抒發心情的管

道，但無法解釋心中對於眾生萬象的各種疑惑。南懷瑾老師的學識及功

力，彷彿指引著他踏入一座寶山，在佛學中探詢生命的精義（劉永毅，

1998）。 

從周夢蝶的人生來看，和臨軒老師在青年時期出現，給予父親早逝

的他一種成年男性的關懷，並帶領著他走向文學這條路子。而南懷瑾老

師則在周夢蝶對世事、人情充滿疑惑，連所愛文學也無法解決內心苦悶

時，翩然出現，指引他進入人生的另一種境界。這兩位老師，雖然出現

點不同、啟發點不同，但不得不說，他們都在周夢蝶的文學旅途中扮演

功不可沒的角色。 

三、 陳之藩 

聽到〈謝天〉、〈失根的蘭花〉、〈哲學家皇帝〉這幾篇耳熟能詳的文

章，就讓人聯想起影響眾多學子的陳之藩，還有他那出身理工，但富含

文學素養的人生。兼具科學理性和文學感性的他，是如何創作出歷久不

衰的經典作品？在他的人生經歷裡，文學與科學又扮演者何種角色與地

位？這讓研究者忍不住想一窺全貌。 

陳之藩出身書香世家，祖父在山東當過縣長，也曾在京師大學堂裡

教書，父親則於北京大學畢業後回鄉梓服務，也當過東關小學的校長。

或許陳之藩從小被父親要求背古文、唐詩，以致培養了厚實的國學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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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寫作時便能行雲流水、妙手可得。可惜後來因為戰爭，家庭境況

因此一蹶不振（宋裕、蕭蕭，2011）。 

高中畢業那年，適逢政府有個規定，學理工才能申請公費。陳之藩

回憶道：「不給公費不能活啊！因此我選擇了工程。」（宋裕、蕭蕭，2011）

所以後來進入了北洋大學電機系，這項際遇因而扭轉了他的人生。 

成年後的陳之藩，雖然擁有科學的頭腦，但不忘卻文學的浪漫；他

欽佩著科學家的成就，但更愛科學家的文學作品。他常在研究某位大師

的科學理論時，半途又拿起他們的語錄或散文集、詩集來讀。他曾說：「回

溯起來，羅素上千頁數學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電腦五分

鐘就解決了嗎？可是羅素的散文還是清澈如水，在人類迷惑叢林的一

角，閃著一片幽光。又如歌德捨物理而寫起《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

惱》，不也都是膾炙人口，影響深遠？」（陳之藩，2004） 

與胡適先生的忘年之交，又是另一段故事。當時還在大學念書的陳

之藩，有次在廣播裡聽到北大校長胡適的談話，內心不免疑惑浮現，忍

不住動筆寫信而去。從此之後，他們的書信往返便開始了，胡適先生幾

乎每信必回，而陳之藩能出國念書，經費也得力於他。在歸還借款時，

胡適先生感性的說：「你不必這樣急著還，我借出去的錢從不盼望收回，

因為我知道我借出去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陳之

藩，2006） 

在胡適過世的當下，陳之藩顧不得仍在講課，回到住處打開箱子，

一邊擦淚一邊看胡適的信，「好像他的談笑就在眼前啊！」時至今日，事

隔四十多年，陳之藩仍時常回憶起胡適，尤其思考問題時更聯想起「不

知胡適先生怎麼想的？」（宋裕、蕭蕭，2011）他與胡適的故事，零零散

散的寫在他的散文裡，至於兩人的關係，陳之藩忍不住道：「他的確改變

了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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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之藩迫於時代背景，選擇了理工的路子，但在人生途中，依然不

忘卻熱愛的文學。而他的牽手，也是與他在文學路上相互唱和的好夥伴。

陳之藩愛詩、愛寫作，因此當他遇見專攻文學、精熟典故的童元方時，

兩人的交會「就放出徐志摩那種光亮來了」（陳宛茜、張幼芳、梁玉芳，

2006）。詩與散步是作品常出現的相處光景，他們彼此成了創作上的啟發

者與相互扶持的知音。 

回顧陳之藩的人生，從幼年走到今日，雖然一直身處他的老本行電

機領域，但也從未與文學脫離，為什麼他能擁有堅持下去的力量？除了

自身對文學的愛好外，周遭的重要人物，也是與他相依相存，在文學路

途中互相陪伴的親密旅人。  

貳、 中國大陸男性文學家 

一、 巴金 

傑出的文學大師巴金，從未接受過大學教育，除了靠自身努力、勤奮

思考成為不朽的作家，在其成長歷程中，亦深受母親及角色楷模的影響。 

巴金曾滿懷情感地說：「我的第一個老師就是我的母親。」這是人生

走向的起點，在母親身教的潛移默化中，不僅陶冶了巴金的性情，更為

其在文學上打開了一扇窗。在幼年時，母親常在夜裡教巴金讀詞，讀本

是母親用娟秀的字體從舒夢蘭編撰的《白香詞譜》抄錄下來，這部詞譜

選錄了唐至清代五十九位名家詞作，也是巴金最早接觸的文學作品。年

幼的巴金或許不能體會詞中的優美意境和富含張力的文字，但每首都能

熟記背誦。而母親朗讀時柔和清朗的聲音，亦令巴金心醉神迷，成為最

早澆灌巴金文學心靈的甘泉（巴金，1988）。 

除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書本傳記亦傳播了深厚的影響力。在巴金

高中剛畢業的年紀，他與魯迅所寫的《吶喊》相遇了。二十多年後，巴

金在〈憶魯迅先生〉文中深情寫道：「對我來說，他的一生便是一個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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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泉源，猶如他的書是我的一個指路者一樣。沒有他的《呐喊》和《彷

徨》，我也許不會寫出小說。……正是他的小說安慰了我這個失望的孩子

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藝術的力量。以後的幾年中間，我一直

沒有離開過《呐喊》，我帶著它走過好些地方，後來我又得到了《彷徨》

和散文詩集《野草》，更熱愛地讀熟了它們。我至今還能夠背出《傷逝》

中的幾段文字。我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學到了一點駕馭文字的方法。現在

想到我曾經寫過好幾本小說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這第一個使我明白應

該怎樣駕馭文字的人。拿我這點微小不足道的成績來說，我實在不能稱

為他的學生。但是牆邊一棵小草的生長，也靠著太陽的恩澤。魯迅先生

原是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巴金，1980）     

從文中所見，母親為巴金幼年時期的啟蒙者，奠定了他對文學的熱

愛。而魯迅則是創作上的角色楷模，帶給巴金深遠的影響，他的作品或

多或少也受其感染。魯迅不僅在作品中撫慰其受傷的心靈，成為寫作上

的指引，更於精神層面上給予無比的勇氣和力量。所以巴金將魯迅比喻

為老師，並在人生路上追隨著他的步履，不斷前進。 

二、 老舍 

老舍在文壇上的地位亦是不容置喙的，他留下了浩浩數千萬言，是

個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皆能的全方位作家，其作品受到國際文壇矚

目，可惜因過世而與諾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 

老舍的童年是不幸的，是個在北京貧民窟小胡同裡成長的作家。他一

家中，祖祖輩輩全是文盲，到了這一輩，哥哥姐姐也從沒念過書，母親亦

不指望他能唸多少書，只擔心兒子身體健康，有無受人欺凌，且更重要的

是，家裡供應不起。但在其七歲時，一位劉壽綿大叔改變了他的命運。劉

大叔以行善為樂，當他無意間得知老舍因家貧無法入學，便當下決定供給

學費、書籍，讓其得以學習。至此刻起，社會少了個小學徒，多了個日後

走上文學道路的少年，完全改變了老舍日後的人生（老舍，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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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位劉大叔後來出家當了和尚，法號「宗月」。老舍在宗月大師圓

寂後，曾為文寫道：「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

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麼樂趣和意義……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

曾受過他的幫助，現在我的確願意相信他真的成了佛，並且盼望他以佛心

引導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去私塾那樣！」（老舍，2008） 

從人生歷程來看，這位宗月大師算是老舍的貴人了。雖然不是實質

上文學的指引，但卻在關鍵時刻改變了老舍的命運，像黑夜中的一盞明

燈般，適時的出現並照亮了老舍的一生。 

而在另一方面，書中人物亦是老舍文學生命中的啟蒙者。在他的自

傳中提過，幼年時曾在家中塵土瀰漫的佛桌下，發現了《三俠五義》和

《五虎平西》，這些書籍都成了他的寶貝，也讓老舍明白：「除了我所認

識的人以外，還有些人是生長在書裡的。」老舍曾說：「讀書有多麼好！

這好比原來眼睛有點近視，一讀書啊就戴上了眼鏡，眼看得遠了，心裏

也透亮了。」（老舍，1988）書，給了他一雙新的眼睛，也滋養了他的文

學生命。 

老舍迫於時代背景，無法在豐厚的資源下受教，但仍不減畢露的鋒

芒。除了得力於真實生涯中的貴人，另一個就是書本中的貴人了，這些書

籍讓他開拓了新的文學視野。而宗月大師雖非學術上的直接啟蒙者，但卻

成為讓老舍接觸教育的關鍵人物，一個成就偉大文學家的幕後推手。 

三、 魯迅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拓者，同時也是傑出的小說史家和文學翻

譯家。他的小說讓中國文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而有中國現代小說開

山和楷模之稱。 

從小帶魯迅走入文學殿堂的，是他的祖父。在其年幼時，祖父就依各

詩詞的難易度，為他規定了讀書的程序，包含從最簡易的白居易詩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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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邁入陸游、李白，漸長更深化至較艱深的杜甫詩。當時在京城做官的祖

父，還特地將一本《唐宋詩醇》寄回家，要魯迅按照他的建議來讀。 

另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鼓勵魯迅讀《西遊記》、《水滸傳》這類白

話小說，在那時代的封建大夫，是非常瞧不起這類「邪書」的，認為不

能登大雅之堂。但魯迅的祖父卻不畏流俗，鼓勵自己的孫輩讀這些書籍，

那是因為在他心中有一套自己的教育觀。他認為這些白話小說故事性

強、活潑生動，能培養孩子讀書的興趣。所以魯迅從七、八歲起，就有

機會能接觸這些書籍（王曉明，1992）。 

再者，祖父因做官之故很少在家，但一回家就會帶魯迅去看戲，並

一一解說戲台上的歷史人物，且要其回家後即查出這些人物的故事。這

個舉動讓魯迅對古代小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讓其長大後開始蒐集相關

古代小說史料，編輯了許多有學術價值的書籍，後來也寫成《中國小說

史略》這本書，為我國的第一部小說史。從魯迅後來的成就，可見與幼

年時祖父的循循善誘，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相較於祖父，祖母與母親就是一本無字書了。在魯迅後來的文章中

所憶，祖母喜歡講一些太平天國的故事，也介紹了些許民間傳說，這時

的魯迅才四、五歲，在尚未有書啟蒙時，祖母就是一本現成的活書籍了。

而魯迅的母親也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在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

情境裡，卻十分嚮往學習，也有剛毅自強的性格。當自己的兄弟上課時，

她就在旁聽課，這樣居然也斷斷續續唸了一年的書，習得不少的字。這

種好學的態度與風範，亦深深地影響了魯迅，間接造就了魯迅努力向學

的性格（王曉明，1992）。 

由魯迅的背景來看，他的文學種子可說從家庭搖籃中萌芽。不管是

祖父有意識的栽培，抑或祖母及母親無形的身教薰陶，都對他的文學之

路有著深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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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外男性文學家 

一、 歌德 

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曾寫過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因而轟動歐

洲文壇。「才華洋溢、興趣廣泛」足以代表他的一生，除了在詩歌、戲劇、

散文等領域令人驚艷，同時也是位科學家，並在解剖學、植物學上有所

成就。 

在歌德的人生中，曾遇到幾位影響深遠的良友，使其在文學路上能

互相扶持，惺惺相惜並共同成長。在二十歲那年，歌德認識了哲學家兼

神學家赫爾達，他帶領歌德進入更寬廣的文學世界，不僅體認了詩歌的

價值、欣賞莎士比亞的偉大、瞭解文學的時代趨向，且對平民詩壇開啟

了眼界。歌德曾描寫初識赫爾達的情形：「這個心地善良的易怒者所給我

的影響，是重大且意義深遠的。他比我年長五歲，年輕時期的五歲已是

個很大的差距，……不管他是站在發問的立場，或解答者的立場，乃至

於任何形式的發言，他的話都意味深遠，因此我時時刻刻受到啟發。……

對於廣泛文學界所發生的任何事，我多半懵懂無知，如今我突然透過赫

爾達，明白了一切新的運動，以及新的發展傾向。」由於赫爾達的指引，

歌德告別了文學因襲的窠臼，走出了自己的風格，因而創作出德國浪漫

主義的代表作《少年維特的煩惱》，連名軍事家拿破崙亦對此書愛不釋

手，反覆看了七遍，遠征埃及時仍帶著在金字塔下閱讀（侯浚吉，1992）。 

另一位文學知己，則是同樣享譽德國文壇的席勒。雖然兩人在創作

態度、方法上有所差異，但仍不減相知相惜的珍貴情誼。歌德常強調，

兩個人的相識是「極幸福的事情」。他們常透過談論與書信往返，交換著

彼此的想法，在席勒的回應裡，常將歌德從自然研究拉回到文學創作，

並堅定其從事詩歌寫作的意念。著名巨作《浮士德》是部富含哲學意味

的詩劇，從構思到完成，前後經歷了六十年光景，也是歌德一生思想的

結晶。這部偉大詩劇之所以完成，席勒可說功不可沒，歌德曾對席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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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你給我第二次青春，使我再度成為詩人，以後，我不會停止寫詩。」

（侯浚吉，1992） 

從上述人物可知，文學領域裡的引領者或摯友，都扮演著舉足輕重

的角色，此種相知相惜的默契，亦將成為支撐著往下走的力量。我們也

可以說，如果沒有席勒這位重要人物，或許世人就看不到《浮士德》此

部名留千古的偉大作品了。 

二、 泰戈爾 

諾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兼具詩人、哲學家、音樂家、教育家

等多重身分，也是第一位得到此份殊榮的東方文學家，從另一形式來看，

他的作品打破東方與西方世界的隔閡，使其一躍登上世界文壇。泰戈爾

一生寫過的詩篇高達兩萬八千行，富含深刻的宗教及哲學見解，並在印

度享有史詩的地位。 

是怎樣的情境，形塑了這位偉大的文學家？在泰戈爾的《回憶錄》

（Reminiscences）中談及他的家庭。幼年時期，父親喜歡買書讓孩子閱

讀，愛講故事給孩子們聽，所講內容充滿幽默感及教育意義。只要家中

來信，父親總要孩子們朗誦給他聽，接著便指出信件錯誤的地方。父親

曾把梵文的古詩〈巴格華吉達〉（Bhagavadgita）裡的名句加上記號，並

要求他將其中名句及譯文抄寫出來，看起來雖為小事，但對幼年的泰戈

爾影響深遠，不知不覺培養起自命為詩人的抱負（連漢光，1975）。 

而他的兄長，亦在泰戈爾生命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大哥在寫詩

時，會製造詩的韻律，並將梵文的音韻用孟加拉的音韻來衡量，創作出

新的調子後才作詩。大哥常一面寫詩，一面朗誦，令周圍的人心醉神迷，

陶醉在其中意境。而三哥喬提，對他的影響更為深遠，喬提重視母語教

育，認為先將孟加拉文弄懂，未來學英文時才能駕輕就熟。這觀念使泰

戈爾受用匪淺，文學的根基因而打下深厚基礎，假若當時捨近求遠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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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未來的成就可能大打折扣。雖然與三哥年齡相距十二歲，但泰戈

爾回憶：「年齡相距這麼遠，他竟然將我看在眼裡。」（連漢光，1975）

這份兄弟之情潛移默化著他的文學路。 

而家中幾位老傭人，各個都愛說故事，故事選材多取用民間傳說或印

度古代的兩種史詩，這讓泰戈爾更瞭解印度當地的民情風俗，並在心中埋

下專攻文學的種子。泰戈爾的一位叔叔，是個業餘戲團的領袖，擁有編戲

詞的才能，又有教孩子的熱心，在一次機緣下，泰戈爾看到戲劇演出，這

對他而言是個大發現，他回憶著：「他們的調門、舞蹈，以及所有的故事，

都是孟加拉的市場和街巷生長出來的，他們的文字也是從未經過學究們修

飾的。」（連漢光，1975）從此之後，泰戈爾對於鄉土文學產生了濃厚的

興趣。 

觀看泰戈爾的家庭背景，可知他的文學種子，是幼年時期就這樣慢

慢胚胎孵化出來，而在孟加拉文的造詣如此之深，想必亦受童年所聽故

事、所看戲劇的巨大影響。以泰戈爾的話做總結：「塑造我的那位雕刻家，

一開始用的完全是孟加拉的泥土。……它裡面並沒有外來的成分，它的

材料都是自己的，再加上一些家庭的空氣和家中其他人的。往往一個人

的塑造，就在這一階段完成了。」 

三、 托爾斯泰 

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壇，可說是人才輩出，著作如林。但在所有同時

代的作家裡，托爾斯泰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戰爭與和平》、《安娜•卡

列尼娜》等幾部著名的長篇小說，可說是世界最偉大的作品之一，這些

如大海般恢弘壯闊的文學之美，就在托爾斯泰的筆下開展出來。俄國文

學家高爾基曾言：「不認識托爾斯泰者，就不可能認識俄羅斯。」由此可

知，托爾斯泰在俄國文壇居於無可撼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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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對文學的感受力，於幼年時即展現出來。在四、五歲初通

文字後，立即被雷洛夫的寓言、普希金的詩歌如〈一千零一夜〉所吸引，

家中豐富的藏書也成為他的文學啟蒙老師。八歲那年，有次父親讓他讀

普希金的詩〈致大海〉、〈拿破崙〉，托爾斯泰立刻以鏗鏘有力的音調朗誦

出來，這使父親大感訝異，並高興的說：「多麼好啊！托爾斯泰，讀得好

啊！」其後又找了他的教父亞茲柯夫過來聆聽。托爾斯泰回憶著：「顯然

父親被我朗讀時的情感所感動了，他與亞茲柯夫交換著意味深長的眼

神。我知道，他看出我讀得不壞，這使我非常快樂！」（陳建華，1994） 

青少年的托爾斯泰開始接觸費希特、謝林等人的文學著作，思考生

與死，生活的意義等問題，表現出遠超過同齡者的抽象思考能力。他曾

在小說《少年》中呈現岀自身的精神生活寫照：「我少年時期最愛思考的

東西，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和我的年齡及地位非常不協調。……在

我過著孤獨、內向的精神生活時，一切有關人類使命、未來生活和靈魂

不死的抽象問題，已經呈現在我的面前。」在托爾斯泰精神生活孤寂的

此刻，他與吉雅科夫間的真摯情誼，就成為滋潤其慘綠少年時期的養分。

吉雅科夫稍長於托爾斯泰，兩人氣質相近，對很多事物的看法所見略同，

他們常待在一塊，熱烈地談論相互感興趣的議題。托爾斯泰飢渴的吸收

著吉雅科夫對生活的見解，同時也熱烈地表達內心的思想與感受。每當

此刻，他們總忘卻周遭的一切及時光的流逝。托爾斯泰曾在《少年》小

說中描述這段友情：「我們的心靈是這樣的和諧，隨便在一個人的任何一

根心弦上輕輕一觸，就會引起另一個人的共鳴。」（陳建華，1994） 

其後於大學時代，托爾斯泰仍繼續著自己的精神追求，並大量閱讀哲

學相關書籍，其中受法國哲學家盧梭影響最深。他閱讀完盧梭全部的著

作，除了激起對真理的嚮往，甚至覺得讀盧梭的作品就像閱讀自己的思

想，只不過有意識地加以補充而已。「十五歲那年，我換掉了胸前的十字

架，將一個帶有盧梭像的銅飾掛在胸前。他的很多文章對我是這樣的親

切，就好像他們是我寫的一樣。」（陳建華，1994）托爾斯泰終生稱盧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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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老師，並認為盧梭是他一生中重大且有益的影響。即使在晚年重

讀盧梭作品，依然感到「曾經有過的那種敬仰和驚喜之情又油然而生」。 

對於思想層次超前的托爾斯泰，求學時期惺惺相惜的摯友，書本中的

典範良師，都是他汲取文學養分的泉源。不但使其擁有討論及啟發的夥

伴，更使精神層次不再孤寂，這些都將成為文學路途中莫大的指引及支持。  

觀看上述九位中西方著名男性文學家的生命重要轉折，除了不可抗

拒的社會情境或事件，家人（如父母、親戚、手足、妻子或子女）、良師、

同儕、角色楷模（如其他文學家或書籍思想）對他們的影響明顯而強烈。

這種撼動增強了他們對文學的好奇與熱情，使其堅毅地朝內心理想前

進，並在文學領域耕耘不輟。由此可見，男性文學家除了先天優異的稟

賦，還需靠著後天的培養與發掘，周遭重要他人的支持與鼓勵，這顆耀

眼的星星才得以於文壇上發光發熱。 

第四節 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相關研究 

壹、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意義 

一般談論的性別存有兩種意涵：一種是生理上定義的性（sex）；另

一種則是社會體系所建構，依文化背景、心理學所賦予的性別（gender）。

前者因男女生理差異而作區分，後者則是每個人對於自己或他人所表現

出男、女性化特質的主觀感受，同時也是社會對男性行為與女性行為的

一種評價。例如：女性被期待要溫柔體貼、細膩敏感，未來才能擔負起

相夫教子、操持家務的重責大任；男性則被要求主動積極、剛強果斷，

擁有衝鋒陷陣的冒險精神，並在事業上闖出一番大成就。以上都是社會

對性別角色加諸的意義，所以個人會依據文化對性別的期待，在不同的

位置及角色上扮演該有的特質。也可以說，性別是由人（社會）所建構

的，是來自於歷史、文化以及心理歷程共同塑造而成的（劉秀娟，1998）。

在本研究中將以後者的定義為主軸，來關切相關現象形塑出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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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刻板印象」，指的是社會對某一特定群體的人，擁有一組過於

簡單、僵化及類化的看法（黃曬莉，1999）。而這些刻板印象，或多或少

都受社會文化及價值觀所影響，如生活在相同時空背景、職業族群或年

齡階層的人，在心理和行為上都存有一定的相似度。張春興（2000）曾

指出：「刻板觀念的特徵是，不以親身經驗為根據，不以事實資料為基礎，

單憑一些人云亦云的間接資料，或只憑一偏之見，即對某事、某人、某

團體作武斷的評定。」這些所謂的「大眾化印象」不盡然是真實的，因

為他過度簡化、誇大了群體的特性，並忽略了其中成員獨特的異質性，

如果拿刻板印象來預測一個人的行為模式，其結果將產生嚴重的偏誤。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為上述兩者彙合起來的概念，也可以定義為

「有關男人或女人性格特質的一組結構化信念」（黃曬莉，1999）。廖啟

助（2008）曾在研究中歸納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意涵，他認為此種現

象經由習得而來，個體在成長及社會化的過程中，接受了社會大眾對性

別以一種簡略、先入為主的概念，來標記男女兩性的特質，而不去考量

其實際的個別差異，終致形成一種對性別偏頗而僵化的概念或看法。 

貳、 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生涯抉擇的影響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從古至今都存有男女殊異的現象。無論是生

男稱「弄璋」，生女為「弄瓦」，抑或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

即便在講求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這種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依然或多或少

根植於大眾心裡。在如此氛圍下，無形中將嚴重限制個人的成長，並影

響生涯的抉擇，除了造成女性無法施展抱負，低估自身能力的傾向外，

男性也可能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性別」一向是影響生涯發展的重要因素，在過往探討生涯阻礙相

關議題時，多數將焦點聚集在女性身上。但隨著社會結構的不斷變遷，

現代女性們紛紛踏入職場，並擁有新世代新角色的定位。若仍將生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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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問題侷限在單一性別，將顯得缺乏系統性且不夠完整，因此研究者將

從另一角度來觀看，男性在生涯發展歷程所映射出之抉擇與阻礙。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有很多約定俗成、習以為常的社會規範，甚

至我們不知道為何所以然，就這樣根深蒂固的延續著，偏偏這些思想觀

念，又嚴重影響、支配著我們多數的兩性關係（謝臥龍，1996）。個人常

為了得到他人的喜愛，而走出符合大眾要求的人生，加上父母、朋友與

其他社會價值系統的關注，勢必強化了預期的行為。經由文化，人們在

其中建構了自我價值，但也無形間受到了箝制。在傳統社會價值觀裡，

男性除了被要求男兒有淚不輕彈、避免表露情感外，總被期待走入較具

競爭性的路子。 

從家庭對子女的撫養態度來看，就可發現明顯的性別差異。如以花

蓮縣分別招收男女學生的中學為例，在每年新生訓練時，女中輔導室的

教師總戰戰兢兢、積極地向家長們邀約參與說明會，但出席人數總遠少

於男中家長，此情形在其他縣市恐怕也相差無幾。這種對子女教育不同

性別的不同期待，正是典型的家庭態度。對男性而言，家庭不斷鼓勵和

要求他向外發展，對教育和其他成就保持努力進取，並提倡獨立的美德。

男性的成長往往背負著「光耀門楣」的情節，在社會地位和成就上要扮

演不斷超越的角色，在經濟上要扮演整個家庭，甚至整個家族的提供者。

這些來自家庭（及社會）期待的本身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往往支配著

人的一生，包括生涯選擇的衝突和自我的成長（王浩威，1998）。 

在求學路途上，我們也發現學校教育的提升，並沒有完全改變大眾

對於兩性的刻板意識型態，社會對於男性的期望還是遠高於女性（謝小

芩，1998）。而教師對男女角色的主觀期待，亦無形間催化了孩童對自我

性別角色的認同，教師會鼓勵學生從事適合其性別的活動，像是建議男

生玩汽車、搭建樓房，而不鼓勵其進行烹飪的工作，反之，女生卻被要

求扮演女性特質傾向的角色（Lloyd & Duveen, 1992）。在學校友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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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提出孩子性別的形成是源於自己和同儕相互比較的過程，兒童將

自己與他人認為的男孩或女孩相比較，根據他們內在的知覺，以及他們

想要做的行為，把自己放入某一個性別類別中，進而尋求社會化的認同。

一個女孩把她自己歸類成「女孩」，一個男孩把他自己歸類成「男孩」（洪

蘭譯，2002）。加上學習階段的青少年期，更是需要認同、接納的年紀，

他們勢必害怕做出違反同儕眼光的決策或活動，以免遭受非議，不僅於

衣著打扮、休閒活動受到影響，甚至為了求取同儕接納，做出偏差行為

者也是大有人在（李惠加，1997）。 

為了達成社會認可的男兒角色，男人必須放棄許多興趣，甚至害怕

踏入所謂的「女性活動」，以免被貼上無男子氣概的標籤。相較於女性，

男性在事業上或許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在生涯或職業選擇上就不一

定如此了，他們甚至背負著更大的期許，失敗時亦將遭受更嚴苛的譴責，

臺灣俗諺道：「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即可感受到明顯的性別刻板

期待，這種現象忽略了人之主體性及個別差異，將「性別」所表現的一

切，歸咎於與生俱來的能力。 

在生涯或職業的抉擇上，除了受到家庭的耳濡目染、學校教育的專

業培養外，多數仍受到社會文化價值觀所影響，例如迷信明星學校，導

致不知道自己喜好為何，就盲目地按照熱門排行榜選填志願。另一種則

是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依據社會眼光，不約而同的認為某些科系適合

男生，某些科系適合女生（謝銀沙，2006）。楊龍立（1993）曾針對國內

高中學生在性別及選修學科間之關聯進行探究，其研究結果發現，男女

生在高中選組時呈現兩項特點：其一是男重理科、女重文科的分化現象，

而且持續向上延伸，另一點為組別選擇不易變更，中學時期的選組對於

未來職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謝孟芳（2002）的研究結果亦顯示，性別

差異對資優生的生涯抉擇有相當大的影響，透過長期社會文化的浸染，

逐漸融進自我的價值觀。而不同性別的國中資優學生，不論在科系或職

業的選擇，亦呈現出顯著差異。Gottfredson（1981, 2002）則是針對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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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自身興趣和符合性別角色等元素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若這三者面

臨衝突時，人們還是會依循社會期許，優先選擇符合自身性別角色特質

的行業。Dunnell 與 Bakken（1991）的研究則提出，工作滿意度是男性

和女性選擇工作時的重要考量，資優女性常思考著工作是否有創造機會

和挑戰性，而資優男性卻是考量薪水和工作的穩定性，其中原因就在於

他們被期待達成傳統男性須擔負起家庭生計的角色。性別角色的存在，

使得男性和女性在選擇職業時，只顧慮到性別角色的位置，卻忽略了自

我探索或本身特質是否適合。這樣的現象，將框限住個人職業選擇的範

圍，即使擁有相當的能力，也會傾向壓抑自我的成就表現，不但影響到

職業、興趣的選擇，亦限制住潛能的發揮（林幸台，1988）。 

許多國外研究顯示，國中小男性學童的職業性別刻板印象遠大於女

性。如 Awender 與 Wearne（1990）的研究發現，九至十四歲的學童在面

對未來職業的期待上，男女選擇傳統性別角色職業的比例是 8﹕1。大部

分的女孩認為，在不分性別的情形下，男女均能從事男性傳統相關職業

（例如：校長、律師、運動選手、卡車司機、醫生、太空人等），但男孩

卻固著的相信只有男性才可以（Hageman & Gladding, 1983; Long, 1994; 

Miller, 1982）。在國內方面，多數研究亦呈現出國小男性學童性別職業刻

板觀念遠高於女童的現象（林惠枝，2000；李然堯，1983；張瑾瑜，1996）。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不論國內或國外的研究，皆呈現出男女自幼年階段，

就產生一定程度的性別刻板印象，多數研究亦顯示男孩更顯根深蒂固。

反向代表的意涵就是：男人若想踏入非傳統男性職業領域，將是一道更

需挑戰社會眼光的巨大鴻溝。 

Thompson 與 Pleck （1987）曾指出傳統的男性刻板印象包含了三個成

分：地位（功成名就和受他人尊重的需求）、堅強（力量和自我信賴）和反

女性化（避免從事刻板的女性活動）。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過去很多

理論或知識體系，多數在男性優勢的狀態下建構，因此要討論男女平權，大

部分將重點放在如何提升女性地位。男人表面上雖是社會的主導者，但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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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化對於男性角色的期許和制約，使得他們背負著沉重的壓力。一個男性

在扮演自己之前，常須先扮演男性角色，因而不得不扼殺內心真實的感受，

如果他們想要活出自我，便會呈現反社會和反文化的表現，這樣一來勢必較

難為社會大眾所接受，自然也會被歸類成所謂的失敗者（曹又方，2001）。

從古至今，人類對男性角色的神話式描述，深深影響著男性社會化過程的學

習，許多男人潛意識裡都害怕被譏笑為娘娘腔，並極力撇清與女性畫上等號

（利翠珊，1985）。所以在過往的父權結構中，並非每個男人都站在優勢的

位置，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反成為犧牲者。因為換個角度來看，在一些看似較

柔性、弱勢，被歸類成女性化的活動裡，男性很有可能因懼怕社會眼光，故

更難踏入這些「特異獨行」的禁區，所以變相地喪失了選擇該領域的權利。 

陳怡安與林幸台（2002）曾針對高中語文資優生進行研究，男性語

文資優生較易受到同儕、師長及周遭輿論影響，並以選擇理組為優先考

量，男生擅理的價值觀亦無形間形塑了人生的規劃。楊巧玲（2005）曾

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針對高二學生如何進行類組選擇深入探究。其結果

顯示，學科能力是類組選擇的主要考量因素，但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

仍因性別大有差異，其中雖不乏有跳脫性別框架的案例，但「能力」就

是選擇非傳統類組男生的擋箭牌。其中值得關注的現象為：一類組的男

生常遭受二類與三類男生的異樣眼光，認為念文組的男生比較娘，有損

男性陽剛的氣質，而讀文組的男生也會覺得沒讀理工很丟臉，讀理工才

具有優越感。 

林立婷（2007）曾以高中資優班性別少數學生為對象，探究語文資

優班中男性學生的學習經驗，在研究結果提及：語文資優班男性仍受「男

生擅理」及「數理科技為優」社會價值觀影響，所以常將語文資優班視

為跳板，將之歸類成無法進入數理資優班的次要選擇，並以轉組心態進

入語文資優班。他們認為數理科技領域才是社會主流，且佔有優勢地位，

故只將語文資優視為基本能力。但由於臺灣重視外語教育，英文能力可

代表國際化、社會地位的象徵，所以語文資優班之男性學生認為：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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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資優，能使他們與普通社會組學生相較更具優越感。由此可知，

性別刻板印象無時無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考和行為模式，有時甚至會對

個人產生威脅效應，從性別刻板印象的威脅效果，更見刻板印象潛在的

莫大影響。從上述研究，可看出男性語文資優生面臨選組產生的想法與

困境，但也浮現出他們面對英語和國語文領域態度的差異。 

一個高中男生決定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作為未來人生志業之前，須

面臨許多重大挑戰，這些挑戰來自於二方面的困境：（1）社會傳統價值

觀念；（2）角色刻板印象。從建國中學教師實務經驗與相關研究結果均

顯示：人文學科表現優異的高中男生選擇就讀類組或科系時，仍以理工

或醫農類科系為主要考量，忽略擅長的人文及社會學科。因為自然組科

系的就業市場寬廣，以致於許多家長及親友，對選擇文組的男生抱持負

面或消極的態度，進而影響、壓抑、阻止學生選擇社會組的決定，在男

校或高中男生的世界裡，需要外在的支援系統，才能協助這群有志之高

中男生突破傳統價值觀、跨過性別角色歧視、說服最親最愛的親友，回

應個人內心世界最深的渴望，踏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途（建中人社班

網站，2011）。  

當男性肩負著「賺大錢」、「光宗耀祖」、「理工屬於男性」等沉重的社

會價值觀，被希冀走入大眾認可的熱門職業時，是否也同時意味著，這些

男性國語文資優生若要堅持留在原領域，是條更需要勇氣與支持的道路？

那些在自身興趣與社會眼光中徬徨徘徊的語文資優生，是如何自處與面對

這些現實問題？家庭、求學路途，社會環境等周遭重要他人，他們所供給

的是支持力量，抑或龐大阻力呢？一如作家凌性傑所提：「在臺灣的男校

裡（或說升學制度設計中），文科男生一直是被邊緣化的弱勢。我在求學

歷程中，也是一直被主流價值觀壓抑的。」另外建國中學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優班召集人黃春木老師，亦提及男性學生走一類組的狀況：「社會氛圍

加諸於男生有兩個層面，一個就是唸理工是比較有出路的，可以賺錢賺比

較多；第二個是男孩子本來就該唸理工，不應該唸文法商。……有學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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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就說在建中要唸一類組是需要勇氣的。這句話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震

撼，為什麼唸二、三類組不需要勇氣，唸一類組就需要勇氣？這對我來說

是不合理的。……去唸一類組的同學，你必須要想辦法自己單打獨鬥，在

學校得到的關注是不足的。」而這些男性文學家，到底是如何經歷、抉擇

他們文學路途？在這片迷霧背後，所撕扯、凸顯出來的真實現象又是如

何？這些都是研究者欲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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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六節，包含研究取向、研究者角色、研究參與者、資料蒐

集與分析、研究信賴度及研究者謹守的研究倫理，茲分別敘述於後。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早期生涯發展相關研究，大多以量化研究為主，但資優者具有獨特

的生理、心理特質，在人生路上所經歷的轉折與衝突常異於ㄧ般人，甚

至不足為外人道之。男性文學家之生涯發展，受到自身經驗與社會環境

所影響，想要瞭解他們的個人生命經驗、內心主觀世界，就需回到其所

屬的文化脈絡，才能體悟影響這些人的重要人物對其生命歷程產生的意

義。故研究者將採取直接接觸及深度訪談的方式，來瞭解男性文學家在

個體思考、生涯抉擇歷程的情形，以及重要他人對其生涯發展的影響，

希望能藉此蒐集到更豐富的資料。 

Lieblich、Tuval-Mashiach 與 Zilber（1998）指出在社會學及人類學

的領域，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常被用來呈現社會中某些由性別、

種族及宗教因素所定義之特定群體的特性或生活風格。從社會、文化或

民族的觀點來看，這些社會群體常是遭受忽略的少數族群，敘事能呈現

他們未被聽見的聲音。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6）認為敘事研究是蒐

集並說出關於生命的故事，並寫下經驗。藉由敘說的方式，提供受訪者

在特殊情境脈絡中描繪自己的豐富經驗，透過這樣的描述主動反思，來

尋覓行動的力量（莊明貞，2005）。由於人們是透過其所敘說的故事，來

為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因此敘事研究是探究人們如何建構生活獨特經

驗的最好取徑（吳芝儀，2003）。 

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0）亦提及，敘事研究重視研究者和參與

者間的合作關係，認為研究歷程即是一個研究者和參與者間「共享的故

事」，涉及彼此相互地敘說和重述故事，並共享敘事的建構和再建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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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為主體的狀態下，每次的故事敘說都是互動的過程，重點不在將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

（畢恆達，1986）。由於敘事研究牽涉到多層次的脈絡、敘說當下的時刻、

敘說者賴以生存的族群、階級和性別框架，故敘說必須在這些層級內加

以解釋，所以文本無法獨立於脈絡之外（Riessman, 1993）。透過個人故

事的呈現，可以反映出整體社會文化情境，且敘說故事不將只是停留在

內容表層，而是使個別故事與政治、社會脈絡相連結，才能反映出受訪

者所處的境遇，洞察故事背後隱涉的結構與意義（吳芝儀，2003）。 

綜合上述理論觀點，研究者採用敘事研究為研究取向，透過深度訪談

蒐集自我敘事，並瞭解個人身分是如何認定與建構。每個人都是透過說故

事來重新捕捉和再詮釋自己的生活，並建構出關於自己的認同（Riessman, 

1993），所以研究者希望藉由與男性文學家的對談，從當事人生涯的回溯，

輔以相關文件資料，站在平等、互為主體的立場，共同建構出屬於他們生

命歷程的意義，探究在整體社會文化脈絡之下，他們求學、工作階段生涯

抉擇的相關經驗，以及重要他人對其影響之心路歷程。 

第二節 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於大學時期，就讀於本校國文學系，周遭不乏男性語文資優

同儕，時至今日，他們都是擁有十年以上交情的好友。在平日閒聊及探

討中，同儕的學習歷程及人生規劃都讓研究者充滿好奇與疑惑，雖未親

身經歷他們走過的道路，但時有感同身受的體會。 

在職場生涯裡，研究者曾擔任資優班導師並任教國文學科，目前則

於縣內承辦鑑輔會及資優教育相關行政工作。細數過往的教學生涯，研

究者曾經歷數理資優班、國文資優班及音樂資優班，發現即使班級屬性

不同，學生異質性相距甚遠，但都能接觸到語文領域表現優異的孩子。

而於生涯輔導方面，無論於教學現場亦或行政工作崗位，研究者都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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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與學生或家長們討論生涯抉擇議題，雖然是不同的時間點、相異的

工作型態，卻都是處理類似的事件與觀察到類似現象。 

為了進行研究，研究者曾修習本系所開之教育研究法，心輔系及教

育系開設之質性研究與高等質性研究等課程，以期更能掌握質性研究的

方法與精髓；也曾於建國中學人社資優班社科研究課程，教導、分享訪

談相關經驗；此外，亦曾擔任過國科會專案研究助理，以訪談員及觀察

者的角色，實際融入資優班場域進行研究，並同時著手教育部資優學生

個案之訪談與編撰手冊，故對訪談的經歷與技巧，擁有數十次的實務經

驗。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以人為主，研究者本身就是一種靈敏度極

高的工具（self-voice）。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對語文資優領域有

興趣的研究者及學習者，以淨空的心態來傾聽參與者的心聲。在研究之

初，研究者向研究參與者說明本身背景及研究目的，希望藉由深度訪談，

瞭解男性文學家在生涯歷程裡所經歷的轉折，及重要他人對其抉擇產生

的變化及影響。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國語文能力優異之男性為研究對象，同時希望能夠呈現求

學及就業後的發展情形，並以回溯的方式提供訊息，故選取標準是以目

前活躍於臺灣文壇的傑出男性青年為對象，年齡介於 20～40 歲之間，且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作品常發表於國內外著名文學期刊者。 

二、 曾獲國際性或全國性文學領域獎項者。 

男性文學家之人生歷程發展至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走向。所以研

究者在尋找研究參與者時，儘量選擇不同求學、職業背景的對象，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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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一直停留在其它領域者」，「一直停留在語文領域者」，或「曾在語

文、其它領域間轉換者」等三類，以期更能全面瞭解男性文學家在生涯

抉擇可能遭遇的問題。其中，「一直停留在其它領域者」為求學階段及職

業生涯皆選擇非語文領域；「一直停留在語文領域者」為求學階段及職業

生涯皆選擇語文領域；「曾在語文、其它領域間轉換者」為求學階段及職

業生涯曾於語文及其他領域間更替者。 

研究初期，研究者從網路、書籍或報章雜誌搜尋國內近十年來具公

信力的文學獎得主，並仔細閱讀其生平與相關背景，篩選出符合資格之

研究對象。另一方面，也同步請周遭友人介紹符合研究資格者，並納入

考量參酌。在進行研究的歷程，亦透過研究參與者的推薦而認識其他訪

談對象，後續經考量對方背景及資料飽和度後，再適度加入訪談名單。 

研究之初，由研究者寄發研究參與者邀請函（如附錄一）進行研究

邀約。最終選取九位男性青年文學家為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分別為「一

直停留在其他領域者」三位，「一直停留在語文領域者」三位，「曾在語

文、其它領域間轉換者」三位。研究參與者資料整理如表 3 -1，並按照

其生涯類別依序編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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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研究參與者名單介紹 

名單 
年齡 

（受訪時） 

生涯抉擇路徑  註：生涯轉折  

高中選組 大學選系（ 研究所選擇） 職業選擇 
獲獎經歷 

一

直

停

留

在

其

它

領

域

者 

A 

（Xavier） 
29 自然組 醫學系 醫師 

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全球華

文青年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

台灣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 

B 24 自然組 醫學系 醫師 

臺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教育部文

藝創作獎、林語堂文學創作獎、宗教文學獎、懷恩文

學獎、中和庄文學獎、臺大文學獎等 

C 

（耀小張） 
36 

社會組 新聞系 記者 新聞所 兼任講師 

（新聞/文學創作） 

全國學生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臺北文學獎、全球

華文文學星雲獎、台南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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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名單介紹（續） 

一

直

停

留

在

語

文

領

域

者 

D 

（K） 
38 社會組 中文系 中研所 中文系教師 

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教育部文學獎、臺灣文

學獎、文建會大專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梁實秋

文學獎等 

E 39 
社會組 中文系 文創所 兼任講師、文創工作 

（文學創作） 

聯合報文學獎、臺灣省文學獎、聯合文學新人推薦獎、

中副文學獎、寶島文學獎、宗教文學獎等 

F 

（凌性傑） 
37 社會組 中文系 中研所 國文教師 

全國學生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中央

日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臺灣文學獎等 

曾

在

語

文

、

其

它

領

域

間

轉

換

者 

G 

（許榮哲） 
37 自然組 水保系 農工所 文創所 文創工作 

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聞局優良劇本獎、教

育部文藝創作獎等 

H 34 
自然組 醫學系 中研所 兼任講師 

（文學創作） 

全國大專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央日報文

學獎、曼氏亞洲文學獎（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入圍、歐康納國際小說獎（Frank O'Connor 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 Award）入圍、林榮三文學獎等 

I 29 自然組 社會組 法律系 文創所 文創工作 

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香港青

年文學獎、臺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優秀青

年詩人獎等 

註：（）中名稱為研究參與者同意於故事文本內呈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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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 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的蒐集來源為三方面，包含深度訪談、研究日誌及研究

參與者相關資料文件，各類資料的重點分述如後： 

一、 深度訪談 

依據前述相關文獻，研究者整理出半結構的訪談大綱（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guide），作為深度訪談的參考依據（如附錄三）。訪談過程由研

究參與者之生涯經歷與抉擇經驗談起，再逐一回溯其幼年的學習歷程至

目前之生活現況，深入探討重要他人、性別刻板印象對其生涯抉擇及影

響的相關因素，最終再以目前國語文資優教育的反思作結。 

訪談的目的，在瞭解研究參與者的思想、價值、信念與感受，並對

其過去的生活經驗、生涯裡的關鍵事件，進行意義的詮釋與反思。訪談

過程中，研究者從輕鬆、不受拘束的情境切入，採用開放的半結構式問

題，運用晤談、觀察、記錄等方式蒐集相關資訊，並採同理心以受訪者

的觀點視之，從中得知受訪者過往及當下的感受，或是對未來的期許等。

深度訪談以錄音筆錄下訪談過程，並將對話歷程完整繕打成逐字稿。訪

談時間每次約持續二至四小時，回來經整理後，若有不清楚處，再以電

話聯繫釐清；若資料與訪談大綱相差甚鉅或尚未訪談完畢，則安排進行

第二次訪談，各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與地點整理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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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參與者訪談時間與地點 

研究參與者 受訪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 

（Xavier） 
100 年 7 月 30 日 9：00－13：15 ○大醫院 

B 100 年 8 月 25 日 20：00－22：55 五號輕食館 

C 

（耀小張） 
100 年 6 月 10 日 15：00－18：20 貓薄荷咖啡館 

D 

（K） 

100 年 6 月 21 日 14：00－16：15 

○大研究室 

100 年 6 月 29 日 14：00－15：55 

E 100 年 6 月 11 日 16：30－19：40 集客茶館 

F 

（凌性傑） 

100 年 5 月 16 日 10：10－11：45 

教師會館咖啡廳 

100 年 5 月 30 日 10：10－12：30 

G 

（許榮哲） 

100 年 8 月 23 日 14：00－16：00 

耕莘文教院 

100 年 8 月 28 日 9：30－11：00 

H 

100 年 4 月 29 日 15：30－18：25 

教師會館咖啡廳 

100 年 5 月 2 日 16：00－18：20 

I 

100 年 6 月 7 日 14：10－18：35 

丹堤咖啡館 

100 年 6 月 14 日 14：00－17：30 

研究者於訪談一星期前寄出訪談大綱，讓研究參與者可事先進行閱

讀反思。訪談進行時，並無硬性限制答題順序，若研究參與者提到額外

重要觀點，未包含於最初訪談大綱中，但研究者認為此議題對研究具有

潛在重要性，則之後訪談時即列入大綱並進行提問。  

二、 研究日誌 

與研究參與者間的互動，是個連續動態的歷程。研究者利用訪談空

檔，將所觀察到的狀態、情境轉化為文字，儘可能地詳細記錄當時觸發



 

48 

 

的問題或想法，並將鮮明的記憶形成田野札記，撰寫為研究日誌。研究

者並於每次進行完研究後，立即整理且記錄當日所有感受，包含與研究

對象的互動、訪談時的想法等，並時常透過研究日誌進行自我省思，以

批判、冷靜的態度檢視自身觀點，以期使思想保持清明、客觀。 

三、 相關文件資料 

除了進行深入訪談、實際觀察，研究者亦蒐集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

中之相關文件及資料，包含：發表作品、得獎紀錄、報章期刊、出版書

籍、網路部落格、照片、信件、臉書簡訊往返等，藉由這些文件，更能

深入瞭解他們的思想觀點及過往學習經驗，不論於外在的成就表現，抑

或個人內心世界想法的轉折，都可以協助研究者更理解男性青年文學家

生涯抉擇的心路歷程。 

上述資料依深度訪談資料、研究日誌、相關文件資料分別編碼，其

編碼方式分述如下： 

（一） 深度訪談資料 

研究參與者代碼以 A～I 為首，中間四碼為訪談月日，最後兩碼則為

當次逐字稿之訪談頁碼。例如：「A020810」表示資料出自一○○年二月八

日 A 受訪者訪談逐字稿中第十頁；「B031902」則表示資料出自一○○年三

月十九日 B 受訪者訪談逐字稿中第二頁（詳見表 3 -3）。在分析、整理為

成果時，若逐字稿中語意不清處，研究者將用括號〔〕中的文字加以註

解，以求與原文作區別，但儘量以忠實呈現原句為原則；若為求摘錄相

關議題，逐字稿呈現有需要節錄部分，研究者將用刪節號…加以註明。 

 

 



 

49 

 

表 3 -3 

正式訪談原始資料之符號意義 

編碼 第一碼 第二、三碼 第四、五碼 第六、七碼 

符號意義 研究參與者代碼 訪談月份碼 訪談日期碼 逐字稿頁數碼 

符號內容 A～I 
訪談月份以數字

01～12 表示 

訪談日期以數字

01～31 表示 

訪談逐字稿頁數

以 01～表示 

（二） 研究日誌 

編碼內容以研究日誌及記錄日期月日組成。例如「研究日誌 0425」

表示出自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研究日誌記錄之內容（詳見表 3 -4）。 

表 3 -4 

研究日誌之符號意義 

編碼 第一碼 第二、三碼 第四、五碼 

符號意義 資料來源 記錄月份碼 記錄日期碼 

符號內容 研究日誌 
記錄月份以數字 

01～12 表示 

記錄日期以數字 

01～31 表示 

（三） 相關文件資料 

編碼內容以研究參與者、資料來源及次序編號三類組成。例如「A

作品 02」指的是關於 A 受訪者發表作品第二份蒐集到的資料。「B 出版

書籍 01」則是關於 B 受訪者專書的第一份資料（詳見表 3-5）。 

表 3-5 

相關文件資料之符號意義 

編碼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四碼 

符號意義 研究參與者代碼 資料來源 資料蒐集次序 

符號內容 A～I 

作品、得獎紀錄、

報章期刊、出版書

籍、網路部落格、

照片、自傳（序）、

信件、臉書簡訊等 

資料蒐集次序 

以 0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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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 整理逐字稿 

每次訪談逐字稿皆由研究者獨立謄寫，以求更能清楚記錄研究過

程，並避免漏失相關細節。在撰寫逐字稿的同時，也一邊記錄訪談當時

的想法與觀察見聞。每份錄音檔皆重複聽述二次以上，並仔細檢視提問

之適切性，以及回顧當時與研究參與者間互動的情景。 

二、 資料分析 

目前國內學者對於敘事研究之分析方式尚無定論，有人著重分析內

容，有人注重敘說結構，有人則關注敘說的建構歷程（吳芝儀，2008）。

Lieblich 等人（1998）針對敘事研究的分析方法，區分兩個獨立的向度來

閱讀、詮釋和分析生命故事，分別為整體（holistic）和類別（categorical）

取向，以及內容（categorical）和形式（form）取向（引自吳芝儀譯，2008）。 

（一） 整體取向 VS.類別取向 

「整體」取向係指將個人生命故事視為整體，內容撰寫方式可藉由

數個主題串連其整體印象。「類別」取向則類似於傳統的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原始敘說故事被加以拆解，從整個故事或數位敘說者的文本

裡蒐集段落或語句，依其主題或意義概念歸類到已界定的類別內容中。

（吳芝儀譯，2008） 

（二） 內容取向 VS.形式取向 

敘事的「內容」係指從敘事者的觀點來明瞭發生何事、為何發生、

誰參與此事件。其目的是藉由探詢故事或特定段落的意義，來釐清個人

呈現的特質或動機，或是瞭解敘說者特定語彙背後隱含的象徵意義。敘

事的「形式」是指劇情的結構、事件的時間序、與時間軸的關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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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性及連貫性、故事所喚起的情感、敘事風格、隱喻或文字的選取

（例如：主動或被動）等。 

這兩個向度為交錯的情形，呈現四個方格的矩陣，以反映閱讀敘事

的四個模式（吳芝儀譯，2008）： 

整體－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內容 類別－形式 

（資料來源：Lieblich 等人, 1998，吳芝儀譯，2008） 

（一）整體－內容模式：重視個人生命的完整性，並聚焦於故事內容上。 

（二）整體－形式模式：藉由審視完整的故事，來分析文本之劇情與結

構，主要聚焦於形式上。 

（三）類別－內容模式：取向近於「內容分析」，研究主題類別已明顯定

義，關注特定主題所提及之內容，並將其抽離探討，而忽略整體

故事的情境脈絡。 

（四）類別－形式模式：聚焦生命故事個別段落之敘說風格與語言學特

徵，而忽略整體故事的情境脈絡。 

在上述方式裡，「整體—內容」模式聚焦於個案完整生命故事的呈

現，並藉由對個別段落內容的理解，來統整整體故事的情境脈絡。此模

式與本研究將研究參與者視為整體，期待能理解其生命經驗所隱含的意

義、拼湊目前樣貌的生涯發展歷程，並抽取其生命核心主題的目的相符

合，因此，本研究採取「整體—內容」模式，作為故事文本的分析方法。

另外再以「類別—內容」的觀點，針對每個故事浮現的重要他人與性別

刻板印象加以統整聚焦，並理解研究參與者們共同遭遇的現象與困境，

以此進行跨個案的分析與討論。 

因此，在第四章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的生涯敘說以「整體－內容」

分析方式呈現。每位研究對象的文學生命故事都是以幼年、求學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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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記憶，重要他人對文學生涯的影響，生涯抉擇的歷程與衝突，以及

目前的職業/生活選擇所串連而成。他們依據研究訪談大綱，敘說著自己

的生命故事，最終組織為一個完整的文學生涯歷程。以下將以 A 的故事

為例，解釋如何以「整體－內容」的分析步驟（吳芝儀譯，2008），分析

重要他人/事件對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抉擇的影響： 

（一） 反覆閱讀逐字稿，掌握文本整體印象 

在此歷程，研究者將自己的主觀認知及價值判斷暫時移除，將文本

視為一連串事件的發生，據此掌握敘說背後的意義與脈絡，以獲得完整

故事的感受。研究者將訪談時的文本內容，透過來回的檢視與剪裁，與

研究主題進行更深入的連結，並將無關的部分予以刪除。另外，研究者

也將過於口語化的贅字刪除，在儘可能保留其原文、用字及描述角度的

情形下，小幅修改逐字稿內較不通順的語句，並替換相似的語意及連接

詞，以求提高閱覽時的流暢度及易讀性。各個故事藉由第一人稱「我」

為主詞進行敘寫，目的為重現研究參與者敘說之臨場感，並協助閱讀者

走入他們的生命歷程，同時反映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的主體性，過程舉

例如下： 

【逐字稿原稿】 

我那時候我們 A 中的國文是全校比，不是同一個年級，然後我那時

候剛進 A 中高一喔，我參加那個國語文競賽的字音字形，我就拿到全校

第二名，就是那時候全校第二就代表說，我那時候高一我就把一些高二

高三的學長幹掉了這樣子，然後可是我發現後來我即使得到了這個國語

文字音字形全校第二名，可是我發現就連我自己的國文老師也對這塊完

全不重視，怎麼說他不重視？就是她好像也沒特別去鼓勵這塊，或去做

什麼培訓，然後隔年高二的時候，我當然就是順理成章，又再代表班上

去參加啦，不過高二又退步一名，變成全校第三，不過其實也在全校前



 

53 

 

三名，也算滿不容易這樣子，後來老師也沒有幹麻，後來高三那一年，

我就覺得參加那個要幹麻？好像也不能幹麻？好像它給我實質的榮譽感

跟肯定感也沒有那麼大這樣子。（A073006） 

其實有一些國文老師，他們都會去重視這一塊，如果你有得獎或什

麼的，他會培育，然後讓你有走這一塊，但是其實可能就是因為老師也

不會重視，我自己覺得也沒有…我沒有得到，找不到自己那種定位，我

想說反正就算了，參加那個可以幹麻？（A073007） 

【修飾、剪裁逐字稿過程】 

【修飾、剪裁後之故事文本】 

當時 A 中的國語文競賽是全校一起，並非同一個年級。我那時剛進

高一，參加國語文競賽的字音字形就得到全校第二，代表著我才高一，

就把一些高二、高三的學長幹掉了。可是後來發現即使得了這個獎，就

連自己的國文老師也對這塊完全不重視，怎麼說不重視？就是他好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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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特別鼓勵或去做什麼培訓，到了隔年高二時，我又順理成章再代表班

上去比賽，但老師也沒做什麼。到了高三那一年，我就想說「算了！參

加那個可以幹麻？好像也不能幹麻？」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好像它帶

給我實質的榮譽感跟肯定感也沒那麼大。 

（二） 從文本裡尋求有意義的事件及人物，凸顯特定焦點或主題 

反覆閱讀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文本，可發現故事情節浮現許多有意義

的事件及人物，且特定內容或主題有經常被重複提及的情形。研究者於

文本中尋找出對研究參與者生涯有意義之重要他人及相關事件，用顏色

筆圈選出具關鍵意義的字句，並標示在旁邊預留的欄位中，再以同理的

觀點進行重要主題的理解與詮釋，形成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故事的整體

印象與核心主題。最終依照核心主題之生涯時間順序編排，並依故事情

節分段命名。其過程舉例如下： 

「大一大二那段，只要一有作品大概就會想要拿給別人。…同學啊，

老師啊，都會。甚至就 email 寄給同學說，我最近寫了一篇，其實

他們對文學沒興趣（表情：解嘲的笑），也會收到我的 email。…其

實那時候沒有找到文學的同好，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對閱讀是有興

趣的…那時候我參加大學的系刊的編輯還是什麼，大概就寄給那些

一起編系刊的人看這樣子。…〔同儕〕也是會〔給回饋〕啦，但是

都是很表面的，然後寫得不錯啦什麼之類的，反正都沒有一些很實

質的回饋，可能不用看就可以寫出來的那種。…其實那時候有一點

受傷啦，可是我後來就慢慢習慣了，這我也覺得自己還在這裡面還

有一點韌性跟彈性啦，就不會因為這樣就完全倒了，這很重要的就

是因為興趣啦，因為有這樣一個興趣在支持我。（A07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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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看我得文學獎〕他們大概就是恭喜這樣子，但是其實我們要

聽的不是恭喜，要的是文章的想法，所以那個反而是我們想聽到的，

不過很可惜就是，通常一般人就比較不會看，真的去真實的看這些

東西。」（A073031） 

 

 

「你跟你的朋友講一些寫作的東西，或是說你發表了什麼文章之類

的，他們可能那種不是感興趣的那種眼神，偶而這樣那一類的眼神，

就會讓你覺得有一點心中涼涼的那種感覺，很多時候那個可能會是

你的一個阻力，你會告訴自己說，我要不要停掉了？反正就跟大家

一樣，就好好當個醫生這樣子。」（A073017） 

 

 

「影響就譬如就我剛講的，自己的問題啦，同儕的一個反應的問題

啦，有時候你跟他說你得了一個獎，你跟他說你在報紙上發了一篇

文章，可能他們興趣缺缺的那樣一個眼神或態度，可能會影響你啦，

不過那個久了就習慣了，反正那個久了都習慣了，反正我都經歷過，

我就覺得都還好，後來都還好。」（A07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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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可以發現一些高中生或者是大學剛開始，他們寫完一篇作

品就自己覺得自命不凡，會有那樣一個傲氣在啦，我也常常接到一

些高中生，他們寫完作品就拿給我說叫我給他們意見，他們就覺得

自命不凡，我以前也曾經是這樣的高中生啦，可是後來我發現我自

己認為有熱度，可是旁邊就是很冷淡的，後來就漸漸意識到好像在

這件事上只有我自己在 high，別人是不 high 的，幾次幾次下來，等

到我又再更年長的時候，我寫完作品就不會再給人家看了，我就靜

靜放著，投給報社，投給什麼，就是很安靜的創作，那也很習慣這

樣子，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帶給自己的傷害比較不會這麼大，因為以

前曾經這樣子很熱情，卻得到這樣的回餽，其實或多或少有一點傷

心啦，後來也因為自己看透了一些事情，就覺得寫作就是安靜的，

自己寫。」（A073032） 

 

【核心主題】 

同儕影響議題－冷然的對待，缺乏志趣相投的同儕。研究參與者初

期寫作態度為熱情分享，但因遭受同儕冷然的態度而感到受傷，目前已

接受現況，並習慣安靜的私下創作。 

【研究者的詮釋及理解】 

缺乏志趣相投的同儕，將影響研究參與者創作的熱情及動力。大學

初期，研究參與者對於文學創作充滿熱情，有相關作品亦會想和同儕交

流分享。但可惜的是，並無找到同樣喜愛文學的同儕，從周遭朋友不感

興趣的眼神，敷衍的態度及冷漠的回應，發現與自己的熱衷呈現雲壤之

別。後期研究參與者也做了自我調適，從早期的受傷失望、自我懷疑（負

向經驗）到目前接受並習慣，慢慢找到自我創作的定位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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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第五章，研究者採用「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逐一分析影

響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抉擇之重要他人，探討影響歷程中之正向和負向

經驗，以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其文學生涯的影響。研究者反覆閱覽各

篇訪談資料，找出相關內容，據此加以歸類分析，並於第五章以跨個案

分析的方式呈現。接下來將解釋如何以「類別－內容」的分析步驟（吳

芝儀譯，2008），分析重要他人/事件對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抉擇的影響： 

（一）選擇替代文本（subtext） 

此步驟為根據研究問題，將文本裡相關議題標示出來，並聚集起來成

為一個「替代文本」。因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瞭解男性青年文學家之重要

他人及性別刻板印象對其文學生涯的影響，故研究者將故事中所有有關重

要他人及性別議題的文句段落，以各種顏色的便利貼，從整體文本中選

取、標示出來，並將相關文字段落彙整為另一個檔案成為「替代文本」。 

（二）定義類別內容 

「類別」用來劃分替代文本的主題或觀點，是提供意義單元分類的

方法。類別可藉由理論假設來預先定義，或以開放的角度反覆閱覽替代

文本而浮現。在此步驟研究者根據文獻及研究問題，將類別區分為家庭

重要成員（父母、手足、戀人）、求學階段重要他人（教師、同儕）、角

色楷模（現實生活、書籍與影視相關媒材）、性別刻板印象等類別，並在

反覆閱讀文本的歷程裡，發展或精鍊出更細部的類別種類，以獲取重要

他人及性別刻板印象對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的影響情形，以下為本研究

之類別分析表（詳見表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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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類別分析表 

影響生涯抉擇的因素 

因素 類別 

重
要
他
人
因
素 

家 

庭 

成 

員 

父母 

助力 
重視語文教育，打造良好學習環境 

給予生涯自由選擇權 

阻力 

漠視文學相關活動 

依循社會主流價值，自身經驗法則至上 

生涯抉擇的強勢左右 

妻子 

〔戀人〕 
助力 

感情事件的領悟 

穩定心靈的力量 

多元的正向角色（支持、理解、肯定、幫忙、作

品共享、良性競爭者） 

手足 

、 

其它成員 

助力 
長輩及年長手足的身教影響 

與有榮焉的回饋 

持平 尊重，但不理解 

家族氛圍 阻力 
家族親友的不理解 

家族期待的壓力 

求 

學 

階 

段 

重 

要 

他 

人 

教師 

助力 

重視學生作品，回饋熱情 

教學及專業能力優異 

瞭解學生特質，不以自我價值觀設限 

肯定、認同學生能力，給予鼓勵支持 

不強制、不壓迫 

心靈的契合 

阻力 

吝嗇給予學生回饋 

輕忽人文學科 

教學及專業能力不足 

考試導向的教學 

同儕 

助力 

相濡以沫的熱情－志同道合的友伴 

良性競爭者 

作品分享者（讀者）、對話者 

阻力 

同儕的主流價值觀 

冷然的對待－缺乏志趣相投的同儕 

同儕的負面態度與不理解 

 

學校氛圍 

助力 自由、無侷限的校風 

阻力 

學校氛圍重理輕文，欠缺生涯輔導機制 

升學導向，權威宰制 

缺乏文學相關科系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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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分析表（續） 

影響生涯抉擇的因素 

因素 類別 

重
要
他
人
因
素 

角 

色 

楷 

模 

現實生活 助力 

進入文壇的推手 

人生角色範本 

鼓勵與支持的態度 

牽絆的力量 

心靈相契的對談 

書籍、 

其它影視

媒材 

助力 

人生角色範本 

作品共鳴 

強大的支持力量 

其

它

重

要

他

人 

讀者 助力 

回饋的喜悅，被閱讀的榮譽 

寫作者的使命 

走入另一個寫作高度 

編輯、 

評審 
助力 

溫馨、鼓勵的支持 

肯定、提攜的力量 

其它影響

來源 

助力 圖書館藏書 

阻力 社會主流價值觀 

助/阻力 個人特質 

性 

別 

因 

素 

阻

力 

兩性期待的差異 

社會文化價值觀 

沈重的經濟壓力與成家立業責任 

（三）將文本段落分類至類別中 

將句子或段落歸類至各個類別裡，同一類別裡會有不同研究參與者

的的敘說內容，舉例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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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段落分類表 

段落 類別 理解與詮釋 

她〔教師〕在我這麼小的時候就印

琦君的文章給我看，我覺得這很好

啊！這很好的文學教育，因為你平

常在課本裡面，不會看到這種文

章。所以覺得這件事跟她有關係，

覺得文學創作這件事情跟她有關

係。我覺得應該有被鼓勵到啦！因

為她就會出那些不是這麼制式的

作文題目，你寫什麼東西她接受度

都滿高的。她真的教法也比較靈

活，她真的就比較有像文學的樣子

的教法，而不是作文，所以她也比

較能接受你寫些小品文，就是那不

是一般的作文題目。（H050239、

H050240）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 

－教師 

－助力（正向經驗） 

－教學及專業能力

優異 

教師具備文學涵養，並能

以活化的方式教導學

生，進而影響到研究參與

者往後的文學創作。 

我們班就是只要表現好，老師就會

說故事，然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

說《木偶奇遇記》，每天就講一小

段，我覺得她那種說書人的型態，

其實影響到很多小朋友會希望自

己也寫故事，然後我不曉得是不是

這樣的機緣，讓我在升上三、四年

級之後，我一直都記得我在聽故事

的感動，就是它可能是引發我們對

語言、文字的興趣，然後那時候也

不曉得什麼叫文學？只是看到那

種故事性很強的東西，就很喜歡。

（F051602）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 

－教師 

－助力（正向經驗） 

－教學及專業能力

優異 

教師以活化的教學方

式，將文學以故事型態傳

達給幼年的學子，進而影

響其研究參與者往後對

語言、文字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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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研究結果導出結論 

每一類別蒐集的內容，可以呈現出特定文化或族群的縮影，而先前

研究問題或文獻探討提出的假設，亦可於此階段進行驗證。研究者在此

步驟的研究處理歷程為「將同一類別的段落文句反覆閱讀，進行來回、

深入的驗證與剖析，並針對研究參與者間彼此一致或不一致的經驗與想

法，做適當的比較與串聯，且輔以文獻探討進行綜合討論。」 

最終，研究者將完成之故事文本交由研究參與者審閱，並請其對生

涯故事之撰寫內容與實際經驗的相符程度進行檢核，本研究所呈現的版

本將依據研究參與者的意見及想法加以修正。 

第五節 研究信賴度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採敘事研究法進行探究，透過不斷的提問、

訪談、對話與反省，期許與研究參與者站在平等、互為主體的立場，瞭

解其生涯抉擇的歷程，並企圖捕捉背後呈現的意義結構，針對個別獨特

經驗，彰顯背後的內隱意義並加以具體描述。 

有別於量化研究對信、效度的評估，在轉化為質性研究的語言時，

Guba（1990）提出四項指標來控制質性研究的信賴度，這四項指標分別

代表量化研究的內在效度、外在校度、信度和客觀性： 

一、可信性：指研究者蒐集之資料的真實程度。 

二、遷移性：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對於被研究對象的感受和經驗，可以

有效的轉換成文字陳述。 

三、可靠性：研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料、蒐集策略蒐集到可靠的資訊。 

四、可確認性：研究的重心在於對研究倫理的重建，且從研究過程獲得

值得信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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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研究具有較佳的信賴度，研究者運用了以下方式，對所蒐集

的資料進行驗證，並詳細敘述研究過程的發展，與研究者本身的詮釋，

讓讀者能據此判斷出研究結果之合理性與類推度。 

壹、 建立良好伙伴關係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建立良好的伙伴關係，讓他們樂意說出過往的

經驗與感受，除了在研究前針對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研討，並會仔細閱讀

受訪對象的背景資料，以便快速融入對談情境。在進行訪談過程，研究

者以誠懇、同理的心態，讓受訪者安心、自在地說出過往的經驗與感受，

並時時反思避免陷入主觀立場，忠實地傳達受訪對象的聲音。 

另外，研究者也遵循平等互惠原則，於訪談過後回饋研究參與者個

人反思及感受，如訪談後寫給 A 的信「我很喜歡你的文筆跟書寫的文字…

一如你訪談時所敘說『有時很大的事件不一定有影響，但是生活中細微

的小事卻令人印象深刻。』當天訪談完的感覺是，你的人格特質跟你的

文章相呼應，樸實卻充滿人道精神及溫情，從你的談話思考及文字內容

就可深刻感受…（節錄）」研究者期待能於互動對話的歷程裡，彼此共

同尋覓思考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成為一同成長的伙伴關係。以下節錄研

究參與者於訪談後給予的回饋： 

「那個訪談的下午於我而言，彷彿經歷了一次自剖的過

程，迄今都還記得那個下午的氛圍，咖啡店裡的貓很悠

哉的走著，有一度我還想起高中那些校刊的時光…我並

不提防這個研究，畢竟這是自己的故事，如果以十分制

來說，我所坦誠的故事應該已表達了九分，剩下的那一

分，應該是記憶可能遺漏的緣故。」（C 信件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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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個研究不錯，好像可以讓我重新認識自我，

有點像心理治療，把一些壓抑已久的東西抒發了一下，

也更了解自己的成長。」（D 信件 12） 

「這是一次蠻深入的訪談，許多在記憶角落的事件都在

這次訪談中，逐一被挑起，我重新檢視自己一路來的創

作，也無意間找出不少價值與珍貴的人生經驗。」（A

信件 07） 

貳、 研究參與者反應效度（respondent validation） 

研究者運用研究參與者反應效度（respondent validation）進行探究，

經由資料中反覆提問，由不同的面向深入探尋以找出證據，以求更明白

某事件之理由或意義，並取得更豐厚的資料。例如：於訪談題綱初期提

問「在文學領域中，有那些人、事、物對您的影響深遠並且意義重大？

其帶給您的影響是什麼？」先從大範圍且開放式的問題裡，浮現影響生

涯歷程的關鍵人事物，後續再由家庭成員、求學歷程、角色楷模、性別

角色等不同細部議題，以各種角度及面向重新詮釋並深度追問，若有疑

惑或前後不一致的情形，研究者則重複提出問題且加以釐清、確認，並

進行影響人物及重要事件的交叉比對。 

參、 成員檢核（member checks） 

研究者於逐字稿繕打完畢後，進行成員檢核（member checks）。於

生涯故事撰寫終結後，研究者主動寄發研究參與者檢核函（如附錄四），

將訪談資料送交研究參與者確認、查核，以確定資料轉錄與分析結果的

真確性，並請研究參與者針對故事最終呈現版本，與其自身生涯經驗及

個別想法之吻合度給予評比。本研究整理出研究參與者生涯故事檢核回

饋如表 3-8（詳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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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長期觀察與反思 

研究者以田野札記（field notes）記錄研究過程的觀察及相關反思，

形成研究日誌，或從所閱讀之文獻，形成備忘錄，並施以長期觀察

（persistent observation），對於所見所聞給予長期且持續的關注。 

表 3-8 

研究參與者生涯故事檢核回饋 

研究 

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檢核回饋 生涯故事修改說明 

A 

（Xavier） 

吻合度 98%。（A 信件 07） 

1. 尊重受訪者意見「我想我還是用匿名，取英文名

Xavier 好了。」（A 信件 07） 

2. 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刪除三個段

落，並修正數個字。 

B 

如果是和當天訪談內容比，吻合度

有 95%以上。如果是和我（現在目

前）自己的想法比，應該也有 90%。

（B 信件 01） 

 

1. 尊重受訪者意見「關於幾位師長前輩的名字，私

心希望也可以使用化名，對於他們我不敢妄加評

論，只有更多感謝。」（B 信件 02），隱匿重要他

人之姓名資料。 

2. 受訪者並無修改故事敘述。 

C 

（耀小張） 

故事吻合度達百分之九十五，之所

以是百分之九十五，在於這是擷取

的故事，因此無法說百分之百代表

受訪者，但事實上，也不可能有百

分之百的故事可以代表受訪者，所

以百分之九十五基本上在我的評分

制裡，已是滿分之意。（C 信件 09） 

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僅增減故事中

五、六句話。 

D 

（K） 

我認為你做得很完整，吻合度達

95%以上。（D 信件 12） 

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僅增補五句話

及修正數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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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生涯故事檢核回饋（續） 

研究 

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檢核回饋 生涯故事修改說明 

E 故事吻合度百分之一百。（E 信件 06） 

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僅增補一

句話及修正數個字。 

F 

（凌性傑） 

故事準確度 90％。（F 信件 02） 

1.尊重受訪者意見「名字與高中、大學校名

都可曝光，不用刻意隱藏。」（F 信件 02），

故生涯故事將個人相關資訊呈現。 

2.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僅某些

字句稍有更動。 

G 

（許榮哲） 

把受訪者的口述內容整理得有條不

紊，非常棒。故事吻合度 95％。（G 信

件 05） 

1.尊重受訪者意見「建議直接把受訪者的名

字寫出來（在受訪者的同意下），這樣整篇

文章會更有價值和公信力，否則會有點像

論文作者自己想像虛構的。」（G 信件 05）、

「真名呈現沒問題。」（G 信件 06），故生

涯故事將個人相關資訊呈現。 

2. 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僅數個

字稍作修正。 

H 改過以後 85%。（H 信件 07） 受訪者將故事敘述進行部分修改。 

I 

大致上很完整啊，辛苦你了，我這樣亂

講你都可以整理出來。吻合度 98%。（I

臉書簡訊 25） 

1. 尊重受訪者意見，重要他人予以匿名。 

2. 整體故事敘述架構無修改，受訪者僅刪修

數句話。 

伍、 蒐集相關資料，進行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 

研究者透過網路引擎檢索系統（如：http://www.google.com.tw/、

http://tw.yahoo.com/等），搜尋研究參與者之新聞報導、個人部落格等資

http://www.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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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到圖書館翻閱或至書局購買其出版書籍、期刊作品，針對生涯相

關內容仔細閱讀，目的為瞭解其個人生平並進行多向度的資料比對。多

元的資料內容包含正式官方文件（得獎紀錄、出版書籍、發表作品、報

章期刊等）、非正式個人文件（演說資料、信件往返、臉書簡訊等）及照

片，並採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考驗資料真實性。此外，研究者亦利

用時間參與研究參與者們的相關講座，多元理解其對文學的看法，及創

作生涯相關歷程。多重資料的來源，不同時間的交叉檢驗，皆有助於提

高研究的信賴度，確保資料的真實性，若相關資料的蒐集和訪談內容有

所出入，研究者將對研究參與者進行進一步的懇談和澄清。這種不一致

的情形在研究裡僅出現過一次，是關於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動機與重

要他人的情緒反應，研究者發現訪談內容與網路官方資料之報章期刊敘

說不盡相同，經詢問研究參與者意見後，對方澄清訪談內容為其內心最

真實的想法，為求再度三角校正，曾徵詢可否與其重要他人進行訪談，

但對方幾經思考後予以婉拒，而後續生命故事之文本呈現，研究參與者

亦將部分文字加以刪改才得以發表。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也一切尊重

對方的個人意見與想法。 

陸、 協同研究者 

因質性研究帶有「人為」主觀色彩，常因研究者之成長背景、求學

經歷與性別角色有所侷限。故於研究歷程裡，研究者邀請一位男性心理

系所畢業之碩士生為協同研究者，因其具有生涯議題與諮商輔導的研究

背景，故於研究資料整理、分析後，請其針對故事文本與歸納觀點給予

建議與評析，並以男性角度協助詮釋，以求更開闊的視野進行多元探討，

使得研究結果更為嚴謹、客觀。舉例如下： 

例一：從研究者身為女性的角度來看，實現理想與人生目標有其現

實侷限（例如：家庭束縛）。以固有觀點推想，男性於社會情境應更容易

取得自我實現機會，故對於研究參與者所提之男性性別角色壓力無法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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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感同身受，經協同研究者的解釋與回饋後，研究者更能貼近受訪者的

情境與思想。 

例二：在「定義類別內容」階段，研究者於重要他人角色楷模（書

籍、其他影視媒材）之類別發展，原先將書籍影響區分為「精神性啟發」

與「作品文字啟發」二類。而協同研究者閱讀過後，卻認為文字僅為載

具，為語言表達的工具。但經文本的討論與研究者的說明，澄清作品文

字風格並非只是一個思想傳遞的媒介，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與精神性啟

發並不一致。故研究者仍保留此歸類，並對原先敘述更清楚的改寫，再

將「精神」、「文字作品」影響段落共同放於「作品共鳴」類別。 

第六節 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涉及人類的活動，研究者回溯研究參與者的生命，進行深

入的觀察與訪談，並與其發展出一種長期、密切、彼此信任的關係，在

這樣的互動過程裡，勢必會引發許多微妙的人際互動，造成道德、責任

和倫理規範的問題。為保護研究參與者私密資料，研究者在訪談前也備

妥訪談同意書（如附錄二），並清楚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對象亦全

數簽字表示同意參加。研究者以互信的立場傾聽其生命歷程，並將所得

資料做以下處理： 

壹、 去除基本資料 

向研究參與者承諾保密原則，將訪談內容有關之人名、學校名去除，

改以代號，且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暴露他們的身分和真實姓名。

但在後續研究裡，部分研究參與者反映希望能以真名進行論文發表，故

研究者再三確認後將資料以真實情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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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本內容經研究參與者確認 

訪談整理後之逐字稿，將送交研究參與者審視，詢問所謄寫的資料

是否有詮釋上錯誤，若其中有不想呈現的內容，亦會尊重他們的決定予

以刪除。 

參、 最終資料的呈現 

在蒐集相關文件和撰寫生命故事文本後，研究者都將徵詢研究參與

者的同意，如果他們不願意提供這些資料，研究者也會尊重他們的決定。

茲將研究參與者應允發表之相關回饋整理如表 3-9。 

表 3-9 

研究參與者應允發表回饋 

研究參與者 
訪談同意書 

簽署情形 
應允發表回饋 

A 

（Xavier）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同意以「Xavier」為化名呈現。「我想我還是

用匿名，取英文名 Xavier 好了」（A 信件 07） 

B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生涯故事中，人名、校名皆以匿名呈現。「關

於幾位師長前輩的名字，私心希望也可以使

用化名」（B 信件 02） 

C 

（耀小張）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同意以「耀小張」為化名呈現。「匿名的話我

倒沒有特別想用的名字，如果有耀小張應該

算是一個。」（C 信件 09） 

D 

（K）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同意以匿名（K）呈現。「我一般都會用 K 來

自我替代。」（D 信件 12） 

E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以匿名呈現。「我仍用匿名呈現好了，因為當

初我的想法是這樣的。」（E 信件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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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應允發表回饋（續） 

F 

（凌性傑）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以真名呈現。「我的名字與高中、大學校名都

可曝光，不用刻意隱藏。」（F 信件 02） 

G 

（許榮哲）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以真名呈現。「真名呈現沒問題。」（G 信件

06） 

H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以匿名呈現。 

I 已同意並簽署 
1. 修改後同意發表。 

2. 以匿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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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採取「整體－內容」的分析方式，呈現各階段之重要他人對研

究參與者文學生涯歷程的影響。本章共書寫九位研究參與者之文學生命

故事，第一節到第三節為「一直停留在其他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第四

節到第六節為「一直停留在語文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第七節到第九節

為「曾在語文、其它領域間轉換」之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的書寫手法採用第一人稱「我」為主詞，以研究參與者自我

陳述角度，來呈現他們的文學生命故事。在此部分不逐一引用訪談時資

料，但文字儘量貼近研究參與者的口語敘說。而於各節之故事書寫方式，

主要抽取研究參與者生涯歷程與研究主題相關之「重要他人」與「重要

事件」，再依據其人生時間軸重新組織、編排，串連成連續可讀的故事，

最終再依情節分段命名。 

第一節 我那忽明忽滅的文學夢－Xavier 的故事 

壹、 國中小階段 

文學種子萌芽 

其實小時候，我對文學一點興趣都沒有，當時不是個愛看課外讀物

的小孩。可是很弔詭的，來到國中之後，我就突然很喜歡看這方面的書

籍，然後最早真正開始寫，應該也算是國中吧！那時就會喜歡自己隨意

書寫，有點像創作心態的那種寫作，要問為什麼開始想寫？其實我也說

不太出來，可能是自己的文章被鉛字打出來，覺得有種成就感吧！另一

方面，寫作可以讓我釋放一些壓力或逃避一些事情，我覺得寫完東西會

讓我比較快樂，投稿之後也會比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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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高中階段 

重理輕文的校園氛圍 

高中時我唸 A 中，它是個非常重視理工的學校，文史科在 A 中真的

非常沒落，因為學校就標榜著要考台大醫科、台大電機之類。其實 A 中

就是主打這塊，然後每年升學成績要跟社會講「我考上多少台大醫科？

我考上多少台大電機？」 

我覺得 A 中裡面的一些活動，似乎都是以理工為主。記得高一的時

候，B 大學有來選訓一些人才，就是透過甄試，培養一批高中生去那邊

做實驗。雖然 B 大學也有文科的相關科系，但是它來這邊找的人才卻是

找地科、找理化、找數學，而且整個 A 中會去培養的人才都是在理工，

譬如培訓他們去做奧林匹亞、數學競賽或者是科展，但文學就只有國語

文競賽。 

國語文的漠視 

當時 A 中的國語文競賽是全校一起，並非同一年級。我那時剛進高

一，參加國語文競賽的字音字形就得到全校第二，代表著我才高一，就

把一些高二、高三的學長幹掉了。可是後來發現即使得了這個獎，就連

自己的國文老師也對這塊完全不重視，怎麼說不重視？就是她好像也沒

特別鼓勵或去做什麼培訓，到了隔年高二時，我又順理成章再代表班上

去比賽，但老師也沒做什麼。到了高三那一年，我就想說「算了！參加

那個可以幹麻？好像也不能幹麻？」我找不到自己那種定位，好像它帶

給我的實質榮譽感跟肯定感也沒那麼大。 

感受最深是高三那年，因為我要參加推甄，請老師幫忙寫推薦函，

老師就要我把高中的得獎經歷列出來。當時我列了很多，因為高中也有

參加科展，但科展只是一個小小的佳作，另外就是有些國語文競賽，然

後接著有寫校際比賽的文學獎名次。可是後來老師寫的推薦函，實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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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經歷寫上去的其實只有科展，其它就完全忽略，完全沒有提到國語

文競賽、字音字形和作文這部分，可能他覺得如果有那麼多名次或得獎

紀錄，還是要以更相關或以後能運用到這領域的內容，但我覺得很多科

系要求的也是學生的全人發展，而且就算如果要走理工科，你也必須要

有一些人文的素養。那時我就感覺「其實文學在現實裡，好像就被看輕」。 

熱門科系導向 

身為一個男孩，其實對自己也是有些自我要求。他可能會覺得考進

A 中了，大家也都這樣，會有一種同儕的效果。常常就會聽到有些同學

說「以後我要唸電子啊！唸物理啊！」反正都會有一點影響，嘿啊！大

家都想當科技新貴。 

我自己心中也會有個心態，想說同樣在三類的班級，我都已經在班

上前幾名，不唸醫科有點浪費。我覺得醫學系在台灣，就是聯考分數到

了自然就會去填，不填都會感覺有點可惜，就是如果你不填，好像那些

分數都浪費掉了。 

社會價值與現實考量 

高一的時候，我的作文就常常被老師拿來當作範本，那時候又有投

一些校刊，加上高一那年參加校內文學獎就拿到散文首獎。或許因為如

此，我曾想過自己是不是有寫作的天賦？或是其實自己興趣在那裡？我

曾動過一些念頭，是不是要轉到一類組、社會組去？可是自己要轉並不

是那麼容易，因為會受到很多的限制，包括家裡、師長，包括連我自己

都在想，如果真的唸完文學，我到底要做什麼？我的想法裡會考慮很多

現實面，其實從補習班、老師們強調、高舉的那些重點，你就會知道這

社會要的是什麼，期待的是什麼。 

那時候還閱讀到一些升學就業的書，我記得好像看到一位中文系男

生的生涯歷程，那也帶給我影響。那是個讀中文系的男孩，他後來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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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當兵是要各盡所長的，像我當兵當然就是走醫官，如果是走電腦工

程，他們在軍中可能會做些網路維修，可是那位唸中文的男生畢業後去

當兵，就變成找不到一個可以讓他定位的地方，所以他談到他在當兵時，

就變成一個隨時可以被安排的，譬如伙房缺人他就去那裡，或者需要園

藝、需要一些修剪，就會去找他。其實我那時也會擔心，雖然我有這樣

一個興趣，可是我走文學之後會不會後悔？我會不會因為這樣失業？其

實也不用跟家人談，因為父母給我的目標也很明確，就是覺得我可以考

上 A 中，然後又在三類組班上的名次還算 ok，可以唸醫科當然就更好。 

參、 大學階段 

醫學與文學的拉鋸 

大學時我們都會有個導師，她就把你從大一帶到大七，當然老師也

知道我有一些寫作興趣。我記得那時我寫了篇類似科普的文章，結合了

一點文學手法，然後加上凋亡的概念完成，後來我就 mail 給老師幫我看

看有沒有什麼瑕疵或錯誤？她看完後就給我一些意見，並說我寫得還滿

不錯，但後面就有感而發，她就寫「Xavier，寫作當然是一件好事，有

這樣的興趣其實也不錯，可是老師希望你在大學時候，能夠把更多時間

花在醫學的研究上。」她說她希望我能夠好好的走醫學，好好當一個醫

生，寫作的事情就到此為止，反正你以後要當醫師，你就好好走這一塊。

其實我可理解她是一片好意，因為那個老師就是一個媽媽，她自己的孩

子也都長大了，我覺得她會給我一些建議，其實也是身為人母，看到孩

子長大的一個建議。 

我在國高中雖然有創作但是不多，比較大量是大學，但大學寫作對

我的課業沒有影響，所以父母也不會特別跟我提這件事情，我媽就偶爾

跟我講說「好啦！寫到這邊就可以啦！」她跟我的大學老師一樣，就覺

得你好好的唸書，好好的當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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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只媽媽這樣講，很多編輯和出版社也曾對我講過同樣的話，

而且還不少。他們常常會說我希望你成為一個好作家，也希望你成為一

個好醫生，有時候他們就跟我講「我希望你會成為一個快樂的醫生」。有

個出版社的總編輯，她常常會鼓勵我「你最近有沒有寫新作品啊？我一

直很期待你的新作喔！我想要幫你出新書。」然後不定時就會寫信給我，

跟我的關係也還算密切，但有一次她就跟我說「我這樣一直叫你寫作，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學業？我覺得你還是好好當個醫生比較重要。」「我很

貪心，我希望你是一個好作家，也希望你是一個好醫生。」我看到這些

話的時候，會覺得她確實有在為我著想，讓我覺得大家的期待還是希望

我是個不要放棄醫學的醫師，然後又可以兼顧文學，他們並不期待我把

醫學放掉全心投入文學創作，我覺得在他們的鼓勵背後傳達這樣的訊

息，其實我有受到這些影響。 

而那些阻力不完全從別人而來，有一方面可能是自己，我會去想太

多別人的觀點。比方大六的時候，我應報社的邀稿還在寫專欄，一個禮

拜要繳一篇，可是我看我的同學在見習，他們每天花大量的時間看原文

書，但我卻得花一段時間來寫作，我就會思考再這樣下去適合嗎？記得

在當實習醫師前，我得到中港台全球華文文學獎，它是香港中文大學舉

辦，需要到香港領獎，還要參加座談會大概四五天，但時間剛好卡在我

要實習之前，那時我就覺得如果請假，老師會不會認為我都要當實習醫

生，心卻還在外面不知道要收回來？因為其實在當實習醫師前，我看到

我的那些同學，以前在搞書法的、搞登山的、搞土風舞的、搞一些雜七

雜八的，通通都已經收手，他們都回歸了，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像還在外

面到處流浪，還不肯放手，因此我就會給自己壓力。不過後來發現都是

自己本身，之後在醫院遇到一些師長，如果知道我有在寫作，其實大部

分都持鼓勵的態度，他們會跟我講「ㄟ～你要多寫喔！不要因為太忙就

沒寫。」可是我終究又會再去多想，我會覺得他們講這些話也是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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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當然覺得你去發展文學很好，但可能還沒補上下一句「你也要

好好的讀醫學！」 

我的熱情你們瞭解嗎？  

大一大二那段時間，我只要一有作品，大概就會想要拿給別人看，

同學啊、老師啊都會，甚至就 mail 寄給同學說我最近寫了一篇，其實他

們對文學都沒興趣，但也會收到我的 e-mail。 

那時沒有找到文學的同好，但我知道有些人對閱讀是有興趣的。當

時因為參加系刊的編輯，我就寄給那些一起編系刊的人看，他們也是會

給回饋，但是都是很表面的，寫得不錯啦之類的，可能不用看就可以寫

出來的那種。有時候得了一個獎，他們大概就是恭喜這樣，但其實我要

聽的不是恭喜，要的是文章的想法，那反而是我想聽到的，不過很可惜

一般人通常不會真的真實去看這些東西。 

有時候我跟朋友講一些寫作的東西，或是我發表了什麼文章，他們

可能不是很感興趣的那種眼神，偶爾這樣那一類的眼神，或是興趣缺缺

的態度，就會讓我心中有一點涼涼的感覺，很多時候可能會是我的一個

阻力，我會告訴自己說「要不要停掉了？反正就跟大家一樣，好好當個

醫生。」不過久了就習慣了，反正我都經歷過，就覺得都還好，後來都

還好。 

因為這些經歷，我對寫作的態度有一些轉變，譬如以前可能寫一寫

就急著拿給大家看，可是後來發現只有我自己有熱度，旁邊卻是很冷淡

的，就漸漸意識到在這件事上只有我自己在 high，別人是不 high 的，幾

次幾次下來，等我又再更年長的時候，我寫完作品就不會再給人家看了，

我就靜靜放著，投給報社，投給什麼，就是很安靜的創作，也很習慣這

樣子。我覺得這樣帶給自己的傷害比較不會這麼大，因為以前曾經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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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卻得到如此回饋，其實或多或少有一點傷心，後來也因為自己看

透了一些事情，就覺得寫作就是安靜的，自己寫。 

師長的態度及專業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們有通識國文課。記得那時候寫了一篇小說，

可是我覺得老師應該沒有看，他就回我「最近比較忙，沒時間看。」後

來也就不了了之，其實那時候滿心寒的。 

有個學期我去選修中國詩詞欣賞，那位老師鼓勵我們創作詩，然後

進行表演。當時老師看到我寫的一首短詩，她就非常感興趣，然後問我

有沒有其它的作品，其實這給我很大的正面鼓勵，因為老師竟然注意到

我的文章，而且想要看我的稿子。也因為這樣的一個老師，曾經在我生

命當中給過我這樣的鼓勵，或重視過我的文章，我就覺得對我有些影響，

我會感覺有被人家閱讀，有被人家看見，而且能找到一個專業的人來看

你的文章。 

肆、 工作階段 

文學凌駕醫學身分？ 

其實後來當上住院醫師，我有極力想跟作家、文學家切割的那種意

念。曾經有人跟我講「ㄟ～你的副業是不是醫學？」類似這一類開玩笑

的話，可能他們只是開玩笑，但這種話影響我很深，我就會開始思索文

學在我生命會不會已經強過醫學了？ 

我自己也有察覺，會來邀我演講的都是因為文學之故，譬如 C 一中

或是這邊有些高中，他們會請我去分享一些寫作的東西，反而不是醫學

的。我就會想很多，會覺得這樣好嗎？這樣會不會讓人家覺得我不專業？

後來也因為這些想法，我就將以前大學在經營的一些部落格全部關掉

了，我很想讓大家忘掉我，我自己寫想寫的東西就好了，也不想要成為

作家，那不重要，然後我自己當個醫生，就這樣子。可是我發現好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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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會一直要逼我吧！一直要把我定義成一個作家，就譬如會說我是醫

師作家，我後來想想就算了，他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吧！  

假設我今天去外面診所應聘，在履歷上絕不會放這些文學的事，因

為人家可能會覺得「你會不會來我的診所在搞寫作？」所以我不會把它

帶進我的工作裡，不會跟老闆談到這些，等於我活在兩個世界。 

社會眼光 

其實社會對寫作也有些想法，他們認為寫作好像是學生時代，對寫

作的定義就是「啊！寫作就是玩玩的！」因為比較年長了，如果朋友知

道你還在寫作，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建議，他就會說「ㄟ～怎麼還在寫？

你到現在還在寫？」之類的，這大概跟年歲有關，畢竟社會賦予的寫作

者定義，會告訴你說現在三十歲、四十歲了，你不該在那樣一個文學圈

打轉。而父母也會把寫作定義在玩玩的、年輕時候寫一寫就好，我媽媽

會覺得我不應該再繼續寫，他們會希望我花更多時間在醫學的研究上，

以後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不是文學方面的專家。 

我在醫院遇到一些學弟妹，他們有些對文學也很有興趣，不過如果

他們問我，我的回答還是那麼傳統，我會跟他們說「你不要放棄醫學，

如果真的完全走文學的話，你會發現社會的殘酷。」所以我都鼓勵他們

不要真的一心想當文學家，不要有這個念頭，很辛苦啊！就當做你的一

個興趣，為什麼一定要當文學家？要把這樣一個想法打碎，有時候寫一

寫，然後給自己生活一些快樂、驚喜，這樣就夠了，反正人生就這樣。 

我覺得很多作家最後都要走那條路「妥協」，不然就是要有教職，重

點就是要有生活的考量，你要有你的經濟來源。我不是說它是件壞事，

就是你要顧慮現實對它的看法，那種越長大會越明顯。其實我的創作算

是滿節制的，我不至於到完全投入，我覺得我生活在現實跟不現實的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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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就是有時候如果太投入，其實自己會有聲音告訴自己「你要回頭是

岸」，我會去拿捏它的重要性。 

以文會友的真心 

我常常參加一些文學活動，就是那種以文會友的真心。雖然有些文

人也不是那麼和善，但還是有很多誠心的，因為文章跟你做朋友的人，

這些事情等到我五、六十歲回想，都還會記得非常清楚。印象最深的大

概是去香港那次，因為得獎者很多是大陸，還有一些香港、台灣來的人，

因為五天大家都住一起，那段時間就是跟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一起

聊文學，而且從早聊到晚，你就覺得那段時間是很快樂的，就是「喔～

怎麼這麼多人聊的來！」不會像跟一般人聊一聊就沒興趣了。也因為這

樣，後來有些朋友一直都保有聯絡，甚至後來我去大陸也有找過他們，

這些都是值得回憶的事情。 

因為寫久了，我也認識一些文壇前輩，並受到他們的鼓勵和影響。

他們叫我一定要繼續寫，說文壇需要你這樣的作家，然後他們也會跟我

講「我希望看到更多你寫醫療方面的東西，補足文壇比較缺的這一塊。」

我也會不定時收到一些文壇人士的鼓勵，所以又再回歸寫作的熱忱。 

鼓勵我的還有一些評審或是報社編輯，我覺得那很重要。因為有報

社編輯邀請寫專欄或是專稿，都是很大的肯定。連我自己都沒想過，竟

然聯合報、幼獅文藝會找我寫專欄，而且聯繫時也不是公式化的往來，

除了稿約之外，都有額外的關心，email、電話都有，就把我當朋友，他

們都會在通信中和我聊天「最近有沒有寫了些什麼啊？有作品記得隨時

與我們分享。」都會有這些小溫馨的句子，那也是很大的鼓勵，加上有

一些出版社也會要我趕快寫，要我寫一本書之類的，有編輯甚至跟我說

「你有什麼稿，就放心投來，等著她的刊出。」我覺得好像有一個東西

在那邊等著我，等著我出一本書，等著看我的稿，就是還有一個希望在

後頭，那也是我持續書寫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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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那些編輯非常重要，有個編輯甚至把稿子給她，她看完後還

會寫點心得給我。我是渴望回音的，因此在寫作上，我很敬佩那些默默

耕耘、不管任何聲音的人，我無法如此，如果我處在一個不被理睬的狀

況，可能很快心就涼了，就不想再寫了，我一再強調如果他們對我的態

度是冷漠的話，我可能也會放棄了。 

繼續書寫的力量 

如果你有你的讀者，也是寫下去的原因。現在的寫作對我來講，最

重要就是有人能夠看到，然後給你一些回應，我覺得那是讓我想要繼續

寫的最大的動力，得獎反而沒那麼重要。 

從得文學獎開始，我發現竟然有人從文字當中肯定我，甚至來自我

不認識的人。因為那時開了部落格，在上面就有些不知名的留言，而且

都還滿友善的，他會給你鼓勵、支持，這是我的一個動力來源。也因為

有這些人的鼓勵、留言和閱讀，我就會覺得同儕看不看，師長看不看沒

那麼重要，反正我們不相干，我也不需要為了你而寫作。有時就這樣網

路路過的一句話，帶給我創作滿大的力量。所以後來我總告訴自己，如

果以後要留言，就多留一些鼓勵的話，也許你不認識他，但給他一些正

向的語句，說不定會改變他，盡量不要去寫一些謾罵、論斷的話，那個

不好，也許因為你而毀了人家的一生。 

一直到現在看診，還是有不少驚喜的插曲。有次有個病患把一篇稿

子剪下來，問我這是你寫的嗎？其實我知道這件事情時，心中還滿快樂

的，因為畢竟她是一個很平凡的讀者，然後讀到我的文章，而且這個作

品是她讀得懂的，不是很艱澀的。另外一個回憶，有個法官因為體重莫

名減輕來看診，連續看了幾次，有次他就拿書給我簽名，可能因為他是

法官吧，會好奇想上網查一些醫生的背景，因此查到我，後來就去買我

的書讓我簽名。其實這在這行醫過程中偶爾都會遇到，我之前曾遇到一

個高中生，她也不好意思指認我，後來就用寫信的，然後拿給門診的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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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請她轉給我，說她不敢相信我就在她的面前，是有沒有那麼誇張！還

有一次走進電梯，可能一個患者看到我的名字，她就跟我說「ㄟ～你是

那個寫作的 Xavier 嗎？」我就覺得自己寫作有被讀到，而這些人或許只

是匆匆路過，但都會讓我覺得生命當中，因為寫作而帶來驚喜、插曲。

我不要太多人認識我，喜歡文學的人讀過、認識就好了。 

第二節 遇見．另一種人生的可能－B 的故事 

壹、 國中小階段 

充足的圖書資源 

幼年時期，我的媽媽和小學老師很熟，他們會一起要求我背唐詩。

當時家裡並沒有非常多文學書籍，但媽媽還是會瘋狂的買一大堆科學套

書回來，她買了我們就是要看，也不能說完全是科學套書，就是任何的

兒童讀物她都會買回來。 

文學啟蒙 

記得當時考完國中第一次基測，在四月到畢業之前都很無聊，就待

在圖書館看一些書。那個時候就有一套九歌、爾雅那種，中國現代學大

系之類，因為很無聊就看一看，覺得好像還滿有趣的，當時印象最深的

是張曉風，還有筆名可叵的那個系列。其實剛開始並不特別覺得自己對

文學有興趣，我小時候覺得自己未來會成為科學家。但小學開始就會莫

名其妙的被推去參加作文比賽，我記得我國中跟高中的時候，作文比賽

都是全校第一名…… 

貳、 高中階段 

明確的數理目標 

我一進高中就分好自然組、社會組，學校並沒有高一不分組，高二

才分組這種事，所以我從高一就知道自己是自然組的學生，人生目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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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當時老師會一直想誘導我，他會拿學長的作品給我看，說這很好

看啊之類的，我通常就「喔～好！」然後大概看一下就把它放在旁邊，

闔起來繼續算我的數學。老師對我的寫作風格其實影響不大，頂多就是

鼓勵看一些文學作品，但我也沒有很認真的回應，因為高中時的心完全

不在這上面。  

當時有同學也對寫作有興趣，他就會邀我一起來投稿，但我從來都

沒有認真回應過，像那時候校刊社的社長，他就在作文比賽成績公布時，

很生氣的說「可惡！為什麼我只得佳作。」因為說實話，我從小就知道

自己最大的專長就是考試而已，至少到國語文競賽都這樣覺得。 

為了熱門科系而活？ 

考大學的時候，醫學系是個我不討厭，也並不是真的很喜歡，但覺

得既然考上了就唸一下的科系。但那時完全沒有考慮要唸中文系，我考

慮過社會組的系是 A 大財金，主要是那時 A 大財金系才剛開始，聽起來

很夢幻，但後來發現我對商一點興趣都沒有，真的只是名字很夢幻而已。 

因為高中唸書唸得太認真，加上那時也有競爭的壓力，就是別人高

分的都進 A 大醫學，所以到高三就忽然發現「天啊！原來我前面三年，

都是為了 A 大醫學系而活。」那時學校裡的每個人，都覺得我的目標就

是 A 大醫學系，要不然為什麼這麼拼命的唸書？他們也不會特別跟我

聊，大家就覺得很正常。可是我自己並沒有真正意識這回事，一直到填

完申請學校的契約書後，我才發現「天啊！不對啊！」我忽然覺得前三

年好像就是為了醫學系而活，可是我並沒有特別想唸醫學系。 

我當時考了七十五級分，所以申請了四個醫學系。我也不知道父母

從什麼時候開始非常期望我當醫生，我好像也到高三才發現這件事。高

三的時候他們會明示、暗示的問我要不要填醫學系？自從他們看到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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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級分的成績後，他們就一直旁敲側擊。反正就是別人覺得我該唸醫學

系，我也忽然覺得「ㄟ～好像也是。」 

參、 大學階段 

文學的培養皿 

我從大學開始，書就看的很多。因為大一、大二的課都比較空虛、

空泛，像普物、普化、普生這些科目，那也沒有很難，所以我就不太想

上課。還有些課是本來就很無趣，像本國憲法、公民、歷史這類，我也

不太想去，加上在臺北也很無聊，不知道要去哪？所以那時除了一個禮

拜二、三十個小時的上課時間，剩餘的空閒可能都在圖書館。我記得當

時許了一個願望「在大二離開 C 校區前，要把圖書館裡面所有想看的小

說、詩集和電影都看完。」後來其實也看的差不多。大一、大二的閱讀

量很大，總圖裡的現代文學小說、現代詩跟電影我都幾乎看過。我從早

到晚都在圖書館，電影就是看到睡著，起來看完換一片，一天可以換個

十片。比方說在總圖唸書唸累了就拿書來看，基本上台灣作家我幾乎都

看過了，八○以後詩集的部分也是。當時我可能睡醒在宿舍摸一摸，進圖

書館九點多，然後到晚上十點閉館前都待在總圖裡面。 

引導與鼓勵 

不知道為什麼，大一上學期的國文老師非常賞識我的作業。她上的

是現代詩，上的也滿不錯，因此我看了不少詩集，也覺得滿有感覺。我

那時還有上中文輔系的課，其實那些老師對我都很鼓勵，她們會拿一些

文學獎的作品來誘導我，問說你要不要再多寫一點？或是拿那一年聯合

報文學獎給我看，當時我已經看了很多書，所以也不會特別驚嚇或什麼，

就是「喔～好啊！我好像有看過了。」但也不會特別想去參加比賽。我

覺得這些老師對我的影響並不大，他們都是給我機會走到這條路上的

人，可是創作還是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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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寫作的開端 

我在大學前從來沒有主動參加過文學獎。在有次的機緣，同學把我

網路個版上的作品寄給了報社編輯，當時編輯本來想預留一天，找些大

學生輪流在報上發表作品。記得那時跟編輯吃了幾次飯，但這個計畫後

來卻告吹了。那時一方面覺得醫學院課業有點煩、滿無聊，不想再花這

麼多時間在課業上，加上一種被放鴿子的不爽感，因此萌生要另尋出路

證明給你看的心態，我忽然覺得這也是個可以嘗試做看看的事情，因此

才開始有些報紙上的發表。其實晚上寫些東西，可能從大一開始就會了，

但我從來沒有發表的欲望，那時對這個圈子完全不瞭解，這完全不是我

熟悉的世界，我並不知道這個圈子是怎麼運作或是怎麼進入？ 

記得那時差不多二○○八年四月跟編輯吃飯，我參加第一個文學獎

就是二○○八年七、八月。其實有點像是被誘導，當時我得到第一個文

學獎非常開心，但並沒有意識到有時別人是以你參加多少文學獎，或是

發表多少作品來界定你是不是個文學創作者？因為我以前也是寫，但不

會發表，也不會參加文學獎。我第一個接到通知的獎項是林榮三的小品

文，其實在一開始就非常順利，從二○○八年開始參加文學獎，就得到

林榮三的小品文獎、懷恩文學獎、宗教文學獎跟林語堂文學獎，幾乎我

有投的都得獎。當時我忽然覺得，這好像也是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有

能力做，然後也有興趣，反正會得到肯定的事情。 

友善的寫作環境 

當時我還到坊間的寫作班，因為老師本來就是我滿喜歡的作家，我

也一直知道他的班級，那時只是晚上不想唸書，想要找一些事情做，因

此就去上課。大四就從與編輯討論開始，再來到寫作班，而我自己也算

寫作一陣子，當時就每個禮拜寫作、談論大家的作品，其實有討論就覺

得東西有人看，就會寫得更認真、寫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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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老師雖然會給作品意見，但也不是看得很仔細，或給很深入的

想法，我也沒有很在意同學討論出什麼，還是自己寫自己的，但就是有

個環境吧！有個創作環境。那時的影響應該滿大的，不但寫作的量和規

模增大，也開始會提升作品的質跟量。當然老師也會提點你一些觀念，

可是都是很大的事情，小細節部分通常還是要靠自己，就是需要更多的

閱讀、更多的練習，然後還有看到同學作品很好的壓力。 

寫作同儕 

我在大學時代創作，並沒帶給我什麼困擾，頂多同學會酸說「啊～

文藝青年」，但我也不覺得怎樣。因為醫學上的事情，大家都還可以溝通，

所以並不會產生什麼問題，而我也不會刻意跟他們講一些文學上的事

情。剩下出去玩、工作上都沒有問題啦！就文學事情不會講。 

大學時我有個室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剛好他對文學有興趣，是個

從小立志要出書的人。所以那時就順水推舟「啊～太好了，不如你陪我

一起去上寫作課，或是你陪我一起去寫作營吧！」他的興趣應該比我早、

比我強烈，我就覺得找到同伴太好了，可以一起去做這些事，畢竟還是

有伴比較不孤獨。大概在大四下的時候，我就抓我同學說「我們一起去

上那個寫作課好了！」他就被我抓去，然後會互相督促對方該寫作業，

也會稍微互相看一下，給對方一點意見。我覺得這還滿重要的，他最大

的功能就是提醒你該寫了，然後還有當你第一個讀者，其實我們都不太

管對方的意見，就只是說「啊～好好好！」但就知道還有一個人在看。 

另一條路的可能 

其實文壇前面很多的醫生作家，他們提供一條人生道路的可能性，

就是可以一邊行醫、一邊寫作，但沒有誰的生活是我特別羨慕的。我覺

得他們讓我知道這條路是有可能的，而且台灣早期的醫生作家，通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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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著某種道德角色，或是某種文化菁英角色，這讓我非常敬佩。我很

難特別舉出一個人，但是普遍有這樣的傾向，有一種儒醫精神。 

當我還是醫學生的時候，我就滿敬佩 X 學長，不管是他的作品還是

其他，就是一個人生範本，知道「啊！原來有個學長也是一邊當醫學生

又一邊寫作。」我覺得他對我也有些影響，在我開始想寫的最初，是個

剛開始寫作的醫學生的時候，就會變成看到有一個學長，而你知道他的

經歷跟你很接近，也會想看到他寫的東西。 

肆、 工作階段 

不鼓勵，但不設限 

基本上父母完全不管現代文學，他們完全不看，至於我寫的東西，

他們會自己默默的去把報紙買回來，可是也不會認真把它看完，就買回

來放在我的書桌下而已。他們不會特別push我去參加比賽，不會特別push

我去看現代文學書，但也不會去限制我。現在他們偶爾看到有個徵文比

賽，就會問我要不要參加？但我也不會特別理會。在求學歷程裡，父母

還是比較在意數理科，但我應該還算順著他們的大方向，所以沒有什麼

大問題。 

第三節 在無夢的時代裡說夢－小說家耀小張的故事 

壹、 國中小階段 

書寫的開端 

小六的時候，老師要求我們寫日記，當時就對寫作越來越感興趣，

因此開啟我對文字的喜好。從那時開始，我慢慢發掘自己掌控文字的能

力比其他科目更駕輕就熟，所以就一直下去了，我連那時候的日記本都

還留著。也可能因為我小時候比較敏感，對於所謂觀察這件事情，越來

越可以和我的文字對應，記得有次傍晚，在放學的時刻，我走進一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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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邊剛好有人在燒紙錢，他用一個很像汽油桶的容器在燒東西，我

看到火光飛飛飛到天上去，當時就好有感受，回去就在日記裡寫了一首

詩，並畫了插畫，就不止寫文字而已，還當成詩來創作，當時的感受是

「歐！我覺得可以藉由文字來抒發我的情緒。」 

後來寫出一個興趣，幾乎就把日記當作創作在寫，當時班導師會給

我眉批、會鼓舞我，比方讚美我這段寫得不錯，那時心裡面就會滿開心

的，總之就會有一個回饋，知道有人在看，也有人關心你這個內容。另

外我也覺得這是可以跟自己對話，很私密的一件事情，特別在小六到國

一，那是所謂青春期風暴的狀態底下，擁有一個可以對話的管道。 

成就感的來源 

我國中曾轉過學，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國文老師批閱作文，他把我

的作文當作範本，貼在布告欄上面。那時候不只是班上同學驚訝，我自

己也很驚訝，因為那時我是轉學生嘛！因為當時被張貼的感受，加上也

有擔任國文小老師的榮譽，所以對文字產生非常大的興趣，我國文絕對

是所有科目裡考最好的，模擬考的時候，國文永遠排在很前面，全校排

名鐵定是前五名。我就發現對這件事情的喜好程度遠超過其他的科目，

而且越來越深、越來越深，到高中以後就更大爆炸，你對它已經完全是

個信賴，不會再懷疑這件事情了。 

貳、 高中階段 

弱勢的學科？ 

我們是高一要升高二的時候交分組單，大家都在想要唸理工還是文

科？我想都不用想，沒什麼好想的啊！我是第一個交分組單的，因為馬

上就交出去，也注定我要唸文科。我還記得那時候老師跟我們說「你們

唸文科的男生不要沮喪啊！」要我們不要灰心喪志，要好好唸文學、唸

文科，也是很有前途的。我那時坐在底下心裡想「你跟我們講這個幹麻？



 

87 

 

我就是很喜歡文學我才來的，你這段話對我來說沒有意義啊！」對其他

人來說，讀社會組可能不是這個目的，但對我來講，我不唸這個東西，

我還要唸什麼？ 

老師的支持與鼓勵  

高中時期班導師滿鼓勵我的。我記得那時候魔幻寫實非常流行，我

好想知道什麼是魔幻寫實，於是一直去問老師這到底是什麼？有沒有相

關的訊息可以讓我知道？後來我們導師就真的印了一份資料給我，當時

好感動喔！雖然老師本身也不知道什麼是魔幻寫實，畢竟這不是那麼容

易說清楚的概念，更何況老師本身對於文學理論的認知有限，所以變成

我們若真的很想知道，就要自己去摸索。但你還是會感激這個老師，因

為起碼她還幫你找資料，還幫你留心資料，所以現在回想起來，高中就

會記得這位老師。 

升學導向的價值觀 

高中時爸媽很不能理解為什麼我要參加文學獎？他們覺得浪費時

間。我記得我去參加全國學生文學獎，他們非但沒有讚美我，還澆我冷

水。當時得獎了，他們還說：「無彩（按：台語，浪費）時間，為什麼不

好好唸書？為什麼要去參加這些有的沒的？」比方領獎是從南部到臺

北，然後再坐車回去，他們就會覺得你幹麻浪費這個時間？比方創作也

要花精力，他們會覺得你又浪費時間，與其把力氣花在這上面，為什麼

不拿來讀書呢？  

那時候就很受傷，覺得你做這件事情沒什麼意義，沒有得到他們的

支持。在年輕的時候，你會懷疑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這麼沒有價值？因為

那時還很小，你還不是很確定，可能因為某個人的一句話或一個舉動，

就摧毀你對於文學的想像，畢竟年輕的時候意志力比較薄弱，可是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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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紀越來越大，到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摧毀這件事，除非你自

己要摧毀它，或是說你自己要放棄它，否則它就會永遠跟著你。 

志同道合的友伴 

高二的時候，我來師大參加國文的保送營。參加那個文藝營對我影

響很大，也在裡面認識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發現同一件事情別人可

能沒辦法理解，但這些人可以理解你。然後我們在南部長大，來臺北是

件很大的事，所以會有文化上的衝擊、知識上的衝擊，還有創作上的衝

擊。班上同學雖然也唸文科，但你知道多數人對文學並不感興趣，他們

可能只是純粹逃避數學，所以能對話的人很少。我在文藝營認識的朋友，

到現在都還有聯繫，就是支持性、互相打氣的一個情況。我們每次聊天

都會胡扯，但在胡扯過程當中，又會彼此安慰或鼓勵彼此等等，就是彼

此打氣，大部分還是以打氣居多。 

記得當時從文藝營回來後，我就好想閱讀，因為那時候發現閱讀很

重要！在文藝營裡看到大家讀了好多書，想說我怎麼讀這麼少？當時也

很好笑，我回家後就跑去買了一本英國毛姆的長篇小說，叫做《人性枷

鎖》，到現在也還沒有看完。因為那時候沒有人跟我講該讀什麼書？因此

就去書局翻，想說找本最厚的，感覺就很有力有沒有？沒想到其實走錯

第一步。那時候回來真的很想瘋狂唸書，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而跟同儕相處的狀態是不想認輸，你會覺得怎麼可能？你不可能輸

給任何人，頂多只是他先跨出這一步，而你這一步還沒跨出而已，如果

認輸的話，等於失去一項對你而言非常重要的東西。當然文學也不是為

了輸贏，只能說在這個狀態裡面，你會相信你的能力是不輸任何人的！

你有這個自信可以做到，如果做不到是不是還不夠努力？或是不夠用

功？就是不想認輸的那種信念。因為你真的很喜歡它、熱愛它，你不止

看到別人好的作品，你也會有想寫出好作品的那種動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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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的冷眼旁觀 

在男校，同好很少很難找。大家知道你在創作，甚至會覺得很好笑，

他們無法理解這件事啊！譬如你去參加文學獎，他們會問那多少錢？你

跟他們講得了佳作，他們絕不會問那篇作品藝術成就有多高？一定是問

你有多少錢？他們用錢來評斷這篇作品的價值，其實這是很扭曲的，他

們根本沒辦法理解這件事，就只能變成一個經濟條件的轉換，可是照理

來說，我覺得應該是去體會它，而不是用表面的物質性來判斷它。 

高中的時候同儕就知道我是個文青，就知道我很會寫作文。他們也

不會特別怎麼樣，就冷眼旁觀，沒有稱許你，也沒有羨慕你，就知道你

很會寫作，然後有時候會得個文學獎，他們的看法就是平淡啦！文學這

件事情是自己要去鍛造，別人怎麼看我，我倒覺得還好，畢竟他的看法

就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說服我，否則沒辦法真正影響我。 

他們覺得我是個怪人吧！大家就覺得喜歡寫作、創作的就是怪人，

可能因為你有很多想法、思考，但對他們來說可能都不是必要的，或是

說不見得一定要這樣想。而你寫文章的想法，跟他們是截然不同的，可

能你展露出來的氣質，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特殊的份子吧！ 

參、 大學/研究所階段 

老師的熱情與鼓勵 

我記得有個老師寫詩，每次聽她講課都非常激動，有一種自 high 的

感覺，我們那時只覺得她好 high 喔！不知道在 high 什麼？可是後來回想，

覺得那種上課的狀態很令人動容，因為她真的用熱情在上那堂課，你會覺

得那畫面非常美好，是很棒的一個狀態，因為她真的投入了，當時或許不

知道老師講課的激動從何而來？可是真的事後回想，會覺得她是一位很棒

的老師，對於文學的熱情有感動到你。她對我還滿稱許，作業也都滿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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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記得有次老師找我到辦公室，送了我一本她的詩集，我知道她有這

份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心意，就是送你詩集、看重你、鼓勵你啊！ 

刺激創作想望—駱以軍 

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上駱以軍的課。他那時教小說創作，又因為我

們系上採訪需要訪談某個作者，我就想到駱以軍，於是就去訪他，當時

受到很大的衝擊，到現在錄音帶我都還留著，他讓我在那段時間突然很

想好好寫作。在整個訪談過程中，他說一些包括文學理論的東西，包括

創作的一個歷程，我覺得對我是有影響的。訪談完後我就感覺好焦慮喔！

就很想寫東西，但又覺得寫不出什麼東西來，因為小說不是這麼容易的，

那時就覺得好像有什麼要爆發出來，但又一直沒有辦法找到出口的感

受。當時有開始投稿，可是都是一些小的稿子，還不成作品的感覺，但

你會想要得到一個肯定，能在副刊刊登一篇文章也好。 

後來我有陸續跟駱以軍聯繫，從他後來的文學成就，我也會想要向

他學習，會想說「有一個範本在這裡」，或許我們到他這個年紀可以達成

什麼？他到底出了些什麼書？我們也許可以向他看齊，就是我會有一個

對照的心理狀態。後來他還帶領我進入出印刻，我的第一本書是在那裡

出的，因為他引薦、介紹的關係，所以也算對我有影響。 

跟隨著前輩的腳步 

有時候讀別人的作品，後面都有附年表，我有一陣子還會去對照，

現在這個作者幾歲？他寫出什麼樣的作品？會去參考別人的文學年表，

比方說他三十歲、三十一歲、三十二歲……他做了些什麼事情？他寫了

什麼篇章？我自己也會見賢思齊，就覺得他都可以，我也可以試試看的

那種心理狀態，我想應該就是不服輸吧！如果服輸的話，我就不會持續

下去了，我會被前輩們嚇到，會想說「天啊！他怎麼可以寫出這麼好的

篇章？他怎麼可以寫出這個面向？」我會被很多的事情驚嚇，可是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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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服輸會讓我在驚嚇之餘，告訴自己不要害怕、鎮定，我一定可以的！

我好像只有對文學這件事情不服輸，其他事情我就覺得還好，我對其他

事情沒有這麼的堅持耶！ 

肆、 工作階段 

良性競爭者 

同儕有種微妙的競爭張力。在這個張力底下，當然不可能說你就是

我的對手，大家還是一樣的在這條線上跑，不過到底終點在哪裡？還不

得而知，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都一直往下跑去。有的人可能跟別

人成為好朋友，有的人可能就保持彼此都在這條線上跑的情形，知道你

在跑，我也在跑的那種狀態，但可能就沒有交集。比方以我們這種寫小

說又同世代的人而言，大家就是有競爭張力，就是會較量嘛！ 

父母的期待 

父母只希望我將來有個好的工作、好的人生，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至於踏入文學領域的看法，現在就抱持鼓勵的態度，但他們仍然覺得不

要影響到我的工作。我認為南部的爸媽都是滿務實的人，簡單來講，這

件事情能夠兌換什麼樣的經濟資本？比方說這本書能夠兌換什麼錢？他

們比較關心這件事情。他們從不會翻著這篇問你這篇藝術價值有多高？

或是寫得好不好？因為他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他沒有這個教養，他沒

有辦法跟你討論，然後也不知道它的價值是什麼？他頂多跟你講「看無

（按：台語，看不懂）」啦！看不懂或是說這篇寫得還不錯，但是他所謂

的不錯，只是因為他看懂了，他能夠理解它。 

我知道爸爸會將我的文章剪下來貼，至於有沒有光榮？我無法確

知，只能說多少有一點吧！只是父母的態度，還是認為我要找到一份長

期性的職業。因為他們覺得，寫作無法幫我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所以

找到工作才是最首要的。他們出發點也是為孩子好，就希望孩子有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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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當然父母的假設是有好的工作，就有好的人生，這就是他們的

經驗法則、邏輯觀，那我們自己的體會或許不見得是如此，但他們就是

這樣走過來的，所以對父母而言，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第四節 從寂寞到自我實踐－作家 K 的成長之路 

壹、 國中小階段 

書香門第 

我們小時候常跟外公、外婆來往，我的外公是個較為傳統的文人，

以前在大陸還考過科舉，也會作詩，然後穿著一身長袍馬褂，後來我們

又住在一起，所以影響很大。我外公有很多古書，一直到後來我唸國文

系，多數書籍還是他留下來的，所以那是個很重要的源頭。 

我上面有兩個姊姊，大姊大我六歲，所以等於我唸小一，她就已經

唸小六或國一。大姊對文學也有興趣，因此在我幼年她就買了很多書，

等我開始懂得閱讀時，我們家的課外讀物就很多了。我家各種領域的書

都有，譬如兒童方面，甚至大人的書，一些經史子集等等，從我外公那

有一些，還有一些是我大姊的。而我媽媽是家庭主婦，她也喜歡閱讀，

就看一些讀者文摘、皇冠叢書，那時我們家很多像皇冠那種雜誌，小學

時我幾乎每月都看，雖然看不太懂，因為都講些男歡女愛的內容，可是

也接觸不少，所以等於家裡有各種來源的書籍，而且我們家一向比較重

視語文的教育，父母總覺得反正開卷有益，因此在那樣的環境底下，我

就容易朝這方面發展。 

我的語文性向很早就顯現，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

小時候娛樂不多，環境單純，家裡又有文化氛圍。我覺得是一種環境氣

氛的影響，家裡面擺很多古書，掛很多對聯，然後放了幾枝毛筆，你就

會漸漸潛移默化，默默的受到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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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顯現的語文性向 

現在回想起來，大概從小學以後，會把教科書先從頭看到尾的會是

國語不是別科，所以從小對文學的興趣比較高一點。其實也沒什麼特殊

表現，可是就是會比較期待這門課，會覺得它是有趣的，然後希望得到

多一些資源。 

小五、小六時，我常自己一個人跑光華商場，從家裡面騎腳踏車去。

那裡有很多舊書，當時買的都是亞森羅蘋，黃色封面，然後有個古堡，

還有一些國語日報，水牛出版等兒童讀物。其實那時候去書局不是這麼

方便，主要是學校旁有些文具店會賣書，可是那時候書又不多，你能看

的其實有限，但當時書都很便宜，有時七八十塊就可以買一本。 

到國中時期，我的閱讀量就更大了，那時自己的成績不太好，我想

和大量閱讀課外讀物有關。我每天晚上假裝做功課，其實都在看水滸傳、

三國演義，還有很多古典小說。到高中以前，我已經把台灣比較有名的

作家，例如黃春明、白先勇的作品看完了，還有一些其他的作者，就是

看了滿多書籍，其實那時台灣出版業沒這麼發達，所以能看到的也有限，

當然我也有很多書籍沒看過，但基本上和其他同學相比已經讀滿多了。 

考試導向的學習 

我一直覺得我的語文能力不差，可是以前的教育比較重視學科能

力，而不是所謂文藝修養方面，因此在國中階段，雖然我的國文算可以，

但和我們班前幾名比起來，在學科成績上還有很大一段距離，譬如國文

考卷發下來，他們可能考一百、九九，頂多九十八，可是我能考八十分

就覺得不容易。我覺得台灣的國文教育能夠訓練出字都會寫、題目都都

會作答的學生，可是閱讀、認知能力卻不見得優異。 

我們那時候也沒什麼機會讓你真正寫作，只有週記、日記、作文，

其實那也算是一種變相考試。我當時就會比較，覺得老師給很高分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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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文寫得也不好，甚至老師自己的教學都有問題，譬如我們班有個成

績很好的同學，他都會背一些固定的句子，所以不管什麼樣的作文，他

都可以把它套在裡面，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可笑，認為這樣憑什麼能得高

分？可是當時的教育好像就是如此，老師還要大家都學他，但我卻覺得

這樣好像不太對。 

當時的老師雖然教國文，可是對於文學藝術的部分，基本上我感覺

沒什麼概念，也沒有讓人信服的素養，我不覺得他是這方面的專長，甚

至不覺得他在這方面可以給我任何指導。其實我很早就能分辨哪些人可

能對我有點幫助？哪些人可以不用理他？大概會有這個差別。我覺得以

前的老師還是比較偏向知識性方面的訓練，不是一個所謂文學、創作或

藝術方面的引導，其實跟我的作品有很大的落差。 

我很特別？ 

以前我們各縣市還有救國團，它有個刊物叫做 T 市青年，裡面刊登

一些國高中生寫的散文和詩，那時規定每班都要訂，後來到了國三我就

開始投稿，因此就可以在上面發表文章。我的朋友、同學看到也覺得訝

異，認為 K 成績那麼差，國文也不太好，居然可以在上面刊登作品，而

且寫的內容他們完全無法想像，為什麼我會在那邊寫這種東西？他們覺

得不可思議，所以落差也就漸漸擴大起來。 

我那時不能算是語文專長，一來我從沒參加過國語文競賽，老師絕

不會派我去，二來國文小老師也輪不到我，因為國文考不贏班上那些同

學，因為他們都滿分嘛！我頂多考八十分。他們似乎感覺我可能作文比

較好，比較不一樣，不過不明白這有什麼意義，他們只覺得我很怪。但

一般人相信媒體，會覺得能登上媒體，是因為你比較特別、厲害，不管

是報紙、雜誌、新聞，我覺得他們也有這樣的感覺「哇！你好像很厲害

喔！可以這樣寫。」然後卻會想說「那又怎樣？」所以對他們來講這是

要調適的心理壓力，他們就會覺得有點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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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比較喜歡寫現代詩，他們就覺得很奇特，因為現代詩本來

就被認為是個很怪的東西，大家普遍的認知是「K 寫的東西大家都看不

懂。」連老師都會問一問「你在寫什麼？」我就會說「沒什麼，感想而

已。」自己也沒辦法回答。可是創作的源頭，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 

那時我的導師是國文老師，他不太看我的作品，說真話還是以升學

為導向。他也覺得我很怪，認為我有這個時間做這些，為什麼不好好唸

書？不去把英文單字背一背？不去把那個數學習題寫一寫？就覺得我寫

這個要幹麻？還有歷史老師，他也認為我寫這個做什麼？記得有一次，

他就說「你寫這個我們都看不懂，你寫這個看不懂的東西要幹麻？」我

也沒辦法回答，但是可以感覺到他隱然不這麼贊成我去搞這個東西。 

不過我覺得影響微乎其微，或者反而更堅定我要往這方面走。因為

我會發現，原來一般人對文學的認知是這麼淺薄，或是這麼不解，我反

而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很了不起。青少年時期最喜歡自己與眾不同，若

什麼都和別人一樣，就覺得沒意思。 

我覺得以前的教育不適才也不適性，現在比較希望你能發揮自己的

專長。過往就是要求要整體，每一科都要齊頭式，那才是好學生的典範，

所以當時我在校園裡，基本上是找不到任何回饋的。 

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發現我跟同儕、學校間的落差是很大的，雖然大家在同一個教室

裡，可是關心的卻是兩個世界。我對他們關心的事情不太有興趣，他們

對我所關注的部分也覺得奇怪，所以很少有互相交集的時候。其實以青

少年時期來講，越是這種情形，越會偏向自己的那個極端，就是大家雖

然都拼考試，我就是覺得不要拼考試。 

我姊姊當時是全校前幾名，很多老師常跑來罵我「你姊姊功課這麼

好，你為什麼成績這麼差？」我說「你要問她不能問我，我也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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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沒辦法，說真話我和姊姊也沒什麼真正的交集，所以她有她的世

界，我是進不去的；我有我的世界，她其實也是進不來，那時候的處境

大概就是這樣子。姊姊閱讀的書籍也很多，對文學的喜好跟我不太一樣，

她後來還喜歡跟同學寫一些科幻小說，但就我來看覺得很淺、很幼稚。

她們寫的有點像言情小說、通俗小說、科幻小說，可是我那時已經不太

喜歡看這種東西，就覺得很膚淺而且有點好笑。 

國中那時候，身邊真的沒有人可以跟我談，大家要不然就是否定，

要不然就是不解，要不然就是懷疑，要不然就是奇怪，所以到後來自己

也會自我退出，不太想和別人分享這種東西。當時如果有一個人能夠給

我一些引導或是互動，我會覺得很高興，也會有這種期待，可是自己也

知道現實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人，一定要等到上大學後才出現。 

當時的孤獨感也許多多少少有一點，就是不太被別人瞭解啦！但我

也不太理會旁人怎麼想，因為閱讀、寫作本來就是很個人的事，你說打

籃球、打棒球還要幾個人才能打的起來，可是寫作不是如此。其實青少

年有很孤獨的一面，一方面希望尋求同儕，一方面又對所謂的自我孤獨

覺得優美，就是我會發現那是成長過程中的一種滋味，那種感覺雖然不

快樂，可是有那種感覺也不錯，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感覺。而且說真話，

因為我慢慢自覺別人在努力追求的那種功利，就會感受他們格外俗氣、

厭煩，所以會更想遠離那些東西，因此掉到自己的世界。 

我後來也慢慢體會到他們一直相信某種東西，可是我的出現破壞了

相信的動力，我可以暗示大家說，我不照你那套搞也活的下去，我也擁

有自我的世界。那時候對老師來講，這種人是很危險的，我在班上等於

跟大家宣示：「老師每天叫你們考試都是在唬爛（按：台語，騙人、誇大

不實）。」所以我們老師好幾次想把我調班，可是因為手續麻煩因此沒有

成功。班上同學因為常去補習，下課都在做數學、理化，而我卻在旁邊

看小說、看一些奇怪的東西，他們也覺得我的世界很怪，所以會認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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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好嗎？你這樣對嗎？你這樣應該嗎？」而且我發現青少年很容易學

老師的態度來對待同學，因為他們也不知該怎麼面對？他覺得老師對你

有敵意，那我也對你有敵意，這樣好像比較安全。我覺得這種情況在中

學裡常發生，就是哥哥模仿爸爸的口氣罵弟弟的那種感覺。 

那時我就覺得很苦悶啊！每天和這些人混在同個教室裡，然後大家

又不信任彼此，我也沒什麼朋友，關心的事情又不一樣，每天考試這麼

多，然後考完發考卷就很挫折。反正在那段期間，我對學校一切都覺得

疏離，雖說沒這麼完全的排斥，但就有一種疏離感，對學校、老師、同

學、考試，還有上課教的那一些。所謂的疏離就是那跟我沒關係，雖然

我也知道自己好像要去面對，但總覺得可以等需要面對的時候再說，其

他先不管，我就去搞我的文學事業。 

貳、 高中階段 

找回認同 

上了高中後，我發現現實情境有些轉變，至少我的學校或是班級，

他們不會將文學看成一個很好笑、很怪異的事。他們會慢慢察覺我們班

有個很奇怪的人，叫 K，可是他很厲害，他常寫作會登出來，就不會再

像國中充滿這麼大的敵意。 

我覺得高中的環境對我的生涯發展較為正面，至少同學會覺得你很

厲害，你是了不起的，你才高一就可以得全校文學獎第一名，然後也覺

得很不簡單，因為班上有這樣的人，所以覺得特別！當然有些高中生還

是喜歡虧你，可是因為覺得我被認同，所以感覺就比較不一樣。而那時

遇到的老師，雖然他們也是不太理解，可是至少不會像國中老師抱持這

麼負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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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抉擇空間 

在高中階段，我很自然的就選擇社會組，完全沒有考慮自然組，父

母覺得我要唸什麼都可以，那時也不太考慮出路的問題。我最大的困擾

反而是高一還沒分組，當時還要唸理化、生物，唸這個幹麻呢？我以後

確定不會走這行，我唸這個無聊啊！所以就會覺得是在浪費時間。 

後來考完聯考，我去做了補習班的落點分析，就大概看一看，然後

按照自己的興趣、嗜好選填，隨著電腦的命運安排進入大學，而當時我

都只填文史哲。那時候沒什麼人給我建議，因為我們家對於填什麼志願，

大家都很自由，像我姊姊也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填，所以我也沒碰到什麼

阻力。家庭比較尊重我，反正唸什麼都好啦！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豐衣足食是這幾十年來的事，所以我們上一代都在一個

很匱乏的環境裡成長，他們對匱乏是很恐懼的，因此會儘量避免那些恐

懼發生，也不希望他的子弟是遭遇侵蝕的危險族群，因為寫作、藝術它

的不確定性太高，所以很有可能是父母心裡所設想的那種失敗階級。我

不知道我的父母有沒有擔心過？他們可能也是忙於自己的事，所以也就

不這麼在乎，甚至因為爸媽沒唸過大學，他們就認為反正唸大學一定有

出路，或是因為父母信基督教，他們很可能就是覺得交給上帝，他們常

講這種話，雖然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他們認為上帝有他的

安排，就覺得沒什麼好管，比較不會思考或在乎。 

參、 大學/研究所階段 

相互支持的同儕 

我覺得到大學後，才開始真正發展出較為強大的動機。其實我的動

機一直都在，只是大學這個環境更適合，它會讓我擁有很大的舞台空間。 

我在大學唸中文系，而我上屆有好幾個學長都喜歡創作，所以就比

較常在一起討論，然後開啟文學上的交流。因為大家常聚會、寫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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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會像以前一樣，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怪的事，你會知道原來這件事

情不是特別的，仍然有很多人在做，他們就像個鼓勵性質的支援團體。 

文壇伙伴的鼓舞力量 

到博班階段，可能因為我得了兩大報文學獎（中時、聯合），在當時

還是很有權威性的，所以只要得獎大家都認識，然後就會邀請你出書，

因此突然間受到很多文藝界先進的照顧跟關懷，我覺得至少得到心理和

實質上的鼓勵，所以比較能夠確認自己寫作這件事。 

那時候影響比較大的是報紙的編輯，譬如聯合報的陳義芝、中國時

報的焦桐、夏瑞紅、劉克襄、中華日報副刊主編吳涵碧（《吳姐姐講歷史

故事》的作者），他們好像把我當成文壇小兄弟，滿提攜、鼓勵我，就覺

得我寫得滿好的，有稿子可以儘量投過來。這時突然覺得寫這些作品，

不會只是一個虛無、永遠放在抽屜裡面，讀者就是自己這樣，我會開始

比較有動力書寫。後來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人物，大概就是中時、聯合，

還有人間福報的編輯，它的副刊主編常寫信給我，對我幫助滿大，就是

我有稿子給他們，大家都很欣然接受，就是希望我多投一點、多寫一點，

所以得到很多的正向鼓勵。 

後來影響我很大的是中時的夏瑞紅，她現在已經離職。那時她找我

寫專欄，寫專欄在寫作上比較重要的意義，就是等於有一個帶狀或每週

一次的刊登，你會固定被大家所認識、你會有讀者群，有些人就是每週

來看你的專欄。在我剛得獎的時候，夏瑞紅就邀請我寫專欄，可是那時

我還沒有充分準備好，但我發現她都一直默默關懷我，後來有天她又來

找我，然後告訴我他已經幫我想好一個主題，絕對很適合我寫，她幫我

想很多點子，我就照著她的說法去做，後來果然還滿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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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寫作階段 

那時第一次寫專欄，就感受到成名的滋味，突然覺得我寫的東西很

OK 啊！就是有讀者在支持，不管是寫信來罵我或是寫信來鼓勵我。而

且還記得當時寫一寫，有一次馬英九還打電話給我，可能他的幕僚看到

那個專欄吧！因為當時撰寫的內容和簡體字有關，我提到簡體字雖然方

便，可是卻失去很多意義，那時候馬英九是臺北市市長，一直在提倡正

體字，他還親自打電話來，要我當臺北市教育局的諮詢委員。所以我會

突然覺得，那個寫作好像和原來的寫作不太一樣，我的經歷從這個階段

跳到另外一個階段去，所以在專欄部分，夏瑞紅幫我很多的忙，她是我

的貴人啊！這對我而言是個滿大的轉變，跟社會有更多的交流。而撰寫

的那些內容，對我後來的寫作有一些影響。 

寫作風格、精神的啟發 

在博班時代，那時也正好讀到董橋的作品，他是香港蘋果日報的社

長，但本身是個非常風雅的人。他在香港出生，後來去英文留學，還在台

灣唸過成功大學，他都談些中國的竹雕、玉器、字畫等內容。香港是個很

怪的地方，很多人在香港看蘋果日報是為了董橋的文章，而香港的報紙很

誇張，旁邊是董橋在談松柏、宋代瓷器，然後另一邊是女明星的曝光照片，

你就覺得那很後現代。董橋的東西很儒雅，那時候我滿著迷他的色彩，後

來我發現他能在七八百字內很巧妙的談一個問題，或許是文化、或許是語

文、或許是文物，所以我滿著迷這種寫法，後來在專欄裡我也稍微實踐了

一下，這對我的創作改變滿大，那個影響可能一直到今天，就是我有時候

寫作還會受到那個風格影響，所以是個很重要的關鍵。 

另外胡適和魯迅對我的影響也很大。胡適那種不斷突破開創，還有

反省自我作品成就的精神，我覺得這點滿了不起的。像他的新詩叫做《嘗

試集》，那是陸遊的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其實胡適知道自己失敗

了，可是他願意承認自己不足的精神，在很多文學創作者身上是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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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胡適願意把失敗的作品拿出來，做為別人的戒鑑、參考，做為未

來可能更好的基石，我覺得這種理想和精神很了不起，而且他真的做到

了。至於魯迅的作品，它本身的藝術性很高，在當代的水準算是非常突

出，而且魯迅不是個口號家，不會僅說「啊～救國啊！」什麼的，而是

用自己的作品去實踐他的理想，我覺得很佩服。他們兩人有個很了不起

的地方，就是都願意說真話，他們真誠的用自己的一生來面對整個世界

和所謂的文學，或是國家的命運，我覺得是很偉大的。 

他們對我而言，應該是一種寫作精神的啟發。像有些自己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寫得不好，當別人跟我講，我甚至可以跟對方說「我哪裡不

好？缺點在哪？」我比較能面對自己作品的失敗，可是很多人是沒有辦

法的。所以這種對自我、不要認為自己是絕對最好的精神，是胡適對我

的影響。而從魯迅那裡，他那種很敢挑戰當代的精神，我覺得我也受到

影響。在魯迅的作品裡，我可以感受到他在當時的孤獨，左派右派都不

喜歡他，可是這就是做為一個文學家的姿態，你不用去企求別人的認同，

只要堅持自己的一種寫作方向，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反正你就是寫你

自己，魯迅無形中影響了我對文學執著的態度。 

肆、 工作階段 

家庭成員的看法 

其實我感受不到家庭成員對我在文學發展的態度，我覺得他們都沒

有什麼看法。周圍的人是對我太縱容？還是對我太不關心？太漠然？他

們真的都沒什麼態度或立場，就覺得反正高興做就去做，或者他們也不

懂，不知道應該要反對還是不要反對。 

其實不管是在文學、電影還是音樂，我覺得都是一種創造，它其實

是一種生產，有時候不是你想創作馬上就可以創作出來，那不可能。所

以創作的根源是在你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而家庭對你的容許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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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度或是給你的資源，有時候可以造就一個生活的樣態，你必須有這樣

的生活樣態，才有可能去創作。 

因為創作的東西很個人、很心靈、很抽象，一般人基本上不可能瞭

解，如果爸爸是個公務員，爸爸是個農夫，爸爸是個漁夫，他怎麼知道

你在做什麼？所以這要家庭的瞭解與支持，才能擁有那種自由和那種所

謂給你的世界寬度。這對創作是很必須的，是你的空氣、是你的陽光、

是你的水，你沒有這個東西，是不可能創作啊！所以作家有時從某個角

度來看，有點像社會邊緣人，他們承受的邊緣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太太也唸中文系，她是我碩士班同學，所以更不可能有什麼

負面看法，就沒有反對的聲音，也沒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寫作這件事

情對家人來講，他們沒有意識到和他們是有關的，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

分，我有時剛寫好的東西，也會請我太太看一看，提供作為讀者的意見，

家人也沒有特別思考這條路是需要反對、贊成或是幫助。 

第五節 回首文學路－E 的故事 

壹、 國中小階段 

文字喜好的緣起 

記得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某年夏天，我到圖書館裡吹吹冷氣、看看

書，突然覺得圖書滿好玩的。當時看了一些書，直到現在都還印象深刻，

譬如《塊肉餘生記》、漢聲的十二月份書籍，我才發現故事的世界原來這

麼有趣。當時我看到一本名為《綠色假期》的書，現在應該已經絕版了，

我還記得裡面的故事，包括開頭的用詞，以及敘述主角剛到鄉下的時候，

一隻鳥從田邊的水上掠過去，我第一次聽到「掠」字，覺得用的還不錯，

感覺有些文字其實非常美妙，這是一個想像的世界，雖然現在看起來似

乎沒有什麼，但是我覺得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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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的教學風格 

記得國中時期，那時的國文課本選錄孟浩然「綠樹春邊合，青山郭

外斜」這首詩。當時課本裡的插圖是兩人坐在窗前，窗戶外面卻是空白

的，老師要我們畫畫看窗外有什麼？然後要我們把古典詩詞改寫成你想

要的文類。當時我改編成胡鐵花與楚留香相逢的小說體，那是古龍的小

說，港劇改編成連續劇於每周日晚上播映，在我小四的時候風靡了全台

灣，收視率百分之七十，我就把它類比到多年之後，楚留香跟胡鐵花如

何相遇？然後兩人在窗前談起自己生命中的使望，大概寫了這樣一個故

事，結果老師覺得很棒，在課堂上把它當眾唸了出來，我覺得對我的鼓

勵性很大，讓我感覺寫作、寫故事是有趣的事情。 

貳、 高中階段 

故事的世界 

高中時寫作文，我常常試著用寓言或故事的方式撰寫。記得有次寫

得還不錯，我用一種寓言的方式書寫，那個題目叫做〈臉〉，就是街上多

數人在尋求自己的臉，街角有一家整容店，結果整的男生和女生的臉最

後都一樣，有點在寫臉的寓言，其實那篇沒有寫到結尾，但我們老師覺

得很好，就輪著在幾個班唸這篇文章，我那時也興起寫故事比較好玩的

想法，因此每次寫作文都有個想望，我可不可用故事的方式去展演？ 

「她」的世界 

高中時有個女生改變了我，因為國中是男女分班，到了高中是男女

合班，我就暗戀起一個女生。當時我發現她也很喜歡寫作，而且常常去

校刊發表文章，她的筆名帶有一個緣分的緣字，所以每次拿到校刊，我

不是看笑話，而是去看筆名目次裡有個緣字的女孩的文章，她讀什麼我

就去讀什麼，她喜歡簡媜我就去看簡媜，她發生什麼事，我就開始想像

我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故事？因為她喜歡文學，所以我也要跟她文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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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她是個閱讀量很大的人，然後我會想，如果我喜歡她，我也要看看

她的世界是什麼？我曾問她你要讀什麼系？她說她想要讀中文系。那時

大學聯考我的落點就是靠近 A 大中文系，於是我就將大量的志願集中填

在中文系。 

被安排好的人生 

在進大學前，我對文學沒有太多的希冀跟想像，因為光是高中選組，

我都是被安排的。其實在十八歲前，我的生命都被安排好了，就這麼簡

單。會選擇社會組，是因為那時學校的老師跟我們講「自然組沒這麼容

易考」，然後我就在某種暗示性的強調下進了社會組。學校的安排其實帶

有暗示性的意涵，讓我認為社會組好像很適合自己。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是經由學校或升學的安排，到一個比較可能接近大

學的路途，但沒有告訴你性向是什麼？也許有提到，但是這個是你的問

題，或許我們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也或許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將來要做

些什麼？我覺得我們是被選擇的，也可能是自己不太清楚，因此就被人

家安排好了。 

我覺得自己是社會上一般的平凡男生，在那個年代我們只有被安

排、被選擇，不曉得進入大學要到什麼系？學校只要有按時考到就好。

我記得當時聯考分數出來，我們就去補習班進行免費落點分析，當時列

了好多好多紙，從前面率取率百分之二十，到中間的百分之九十九、百

分之一百，然後我就照樣填，真的就中這個學校。那時台灣大部分學生

選填志願都是照這個表去看待，只有依你喜不喜歡做篩選，所以我們的

人生電腦都可以幫你預測，或者我們只是照著電腦在跑而已。我想大部

分的人也是這樣，我們都是被安排的，因為我們在一個集體的想望裡面，

上一屆是這樣子，下一屆電腦就幫你分析，我們下一屆依然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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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價值觀 

我的爸爸一直要求我做兩項工作，一個是公務人員，一個是老師。

其實在高中之前，他一直都提到這點，也很清楚告訴我他的期待是什麼？

他認為社會組去讀師院也是一條路，從沒想過要我去做文學相關創作工

作。其實在一般中產階級家庭，如果父母是老師或公務人員，他對自己

子女的要求可能就是走上這條路，相對比較穩定。 

其實那時我有機會填上師院，可是卻沒把這些志願填在前面，我還

記得繳卡前一晚睡覺的時候，爸爸走進房間看我的志願卡，打開燈一個

一個對，然後關燈，再離開我的房間，還滿有意思的一個記憶，後來我

就讀了 A 大中文系。 

爸爸在我三十歲前都一直提，一直嘮叨這件事。當時我沒按照他的

想法，他覺得我不順他的意，父子關係因這點產生很大的摩擦。他覺得

我有能力去讀一個師院，當一個老師，他一直提到自己年輕時也有夢想，

也想成為一個音樂家，可是這一條路太曲折，會越走越窄，不是那麼好，

還不如找個工作，也許再來還有機會，可是我卻沒有這麼遵照他的想法

去做。那時我跟父親的衝突就是回家比較冷漠一點，也比較少講話。 

參、 大學階段 

扭轉人生的關鍵 

剛進大一時，我一直想轉系，因為我對古典文學也沒多大興趣，完

全為了某一種原因而來，但進來後發現自己也沒這麼喜歡，甚至想要轉

其它社會領域的科系。但在此時，有個關鍵的時刻發生了，那時國文老

師要我們交作業，然後題目自訂，時間好像在大一上到大一下，記得不

是很清楚，反正就在那時產生巨大的變化。當時我開始寫家鄉的故事、

童年的故事，大概寫了五千多字，我覺得自己寫得滿努力的，老師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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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上，然後給我很大的肯定，也鼓勵了我，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再

試試看，然後我就留在中文系了。 

那位老師是我的班導，記得他在文學院的迴廊告訴我，你在中文系

是值得去試試看的，然後我就留下來開始寫作。因為那時導師也知道我

想轉系，但他告訴我「你可以在中文系！」於是我試著去書寫，發現能

夠寫出一些東西，於是開始在這一條路上走。那位老師是我生命中的貴

人啊！他讓這個事情轉變，或許沒有在寫作方面給我多大的協助，但他

讓整個事件變得更有意義。 

相互砥礪的同儕 

在大學的時候，我們有一票朋友常常寫作，彼此會去砥礪，畢竟當

時男生的名額那麼少，甚至很多人在高中時就已經確定自己的寫作方

向，大家都跟我一樣充滿寫作熱忱。考進來的男生，排除某些偶然的機

率，以及不曉得為什麼掉到這邊小種子，其它同學都對文學有個想像。

我好幾個朋友裡面，有的一進來，你會覺得「天啊！這種人就是來讀中

文系的！」隨便講都可以抖出一個文學典故，有些人就是功課很好、創

作很好，這裡真的有很多三頭六臂的人。 

他們應該對我有些刺激，大家都是對文學有想像、有追求的，在這

樣形塑之下，會有個環境的影響，就是他們做什麼我也會想做什麼，會

想要去瞭解一下。其實那時每個人都有得獎的天分，好像大家跳進來都

會得一些獎，我覺得現在看起來都很正常。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創辦

了一個雜誌，邀集一群朋友辦了讀書會及文學雜誌，然後大家寫的稿子

都可以放上去，因為我有個想像，我們創作的人需要有個園地。 

另一個看不見的朋友 

我滿喜歡一位作家叫馬奎斯，他還得過諾貝爾文學獎。我特別喜愛

他寫的短篇小說《異鄉客》，那本書我翻了好多遍，它已經變成我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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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裡，另外一個看不見的朋友，還記得書皮中間，我翻得有點髒髒的。

後來我的小說，就根據馬奎斯作品裡的一些人物互動，改寫成本土故事，

有這樣一個很深刻的轉變。我只能說小說作品都是我的老師，一般老師

能夠教你的畢竟很少，反而是你去閱讀之後，心有所感，願意把作品的

內容所轉化。 

肆、 研究所/工作階段 

相互撞擊、奔馳的戰友 

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很需要朋友一起來。朋友之間相互鼓勵，

其實也是種寫作的方式。我有個寫作的好友，彼此是大學同學，其實大

學時我跟他不熟，但因為他喜歡寫作，我也喜歡寫作，所以畢業後慢慢

變成知交。有次他拿了篇小說讓我看，我覺得小說寫得很混亂，但我感

受到他試著去做一個改變，只是沒有做好。我看到這個人很大的文學真

誠力量，反而是寫作裡面最有意思的，於是我給他很多的鼓勵。 

記得有次我拿一篇自認滿不錯的作品給他看，當時他坐在小方桌前

一直批評我「你怎麼這樣子寫？寫得不好啊！小說應該怎樣怎樣！」我

覺得哇塞！你寫得都沒我好，還批得那麼用力，當時真的很想掀桌，因

為有一點氣憤，不過他也滿認真在批我，雖然我覺得批的沒什麼道理。

因為那是冬天，離開時我還故意捉著他的手，握了一下說「唉～寫作這

條路，我看滿孤單無趣的，我們彼此要加油一點，各自奔馳下去。」不

知道為什麼，那時候很想握住他的手，其實我對肢體還是有點距離，但

那時就抓住他的手說「好，那加油！」我覺得他也被我鼓勵了，那種男

性的碰觸是很奇特的。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我覺得他也幫助我很多，我

們有點像是戰友的感覺，像是加油站，彼此打電話來，你幫我加一次油，

我幫你加一次油，相互鼓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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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陪伴者，一個互相在生命中能夠提供能量的人。我覺得在

寫作歷程裡，有些支持的伙伴或分享的伙伴很重要，這叫做同儕的扶持

力量。雖然我覺得自己寫作也是可以，但若有人能一起分擔你的世界該

有多好，而我們常常寫著寫著，作品就會相互分享。 

妻子的相信與扶持 

我和老婆是大學時的班對，她給我很大的支持。我們認識十九年才

結婚，她給我重要的肯定和扶持力量。從我剛開始寫作，她就給予很大

的鼓勵，我覺得在這條路途上，她是一個滿值得、有意義的陪伴者。 

記得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去看一個小劇場，散場時播了王菲的〈我

願意〉，那時候我就想「啊！我真的要畢業了，不知道將來該怎麼辦？聽

了這個流行音樂，自己走出社會，這條創作之路將何以為繼？」結果後

來真的出了社會，找到記者的工作，有次我到女朋友家，剛好看到音樂

裡有王菲的專輯，播著播著突然聽到自己畢業前聽到的歌曲，想到這條

路不曉得怎麼辦？要堅持下去還是怎麼辦呢？其實生命當中有很多很複

雜的情緒，聽著聽著就淚流滿面，我女朋友進來就抱著我一起痛哭，因

為我的女朋友就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她覺得這條路太辛苦，但也只能

鼓勵我，後來兩個人就抱著哭。 

她扮演的角色有不一樣的價值，有時候是創作的，有些地方可以分

享，有時候是支持，有時候則是情人。早期作品她都會很認真幫我看完，

然後給予回應，現在她有自己的工作，而且也滿累的，但只要看完的地

方，她都會給我些意見、看法。她一直都很鼓勵、肯定、相信我，覺得

我的作品很特別，而且可以再努力下去！ 

父母的擔心與期待 

我的父親會要求我走一條比較順暢的路，找一個比較安穩的工作，

但我的母親比較尊重我的意願，之前在當記者的時候，我問媽媽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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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暫停一年來創作？媽媽一下就說好，爸爸則是反對，他不要我這個樣

子，因為我那時當記者，我爸也會有點榮耀感，而且這個榮耀感會時時

作用，如果我離開這個工作，他會覺得你下一個發展又是個問題。 

我覺得一個中產階級的父母，都會希望孩子擁有比較安穩的工作，

因為你走的路我已經知道，我已經 try 過。我覺得我的發展目前還不錯，

所以父親持著比較開放和肯定的態度，如果現在還發展不出來，我的爸

爸更有立場講話。因為畢竟我在這條路走的很遠，加上也不是完全放在

文學創作，還有其它的相關工作，而且是相輔相成，所以父母就沒這麼

反對了，他反而說你就隨興趣發展好了。 

我覺得一般家庭對男性會有些期待，那個期待是責任、工作以及養

活家庭。所以現在回想，我的父親可能會因為這樣給我比較多的壓力，

那也是社會裡的傳統價值－養家、經濟的壓力。父親曾跟我講過，因為

我高中沒照他的意思選填志願，讓他內心存有疙瘩，我覺得一定有十年

以上，可見父親在生活當中不經意會給我些指令，我覺得這也是身為一

個父親的擔心吧！ 

第六節 生命中美好片段的定格－凌性傑的文學生涯 

壹、 國中小階段 

彈性支持的家庭氛圍 

我遇到一個很好的媽媽。 

從幼年開始，只要看到我在買書，母親是從來不禁止的。我讀什麼

書、買什麼書，她在這方面全力支持，看到有人來家裡推銷整套童話書，

她會買，或是有些科學雜誌，她也會買。而且媽媽也不會刻意盯我的功

課，都是我自己主動想唸，所以在學習的過程裡，我獲得很好的讀書的

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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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興趣的啟蒙 

我很喜歡國小二年級的導師。 

我覺得獎勵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說故事」，記得小學低年級的早自

習，別班可能有自己的活動安排，可是我們只要表現好，老師就會說故

事。印象最深的是《木偶奇遇記》，老師每天就講一小段，那種感覺很像

一千零一夜，不斷的、不斷的有人在敘說，那種說書人的型態，影響到

很多小朋友也會希望自己寫故事。不曉得是不是這樣的機緣，讓我在升

上三、四年級之後，一直記得聽故事的感動，這段歷程引發我對語言、

文字的濃厚興趣，雖然那時也不曉得什麼是文學？可是只要看到故事性

很強的東西，就很喜歡。 

早期顯現的語文傾向 

在我小學一二年級、三四年級的時候，還是那種中低年級的孩子，

回家寫完作業很無聊，就靠著文學書籍來打發時間，而且那時只要發下

新課本，我就把所有的內容全部都讀完。記得國小三年級，我注意到有

人來學校擺攤位賣故事書，裡面有些西洋童話或是中國童話故事，我看

了非常喜歡。當時我看過國語日報出的注音版，而且是兒童版的古典小

說，並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這些書，另外還買了唐

詩三百首。非常奇怪的是，我不知道哪來的動力？讀了之後就不知不覺

得背了下來。 

貳、 高中階段 

自主的抉擇空間 

不管在選擇學校或是升學，都是由我自己決定，包括選填志願，我

都是在填完後才告訴媽媽。我很明確知道我要什麼！旁邊也沒有人會阻

礙我。就選擇中文系這件事，我也不像有些男生會遇到家人或是老師的

阻礙，反正就是覺得時候到了，我就該唸中文系了！而且周遭的人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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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認為我唸中文系應該可以讀得很好，可能是拿文學獎的關係，從國中

作文比賽到高中各個大大小小的文學獎，好像認定我就該走這條路。 

其實家庭也不知道唸書後的職場生涯是什麼？因為畢竟當時是個資

訊較為不充分的年代，所以他們只覺得唸得還不錯，在學業方面有些表

現就可以了。一直到高中時我得了全國學生文學獎，家人才知道原來寫

作有這樣一個獎項，或是有這樣的比賽。 

我覺得家庭不關注反而比較好，這樣我才能自由自在的書寫。所以

即使現在我寄一些書回家，媽媽也是書皮翻一翻，其實不太能夠真的讀

懂我寫些什麼？可是那種物質性的感受很強烈，就是摸到一本書，感到

與有榮焉。我最感謝媽媽的地方，就是她都不管我，在我選擇科系或是

做人生重大決定的時候，她都不會說什麼。我覺得「不干擾」就是最好

的影響。 

我覺得有時最好的管教就是不理會，其實也不是說不管教，而是要

給小孩探索興趣的空間。我很討厭父母看《虎媽的戰歌》，她說她的小孩

如果學音樂，就只能學小提琴和鋼琴，然後也只能唸名校，那種價值是

很單一、偏頗的，她還說子女以後會感謝她！台灣有非常多這樣的父母

親，這反而抹煞小孩子所有的可能，而且真正的天才或許就這樣被扼殺

了。我覺得在二十五歲之前，人生有很多重來的機會，可是現在的爸媽

都很害怕小孩選錯行。我覺得在年輕的時候，就應該勇敢去探險，然後

勇敢去摸索一些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 

重理輕文/自由開放的校園氛圍 

我一直不太理解當時雄中的作法，因為它把某些很頭痛的、常常被

投訴的老師硬塞到社會組的班級，或者新進老師就讓他教社會組，其實

現在很多高中的教學現場還是如此。行政單位將認為比較差勁的師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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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給社會組的學生，其實是一種制度上的不公義，而那時我們都是靠自

學的方式完成某些比較困難的學科。 

當時有些老師，會給我們很多心理上的支持，一直告訴我們書要靠

自己唸，然後也會暗示大家要發展自己的可能，不要侷限在那些學科上。

特別是社會組出身的老師，他們都覺得我們應該要成為哲學家皇帝，去

管理那些三類組的學生，我們以後是整個國家的重要領袖人才。 

更重要的是，雄中那個環境會讓人覺得「我的人生有無限的可能，

我是不會被侷限在這裡的。」某些課很無聊時，我們就要想辦法自己尋

找樂子，想辦法發現自己喜好，然後去玩社團等等，當時覺得非常自由，

我們要從任一個面向去尋求自信都很容易。我覺得我很幸運，雄中的環

境可以允許各式各樣的怪咖，我很慶幸我只是寫作，我不是最怪的，而

在那種覺得自己不夠怪的情境底下，我可以過得比較舒服，如果今天去

其他學校，然後得了一個文學獎，學校可能就會幫你上個報紙啊什麼的，

那其實太過度了。 

欠缺生涯輔導機制 

那個時代選組資訊不是這麼充分，生涯輔導機制也不太完整，沒有

人告訴我們選組的意義是什麼？我只知道社會組以後可能要唸人文社會

學科，再加上純粹依自己的喜好選擇，也不曉得以後的出路或職業生涯

安排是如何？就是很懵懂的，靠著自己的直覺跟喜好做出對未來的判斷。 

那時接收到各行各業的資訊非常片段，多數是介紹大學科系或升學

管道，也沒有完整的職業生涯輔導規劃，大部分靠自己的想像和直覺臆

測，但這樣的想像跟直覺，我覺得也不壞。 

寬容的對待，自由的創作 

我覺得最好的影響就是「知道我在寫，但對這件事不要給太多意

見」。老師不會有太多的讚美，也不會有太多的批評，然後我想討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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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能一起討論，這樣的相處模式是壓抑最小的。有時候讚美過多，就會

讓寫作變得很不純粹，寫東西其實是給自己交代啦！不是為了獲得別人

的讚美。 

高中老師用最寬容的方式對待我。真正鼓勵創作或是不壓抑學生創

作，其實是從高中開始，那時我才有較多創作的想法。因為在高一那年，

我就得到校內文學獎，當時引起一些注意，但老師沒有揠苗助長，也不

會刻意一直塞東西給我，她們就是讓我自由自在的長大。我請老師幫我

看作品時，她們也都很樂意，可是不會一直催促我「你為什麼還不寫？」

我可以感受到那樣的態度，就是關心但不過度的干涉，能給我一些彈性。

尤其到高三的時候，我有時一寫就是一整本，就是一萬字，老師本來規

定課堂上要完成，我說我只寫了開頭，而開頭可能就一兩千字，當時好

像遲了一兩個禮拜才交。老師好幾次作文都給我一百分，我覺得在對待

學生創作這方面，她給我很多自由的空間。 

心靈相契的文學同儕 

我那年代不像現在的學生，他們得了文學獎之後，就很容易串連在

一起，然後藉由網路、臉書上的聯繫，可以知道對方在寫什麼、在做什

麼。我一直到高二、高三參加教育部的文藝營，才有機會遇到一群優秀

的學者、文學研究者或精彩的作家，然後我身邊的這群同儕，也都是經

過教育部篩選，再來參加這個文藝營活動。 

我覺得那是個很難得的機緣，它幾乎把台澎金馬，就是整個台灣，

所有喜歡文學的、同一個世代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們那時候的營

隊，前後好幾屆很多都是作家！當時文藝營的時光就是玩樂，整晚的聊

天，我們有著共同的交集，同樣都是喜歡一些東西，喜歡文學的人，而

且我們有著共同的記憶，那時還沒那麼多出版社，文學書籍還沒那麼廣，

但在資源有限的狀態底下，我們讀的東西非常相近。不像現在小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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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閱讀可能很不一樣，我們那時候沒有這麼多知識的來源，所以也很

侷限，但那些侷限反而造成我們溝通上的方便。 

我所有的文學養分，只能靠這個文藝營。其實有些課程不見得那麼

精彩，但重點是可以遇到精彩的人，這些人往往比課程本身更具吸引力。

我覺得在裡面遇到一輩子的朋友，不管是在學界或在創作方面，這群人

到現在都還有聯絡，包括他們在媒體上擔任編輯，然後提供給我很好的

發表空間。除此之外，他們也是最能給我作品意見的人，直到現在我們

都會彼此交換自己的作品。 

另外在文藝營結束後，我們互相和各地的朋友通信，那種手寫的感

覺非常好，我覺得書信的溝通是影響最大的。在寫信的時候，我可以很

確定和這個對象的關係還有距離，這影響到後來我在寫不同文體敘述的

策略。因為每個人在寫作時，不管自己自不自覺，都要有一個預設的讀

者，在預設讀者這件事情上，我覺得寫信過程的訓練是很重要的。 

文藝營的重要性在於「我知道這世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寫作」。而

且同年齡的人、共同興趣的人聚在一起，也知道彼此書寫的狀態，我們

用自己的作品跟對方對話。 

強大支持的力量－張曼娟 

高中時，我就很喜歡張曼娟老師的文字，然後校刊上也介紹她所有

的作品，還有一些自以為的分析。我覺得張曼娟老師對我影響很大，她

讓我在開始寫作的時候，找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起點，也因為張曼娟的

關係，我很喜歡中文系所有的事物。高中時跟她通信，就覺得這個姊姊

人超好，沒想到後來影響到我第一本散文集。我出版的機緣，很大部分

是因為張曼娟老師，張曼娟對年輕的寫作者都有很深刻的鼓勵，尤其是

我這個世代的，有很多人第一本書都是在紫石作坊的推薦下才出版。 



 

115 

 

高一的時候，我拿到全國學生文學獎，而張曼娟和簡媜都是從學生

文學獎出身。印象很深刻，在我領獎的時候真的見到張曼娟跟簡媜，然

後還跟她們合照，當時很開心，之後就開始和曼娟老師通信。我本以為

寫信只是在發洩自己的情緒，但沒想到老師真的回信了，當時幾乎是找

一個情緒的出口吧！就是高中生很希望別人能理解他。偶爾我也會把自

己寫的東西寄去給曼娟老師看，其實她的回覆都是很正向、很溫柔的鼓

勵，我覺得那是無聊的高中生活裡，一股強大的支持力量。 

參、 大學/研究所階段 

亦師亦友的師生情誼 

我與楊昌年老師，其實結緣非常早，然後這種緣分一直影響到現在。

楊昌年老師厚愛呵護我多年，我在春天奔跑不羈的時候，感謝有他為我

揭示生命詩的通衢大道。他在文藝營連續兩年評我的作品，一直到進入

師大唸書，因為資保生分配指導老師，我被分到他的名下，才和老師有

比較親近的接觸。大學時我們會定期聊天，一個月大概有一次，就是老

師會請吃飯，我跟我們同組的兩三位同學或學長姐，大家一起談天，感

覺還不錯，其實無所不聊，我覺得那種感覺比較輕鬆。有些老師好像會

把學生叫到研究室來，然後跟我報告「你最近做了什麼？然後寫了什

麼？」我覺得壓力太大了，我覺得不用太急於去看學生達到什麼文學成

就，反而是比較理想的，因為寫作這件事情真的急不來。 

我覺得最好的師生關係通常類似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種太大衝突，

什麼抱起來痛哭流涕的都太煽情了，也是我很不喜歡的。而師大給我的

就是回到那種澹然，然後很生活的彼此對待，大部分師大的老師都很關

注學生的生活，其實就是等在那邊，有事的時候才去找他們，我覺得那

是一種性情上的契合與溝通。我寫了什麼作品，也會拿給老師們看，而

這些老師回饋都很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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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階段 

為下一代書寫 

我希望我的書寫能影響比較多人，然後用更普遍的方式去改變下一

代。我覺得就是要寫書給國高中生看，哪一天我也應該要去寫童書。這

三五年下來，我很不滿政府的教育政策，還有語文教育的那些觀點，尤

其在這麼紛擾的時代裡，我也不想捲進他們論戰的漩渦，唯一能做的就

是關起來寫作品，去影響更多的人。所以一系列的書寫下來，我一直覺

得要讓學生得到學中文的樂趣，或是讀文學的樂趣，而且他們真的活在

大眾化工業操作的時代裡面，永遠只是讀那些暢銷、通俗，而且可能看

一眼就會把它丟掉的東西，我希望可以把那種經典的價值重新找回來！

這是我目前想做的事。 

第七節 因為晃蕩，他遇見了最好的自己－許榮哲的故事 

壹、 高中階段 

權威宰制下的人生 

我是屬於被動的人，很容易被某一種權威、威嚴所宰制，從小到大

都這樣，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意識自己到底想如何？光是應付別人就已

經應付不完，所以一直到大學前，我沒有什麼獨立思考的空間。 

這種權威主要還是來自學校，雖然社會或多或少有，但高中之前還

管不到我這來。求學階段的整個歷程，我都處於一種晃蕩的狀態，感覺

高中讀完就考大學，大學之後就應該考個研究所，比較沒有個人的意識

的存在，就是一直被推著走。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裡，其實理工還是比較

被看重一點、被期待一點的，所以最初會選擇自然組科系，我覺得分兩

個部分，一來當然社會有些影響，二來剛好我自己在理工的表現，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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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較出色。但你說喜歡嗎？我覺得不見得，我只能說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就順著那種權威的自然。 

大學聯考的抉擇 

從小，爸媽都覺得我是家裡比較乖的孩子，然後成績比較好，他們

認為我最有可能達到他們的期望，可是後來卻完全相反。他們理想中的

期待是絕對務實的，那種務實是他們能理解的一個普遍價值，可能就是

當老師、當護士、當那些比較安穩的工作。對他們而言，不管是報酬或

是職業本身，那些都已經是個非常值得被尊敬的行業，他們一直隱隱然

覺得應該是我，可是後來卻不是。 

其實我跟家裡都是個軟對抗的人，我也不會直接跟父母衝突，他們

講什麼我都說好好好，就是一種陽奉陰違的好好好，然後出去卻做自己

的事情，所以父母有時候也很頭痛，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講的話，我其實

都沒有聽過，可是這件事情要到我大一點的時候他們才知道，小時候我

可能也是說好好好，但還是會去做啊！ 

我其實記得很清楚，一直到考完聯考要填大學志願的時候，他們還

是希望我去當老師，剛好我的分數就落在師院那個地方，但我對當老師

這件事情完全沒興趣，然後就把師院填到很後面，我爸爸知道這件事情

後非常生氣，他覺得我到底在幹什麼！所以這是一個轉折點。 

我不是說我爸爸不好，我只能說大部分的父親都是因為愛，但這份

愛卻侷限了某一些可能性。我必須感謝我的父親，因為我爸爸不是個超

有成就的人，他如果是超有成就的人，這種箝制性就會更大。他對我們

有很大的期待，但因為他是個農夫，沒有辦法提出一個百分之百正確的

東西來說服我，所以雖然有箝制，但又不是最強的箝制，我就在那種狀

態之下有機會脫穎，跑出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

趣的拉扯過程，誰僥倖多一點點出來，就決定了某一個人的一生，我爸



 

118 

 

爸如果再多讀一點書，而我又是一個比較容易被壓迫、被動的人，我就

會完全被帶走了。剛好爸爸沒有讀太多書，我剛好又比他略勝一籌，就

是在我的判斷之下，我可以再抗拒他一點點，因此改變了我的命運。 

因為父親沒有完全的宰制能力，對我而言產生一個很棒的發展空

間，我可以在裡面做一點自己的想像。對於沒有順從他的想法選擇志願，

他也不會做個巨大的決定，要我一定去做什麼，所以後來大概半年到一

年的冷戰，就是各自不太講話，可能過一年後也就忘了，基本上沒什麼

太大的衝突。我只能說因為父親也不知該如何去面對，或比較不善於跟

我講什麼道理，所以只好生個悶氣，我覺得我很幸運啦！  

貳、 大學階段 

晃蕩的階段 

我覺得跟背景有關，從小到大我都處於一種被控制好的狀態，一直

到私立高中畢業，我就完全放鬆，完全不想要做任何事情。因此到了大

學，我才有辦法開始去探索，因為已經沒有人逼我做任何事，我就有比

較多的時間去晃蕩、去思考。我的人生一直在逃避一些東西，逃避我不

喜歡的，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歡什麼？而我喜歡什麼，必須要在開始有時

間到處亂晃時才會摸索出來。 

我常開玩笑，其實我小時候沒有讀過任何文學相關的書，一直到大

學也沒有，大學是唸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所以整個過程就處在一種晃

蕩的狀態，後來考上台大農工所開始做論文，我覺得臨界點到了，之後

你要面臨去當兵、工作，晃蕩的時間已經結束，要開始思考未來的行業

適不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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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所階段 

另一條路的可能 

當時有個人叫做「吳念真」。如果我沒記錯，他拍了一個廣告叫「電

腦會撿土豆」，從那陣子開始爆紅。其實我對吳念真的概念就是這個人早

期做編劇，後來開始拍電影，最後感覺變成一個廣告人，但也是另一個

全面的創作。我覺得這傢伙竟然可以從編劇慢慢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對我而言就是「我可以藉由編劇這個領域，離開現在在做的這件事情，

跨足到另一個豐富、多采多姿的世界」。所以吳念真的形象跟他的人生路

徑轉換，讓我對編劇這件事情產生了期待。 

我覺得吳念真有種看透人情世故的能力，一件事情我們看到的或許是

來龍去脈，他看到的卻是人與人間的某種關係，還有情感的互動來源。所

以早期也是因為吳念真，讓我覺得說故事是有趣的，因為他不純粹只是說

故事，而是用故事來表現人情世故，就是用一個外在的情節包含一個內在

的性格。我想，如果我要變成這樣的人，我就應該從編劇出發。他的人生

路程提供了我一個選項，就是一個人生路徑楷模，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人，

編劇對我而言就是個抽象的概念。因為吳念真，他讓我覺得這是有可能

的，然後是愉快的，他是讓我對這個行業出現某種想像的人物。 

編劇界的天才 

在研究所二年級的時候，我去台視編劇班開始學劇本。我的編劇老

師是以前台視的老編劇，當時他已經七十幾歲了，編過最熱門的劇是〈一

代皇后大玉兒〉。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很認真的稱讚我，比較簡單的說法就

是「他一直認為我是編劇界的天才」。我可能展現了某種能力沒有錯，但

我展現了這個能力之後，他在某個地方不吝嗇的稱讚我。我覺得那是個

很重要的影響關鍵，因為他相信我而把我帶進了這一行，雖然沒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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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一旦進去了，就再也不會回來了，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有意思，

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在我開始困惑，擁有想轉行的念頭時，他是一個給我幾乎明確答案

的人，講最直接的就是「他認同我是編劇領域的天才」。因為有這樣一個

人，他講出這樣一句話，我就覺得可以在這個地方再待久一點。對於理

解編劇這件事情，對於持續去寫作這件事情，它是一個滿重要的一個階

段，劇本是我開始理解文學的一個源頭。 

理解的放手 

我的晃蕩極其可笑，只要沒有事情、沒有東西壓迫我，就足以讓我

完成自己生命中的晃蕩。所以我一直覺得，生命中有幾個讓我很感謝的

對象，都是讓我去晃蕩的人，而他們就是我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在某種

程度而論，你會覺得人家不管你，就是這樣而已啊！沒有什麼值得尊敬

的，可是我必須講，我很尊敬那些不管我的人，就是因為他們，我才可

以把我的特質顯露出來。 

我有兩個指導教授，一個是農工所的指導教授，一個是文創所的指

導教授，他們對我都有一種奇特的包容度。也因為他們的包容、理解並

且放縱，才讓我足以往我想要的地方奔馳過去，如果他們的態度是嚴格

的、限制的，你應該這樣而不應該那樣的，我可能就很難走到現在要走

的這條路。所以我一直很尊敬他們，他們在我最徬徨或開始追求夢想的

階段，放手讓我往前衝，但如果他都不管我，那也不是放手，他們和我

保持師生間的某種關係，然後也可以察覺出我的人格特質。我覺得重點

在於「他是因為察覺我的特質，才放我的手；而不是因為他不管我，然

後才放我的手。」他知道我是怎樣的人，也可以做出我想要的東西，所

以不該用老師的方式去限制學生，因為老師的方法不一定比學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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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所的老師當時知道我在做什麼，他也瞭解我的性格，有時候大

家一群人出去玩，他也會開玩笑說「喔～榮哲，那個誰誰誰，哪個學姊

說你很會看星星喔！」以前我很喜歡搞一些有的沒的，他就會透過自己

比較熟悉的助理，或是周圍的人跟他講我的狀況，就是他認識你這個人，

未必是從和我深談去瞭解，但我會察覺所有狀況老師都非常清楚，然後

他也不會說「你是不是要多做一點研究？多做一點什麼？這些東西少做

一點吧！」他也是很溫柔，都是開玩笑的跟我講一講，那聽完之後有一

點尷尬，但會覺得這樣繼續也不會有任何問題的那種感覺，雖然我在做

的可能和他正在教的有所衝突，但他不會告訴我「你是錯的！你是不應

該的！你應該要改進什麼之類。」他就是默默的理解，這樣就夠了。因

為對我而言，老師也有權力禁止我，可是他沒有做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非常非常感謝。老師可能不知道我能做的多好？他也不瞭解我在文學可

以走到什麼地步？他不理解這行，但是他不會用自己的價值觀來打壓我

的價值觀，這件事情對我而言很重要！也許現在看起來還好啊，他也沒

做什麼，可是那個階段我正要啟程，所以影響很大。其實影響有時候要

因時間點去比較，像現在很難有個人真正影響我，即使他的肯定可能比

以前更大。我覺得影響的強度跟生涯階段有關，跟你在什麼點上有關。 

最寬鬆的壓力 

在我開始轉換跑道的時候，父母可能有些擔心，因為他們不瞭解，

所以會擔憂這個兒子未來會怎樣呢？我感覺擔心的心情大過於反對。那

我覺得也好，我這種人就是怕反對，但不怕你擔心，那種感覺很奇怪，

就是如果你只是擔心我，我反而會過來跟你說不要擔心啦！我常常跟我

媽媽開玩笑，我媽媽不識字，她每次都會跟你講一些她的擔心，然後我

就會跟她說「啊～免驚（按：台語，別怕）啦！你兒子台大畢業耶，你

兒子很聰明啦！」講一些有的沒有的渾話，然後安慰母親，母親也是笑

一笑、無可奈何，因為這件事情對我而言，真的沒有辦法認真討論，因

為我也不知道我會怎樣？我這個人有一種特質，就是瞻前不顧後，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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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事絕對不會去考慮後果。我覺得這件事情相當程度的影響了我的一

切，反正只要往前走就好了，後面的事情以後再講。 

我覺得這是個性的問題，我也會把阻礙當作一種助力，現在回想起

來一直都是這樣，另外我也是個相對比較遲鈍的人，因為這種個性使然，

讓我比較不容易受到傷害，所以那個轉折點到底是什麼？對我而言我覺

得沒有那麼明顯，因為我的個性跟特質比較不容易受挫，轉折歷程接近

我決定要從這裡跳到另一個地方，就從討厭跳到喜歡而已，而且在喜歡

裡面沒有遭受什麼困難。所以我常講我很幸運，但若仔細去檢視，裡面

還是有很多不幸的地方，可是我一直將它視為一種幸運，我的特質就是

同時做很多事情，或許有些部分造成我的挫折，但會很快就忘了，因為

還有其他事情等著去處理。 

而我的父母對文學領域的態度，剛開始也沒辦法理解這是什麼行

業？他們只能從最簡單的東西來看文學，例如我媽去洗頭時，別人跟她

講「哎唷～我在報紙上看到你兒子寫的一篇文章。」她就可以高興很多

天；我爸爸去送菜時，有人跟他說「哎唷～你姓許喔！有一個在報紙上

寫東西的叫許榮哲，跟你是什麼關係？」然後我爸說這是我的兒子。也

因為這件事情，他就可以高興很多天，或許我只是在報紙上寫東西或是

出書，這就是他們對文學的理解。對父母而言，他們或許沒辦法具體瞭

解那是怎麼回事？但從別人講話的表情跟態度，他們會察覺這是一件很

不錯的事情。 

因為爸爸媽媽都在務農，所以在整個成長過程裡，他們也不太管我

們。這對我有個好處，就是幾乎沒被某些東西所限制，只有求學階段私

立學校的高壓狀態有感受。我一直要到大學才能完全放鬆，但也因為小

時沒有受到任何束縛，到大學時才能將那些東西再找回來，所以幼年「沒

有束縛」這件事，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棒的狀態，它讓我覺得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不會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做、不該做的。我有時候跟我太太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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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像我這種人如果沒有成功，那就是太對不起老天爺了，因為老天爺

給我最寬鬆的壓力，家裡也沒給我任何的限制，也不需要回饋家裡什麼？

完全沒有！就是屬於完全一個 free 的狀態，我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情，如果我還不成功的話，就太對不起我爸爸媽媽了！」所以我覺得那

個自由的狀態是很重要的。 

寬容的期許 

另一個關鍵人物，就是之前提過的文創所指導教授。他是一個馬來西

亞的作家，我覺得他就像我剛講的「不管我」。我覺得「不管我」這件事

情很重要，他是你的老師，他也關心你，他關心你但是不管你，他不會認

為你應該要怎麼寫？也不會說你如果不這樣的話會怎樣？他只會在某些

言談裡面，不同的時機點裡面，不經意的露出一些話語「這個榮哲如果繼

續下去，他會是很有潛力的，他會是很可怕的等等等。」這些話語裡包含

很重要的鼓勵，我只能說或許終究我還是讓老師失望了，但是他不會將他

的期望套在我的身上，你知道這種感覺嗎？就是我可以感覺到、知道這個

人對我有期望，但是他不會要求我一定要照他的期望去做，或許我照他的

想法有可能變得更好，但問題是我很喜歡現在的狀態，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情，做一些我覺得很有可能性的東西。老師知道我有天分，我可以做得好，

但他不會因為知道你有這個天分，就要求你一定要怎樣做。 

書本裡的共鳴 

我覺得還有兩個人影響我。這兩人都是作家，一個是村上春樹，一

個是駱以軍。村上春樹的小說讓我察覺原來小說可以寫成這個樣子，我

本來覺得小說只是故事而已，還沒辦法產生一種這輩子就要創造故事、

書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到看了村上春樹的小說，才讓我驚嘆「哇！原來

小說可以這樣寫！」村上春樹的小說有一種整體的、特別的氛圍。另外

我看駱以軍的小說，當下就是一種驚為天人的狀態，訝異小說竟然可以

寫成這樣！這個是小說嗎？它超越了某種當時我對小說的認知。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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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的領域裡，他們把我推到另一個地方去，給我很大的震撼。在某

種程度上，他們是我進入這個行業的早期啟蒙，那種啟蒙是這個作家作

品裡的某種特質，某種他們想要探討的內容，對我而言激發一種共鳴，

讓我產生想黏在這領域的影響。 

肆、 工作階段 

牽絆著我的力量 

在轉換入文學生涯早期，我覺得都有些比較重要的力量，讓你在裡

面轉彎或是沈迷其中。可是到後期，你開始慢慢寫出一點名聲，至少到

出了一本書的時候，往後就沒有一種決定性的力量，但是會出現陪伴性

的力量。例如耕莘青年寫作會的會長─陸達誠神父，他是個七十幾歲的

中國籍神父，在我早期來到耕莘青年寫作會的時候，他就送給我一本書，

那時候我在這個營隊當輔導員，然後做一些表演性的活動，幫大家做個

開場、熱身，當時那個神父對我說「榮哲，我相信你很快就會來到耕莘

上課。」意思就是我很快就會來到耕莘變成老師，的確後來就慢慢來耕

莘上課了。他對我的影響就是「因為他是這裡面的會長，他會在這裡面

告訴你，他會在這裡面支持你。」我覺得他比較像個陪伴者，他就在這

個地方，而你覺得這裡有人關心你，即使這個地方是沒有 pay 的，它可

能是志工的，但你會想要回來幫忙盡一點點心力。它像是個樂園在這邊，

它在某個時間點溫暖了你，然後你就會想說也許有一天我也可以回來溫

暖大家，它比較像是這個感覺，就拉著你在這個地方繼續待下去。 

支持與理解 

我太太也是個小說家，所以她對我走的路完全支持，因為我們本來

就在做同一件事，而且也覺得整體來講還算還不錯。我覺得她能理解我，

舉個例子來說，就像禮拜六日小朋友不會去褓姆家，所以要自己帶，我

太太其實也很忙，晚上還要去帶一個讀書會，所以就很焦慮的說「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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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中午可以回來嗎？」因為她下午還要看點東西，我說「很難耶！

因為下午要幫學生做個幹訓的結尾，晚上要陪寫作會的會長，還有跟這

些學生去吃飯。」她就聽一聽就說「唉～對啊！這沒有辦法，那就算了。」

如果平常她可能覺得那就不要去，因為家裡有事，可是她知道這件事情

的重要跟差別，所以我覺得會有些不錯的互補跟幫助，她當然就是個最

重要的一個支持力量。 

我太太對我的文學生涯有多方面的影響，一來就是彼此能夠理解在

做什麼，這樣不管做事的樂趣或某種價值它會加倍，因為我知道我們都

認同這個價值，而且都在同一個地方走，然後會有一點幫手或是競爭的

感覺，但是幫手的感覺比較多！另外就是比較不容易焦慮，譬如有些創

作者就是自己一個人，但其實是小於一個人的。我們彼此知道也許在最

茫然的時候，對方可以給自己一點建議，而也總是覺得有效的，那就會

化解很多的焦慮，所以有很多相互支持跟一直往下走的動力在裡面。 

因為文學，我不孤單 

擁有文學領域的同儕朋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雖然寫作是自己一

個人書寫，但當你知道有這麼多人和你處於一個競爭狀態或寫作狀態，

不管是警惕的也好，或是覺得不孤單也好，都會有不一樣的幫助。就是

你會覺得，如果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寫作，這件事情也未免太孤單

了。但如果有一些寫作的朋友，就會有精神上的慰藉，或者在聊天過程

中聊到文學，也會有各式各樣實質上的幫助。 

直到現在，我會慢慢發現朋友都跟文學有點關係，因為我就是從事

這一行，以前跟文學無關的朋友就會慢慢的遠離了，最後就會剩下純粹都

是文學的朋友。不管是寫作的朋友，或是編輯的朋友，或是一些希望你去

演講所認識的朋友，各式各樣的東西都跟文學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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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我拿的是筆，不是手術刀－H 的創作之路 

壹、 國中小階段 

文學啟蒙 

小學大概四、五年級的時候，媽媽送我去上作文班。我跟當時的老

師現在還有聯絡，因為她給我很多的鼓勵。記得那時老師印琦君的文章

給我們看，所以我對琦君撰寫的〈髻〉印象深刻，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文

學教育，因為平常在課本裡不太可能看到這類文章。老師也不會出那麼

制式的作文題目，她的教學方式很靈活，比較像文學的教法而不單純教

作文，大家寫各種內容她的接受度也很高，我通常會寫成小品文的型態，

老師也覺得我的作品寫得很好。目前會從事文學創作，跟她有部分關係，

我應該有受到老師的鼓勵。 

老師的文學素養 

國中時的國文老師是歷史系畢業的，當時只是順便教國文而已，所

以他實力是有問題的。我不太喜歡他，但當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

因為我覺得自己看書就會，不必要聽老師講課。 

那時學校要派我去參加全縣作文比賽，就把我交給學校裡的一位梁

老師訓練，他確實是有涵養，比起我們老師會多了，的確就是國文比較

好，文筆也比較好。有件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當時我寫了篇搞笑的文

章去投校刊，他看到的反應就是：「寫這種文章很靈活也很好，但是可能

要再注意一下，不要過於輕浮。」那時沒什麼感覺，後來長大後回想，

覺得他講的滿中肯，就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看法，因為那是一篇出格的文

章，不同於一般我們在那個年紀會寫到的制式作文，但他不會因此否定

你。一般老師可能不太曉得怎麼對待這篇作品，因為它是一篇不一樣的

東西，那是一篇搞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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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高中階段 

缺乏性向試探機會 

我的一生是鬼使神差，偏偏要到很晚才瞭解自己的性向。因為我理科

不差，所以高中時根本不可能考慮讀文科。在那個年代、那個環境，不可

能做這樣的考慮。我很認真的認為，我們的教育給孩子太少的試探機會。

譬如高一的時候上地理課，老師就會說「沒關係！我知道你們都要唸自然

組，這東西我會看情形教，你們就盡量學也就可以了。」老師都會這樣講

啊！而高中國文老師只是發現我作文寫得很好，文筆很好而已，他並不會

跟我說「你要不要考慮唸文學？」雖然他給我很多鼓勵，認為我作文寫很

好，但因為我理科很不錯，他也不會認為我該考慮去念人文。 

框限的價值觀 

我爸媽對「我的未來出路」的想法太貧乏了，為什麼這樣？因為那

是他們自己的侷限，這也不是他們的問題，他們成長的年代和環境給他

們很多限制，使得他們無法理解生命中某些可能性是存在的。自從發現

我還算會唸書後，父母對我的想像就很固定了。加上我剛好又不是數理

很差，而是數理還不錯，所以父母也沒有花時間思考生涯選擇的問題，

他們都覺得沒有問題。高中時他們認為我不是去唸醫科，就是唸工科。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文科的選擇，他們不會想，我自己傻傻的也不會想。 

記得小時候我被送去學鋼琴，到了小學三年級，因為當時純粹因為

沒耐心、不勤勞，我就跟我媽說不想學了，媽媽就在考慮這件事。有一

天她突然跟我大舅提起這個問題，那時我就在旁邊，我大舅就勸我媽「妳

希望他以後變成一個音樂家嗎？沒有啊！妳也沒有這種願望，所以如果

他覺得不想學，其實可以不必學了，就這樣沒關係。」這就是一個例子。

在長輩的想法中，對於小孩未來的職業，不可能有類似「藝術家」、「音

樂家」、「作家」、「人文學者」這樣的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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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高中選組時，我們也沒什麼嚴重的爭論，因為他們的第一選

擇就是希望我唸醫科，而我跟他們說想唸二類組，父母也沒有太大的意

見，意思是去唸電機系的話沒什麼問題，但如果去唸基礎科學的科系，

例如像物理系，就會比較有問題，可是那時我也並沒做這樣的選擇，所

以沒有什麼衝突發生。 

我爸一直希望我唸醫學系，但那時我面臨的問題就是，雖然我的物

理很厲害，但仍有很多天才級的人物更厲害，我自知如此，我知道自己

不會變成第一流的物理學家，所以決定不要唸物理，不然當時我或許可

以有機會保送物理系。我後來想想，那沒關係，就跟大家一樣，去做個

醫生就好，當個精神科醫師，然後有穩定的收入，找個自己喜歡的女生

娶回家，就這麼過完平凡平順的一輩子，這是我原本的打算。 

理所當然的選擇 

我覺得我們高中班上的同質性太高，沒什麼人給我其他的想法，我

沒有討論的機會，也沒有人會跟我討論。譬如當時數學很厲害的同學，

我並不會跟他討論你要不要唸數學系？我覺得那個時候好像就分兩類，

那種不會被派出去比賽的同學，要不是去唸工科就是去唸醫科，像我們

這種會去被派出去比賽的同學，就有兩種選擇，要不是去唸擅長的基礎

學科，要不然就一樣去唸醫科或是電機系，這都沒有太大差別。我覺得

這也不算是什麼期待，而是一種理所當然。我是個很實際的人，我的考

慮就是我的能力怎麼樣？那個領域喜不喜歡？可不可以有什麼樣的成

就？所以後來我才決定，我就跟大家一樣，去做個醫生就好。 

參、 大學/研究所階段 

走進純文學的殿堂 

大一時我去修梅家玲老師的國文課，她是教現代文學。當時她印一

些範文讓我們看，那些範文就是我們所知從老一輩到年輕一輩，像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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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等等這些作家的短篇小說，然後課堂中一篇一篇教、一篇一篇的討論，

我那時的感想是：第一，這些東西真好看，我有被觸動到；第二就思考：

這樣就可以當作家嗎？我覺得我好像也可能辦到，所以就想自己寫寫看。 

我覺得梅老師上課上得很好，也因為交作業的自由度很大，我就寫

了一篇小說交上去，然後老師大概覺得我年紀這麼小，可以寫出這樣的

東西很厲害吧？反正老師就稱讚我，我當然很開心，後來我跟老師也有

多一些接觸。梅老師影響我很大，她是引領我進文學大門的，如果沒有

她，我可能還不知道純文學是什麼？ 

你們能理解我嗎？ 

我常開玩笑說，我最討厭快樂的大學生了，因為自己大學時代過的

很悲慘，所以只要看到快樂的大學生，我就很討厭。 

大學時代，我找不太到喜歡文學的人，班上只有極少數的人可能稍

微喜歡文學。我平常當然不會主動跟醫學系同學聊這方面的事，因為他

們又沒興趣。而我對醫學的東西也沒有太大興趣。我就只好去參加文藝

營，跑去校外電影社看電影，然後也跑去 A 大參加他們的社課。 

我記得大學時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聊天，然後大家就在談哪個同學很

會唱歌？哪個同學很有領導魅力？同學就在那邊閒聊，譬如班上最會唱

歌的同學，大家就會頒給他最佳歌手獎。最後同學就看著我說「頒給你

最佳平凡獎吧！」因為大家覺得我各方面都很平凡。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很有趣，因為其實我很清楚知道，我頭腦很不錯啊！我組織力非常好，

我很清楚我是某些方面很厲害的人，另外物理也很不錯。可是不會有人

知道這件事。 

轉系的決定 

我在醫學系唸得很不好，那種情況嚴重到讓我長期處於憂鬱狀態，

然後家庭也不諒解。我媽個性比較溫和，她就是比較隨性，她覺得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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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就好了。但我爸就會質疑我是不是不認真讀書？我跟他說我已經很認

真了，他也不相信啊！最後我擺明沒辦法，實在必須要離開，除非你把

我綁起來，要不然阻止不了這件事。我爸有請一個朋友來勸我，因為他

們自己勸不動我。那個長輩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個督學，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我爸覺得找他來適合？可能也沒有別人可以請。然後因為是長

輩，所以我當然就是以禮相待，可是後來我忍不住跟他吵了一架，因為

他講了一些話，我覺得很不中聽，我覺得你怎麼會知道我如果留在醫學

系，還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呢？你其實並不理解的。所以後來我就失控了。 

那時要轉走文科的路途，想起來會想哭，因為是非常痛苦的，然後

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人給我任何幫助。只有當時的女朋友，讓我心情比

較穩定而已，我們會討論一些文學或是藝術的事情，而且我講給她聽，

她能夠理解我的狀況。那時受到的阻力主要還是來自於家庭，因為其他

人也不關心，只有家人會關心啊！ 

文壇守門人的推薦—駱以軍 

大概二○○○年左右，我那時還是個喜歡寫作的大學生。當時大家

都跑去網路上開新聞台，寫作的朋友都在那裡，所以我也跑去開個新聞

台。那時駱以軍剛開始成名，變得很受大家肯定，有次有個場合認識他，

後來就去我的新聞台閱覽，然後覺得我寫得很不錯，於是就向出版社推

薦。之後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打電話給我，他說他花了一整個下午看我的

新聞台，覺得可以幫我出書。 

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沒有駱以軍幫我推薦，那麼就是我自己去投

稿了。我是無法保證編輯會認真看我的稿件的，但我個人覺得，如果有

認真看，出版社應該還是會願意幫我出書吧。而駱以軍可以幫我保證的

一件事就是「人家會認真看。」這點我覺得很幸運，很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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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工作階段 

文壇同儕的支持 

文壇朋友們對我的影響，就是平常一般友情的交往，算是一種心理

上的支持，有點像是同儕的扶持。然後發生什麼鳥事抱怨一下，可以一

起講八卦很開心。如果是美學上面的影響，我覺得很少，大家當然也會

討論文學相關事情，會有不同的想法彼此激盪，但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實質影響沒有那麼多，大家都是靠自己，而且每個人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比較多是同儕的支持聊天。 

社會眼光 

社會對男生的期待就是比較高，然後男生肩負的經濟壓力也比較

大。因為寫作基本上是個不賺錢的行業，女生不賺錢大家會覺沒什麼關

係，但是男生就不是如此，譬如可能會覺得這樣比較沒出息，但我對這

種想法當然也沒什麼特別看法，就覺得我跟這些人的看法不一樣，我有

我自己的看法，如此而已。 

有些人可能不曉得我在做什麼？他們想到作家，就會想像九把刀這

個樣子嘛！因為他們只認識九把刀，基本上他們不太認識其他的作家，

或只認識那些特別知名的，像侯文詠極少數的這些人，所以即使在純文

學界發展滿順利的，他們也不會認識我，因此就會對我打個問號。大家

比較要求男生要成功，就是大家一般定義的「成功」，如果你要當導演，

就最好是世界知名的導演，要不然就要像魏德聖一樣大賣座，在媒體常

常出現，而且大家都認識，就是大家一般對成功的想法。但大家對女生

的成功通常沒有那麼嚴格。 

我的天賦？ 

回想起來，在我小時候，我爸爸對我的評估完全錯誤了。而我自己

也是在高中以後，才慢慢瞭解自己能力，瞭解自己好像在某些地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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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天份。譬如高中時學校派我出去參加物理競試，我都是考全校第

一或第二，但回來寫物理考卷，卻會有幾個同學考得比我好，我就開始

思考這種事情，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我回家寫物理考卷，我只能考八

十幾？然後開始瞭解原來是如此－其實比較聰明的同學都會知道，在數

理資優班裡面，同學們會崇拜那些奧林匹亞競賽得銀牌、得金牌的。而

所謂考試考得好，再進一步就是跳級，他們反正也是一級棒的聰明，但

那個聰明的狀態和奧林匹亞競賽的那種狀態不太一樣。而我這種狀態，

就剛好是不適合考試的那種，我在高中之後就開始慢慢瞭解這件事情。

但我爸爸是怎麼評斷我的呢？他從資優班考不考的上？成績好不好來評

斷，他認為真正的聰明，就應該像那些一直跳級的資優兒童。 

目前的情形就是，我覺得我找到一個很有成就感的地方，而我在這

方面也的確有些天份吧。後來我爸爸也是慢慢學會瞭解這件事，因為他

自己也不懂，他只能靠一些外在的肯定來認知，譬如我現在能出書，然

後可以上文學雜誌封面等等，他是慢慢學的，但似乎他也沒有真正的理

解過。但無論如何，我也覺得他很了不起，因為父親也經歷了他的跌跌

撞撞，他的摸索，然後開始慢慢瞭解我的職業、我的天賦、我到底在忙

些什麼。儘管中間的過程很痛苦，但他還是慢慢地接受、學會了這些事

情。我覺得他很了不起，而且他現在給我很大的支持。我想那也就是他

現在表現愛的方式－在這漫長的過程中，父親把他表現愛的方式慢慢調

整到我們彼此雙方都很能接受，很開心的狀態。我非常感謝他。 

第九節 堅持，我的堅持－I 的文學路 

壹、 國中小階段 

重視教育的家庭環境 

在我小時候，家裡很多書，非常非常多書，媽媽抱著要培養一個全

才的心態，所以家裡到處都是書，而且是刻意買給小朋友看的。因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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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時書看的多，所以當然起步比人家早，還有一點就是在國中還是小六

前，我家是完全不准看電視的，從回到家的那刻開始，你的窗口只剩下

書和電話，電話也不能一直打，所以就是書。我覺得對我的文學影響很

大，光是文字的接受度、敏銳度跟耐心就差很多。在那時有《吳姊姊講

歷史故事》，還有一些中國民間故事，反正市面上能找到相關、比較有名

的書籍，我幾乎都看過了，沒有的部分就會去圖書館借。 

活化的校園氛圍 

在國中時，我唸的是 A 大附屬中學國中部，所以提早接觸到一般高

中生才會接觸的東西，譬如像校刊和所謂的校園文學，因此知道自己喜

歡這領域，然後做的還可以。那時遇到一個實習老師，他的觀點和一般

老一輩的老師不同，就是不要四平八穩的創作，我第一次意識到寫作跟

考試是不一樣的，就是沒有標準答案，我覺得那有影響到我。 

貳、 高中階段 

師長的不同影響 

高中有位國文老師，對我有些正面影響。當時我開始對新詩有興趣，

因此他會引導我去看一些詩，會告訴我一些，然後會借我一些書。他給

我看的第一本書是鄭愁予的《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可是那時大家都在看

《鄭愁予詩選》，可能沒有人在看《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因為這是新書。

然後老師卻推薦我看這本書，他說這本寫得比較好，而且那位老師有個

很大的優點，就是他不潑我冷水，也不酸我。 

他在解釋一些東西的時候，有某些點、講話的方式，我就知道這個

老師有本事。我很喜歡這樣子，就是你讓我知道你厲害就好了，我有問

題我會去問你，你不用來評估我，我沒有要求你來評估我。 

後來遇到的國文老師就會公開在課堂上酸我，反正會說一些「I 寫這

個文章可能會啦！但考試就不知道會不會，考試你要考好才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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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話，是不是這種字句我忘了，但感覺是類似的。我不是不喜歡

這個人，而是我覺得她是個很無聊的老師，她把文學教淺了，就是你知

道老派中學老師的那種教法，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天啊～拜託！我的

作文搞不好寫得也比你好，你到底還想怎樣？已經很給你面子了，你還

想怎樣？」就會有那種感覺。 

相互理解的同儕 

高中時寫的量大，感覺到自己在這方面有天分，覺得快樂、有掌聲，

最重要的是能表達自己，表達自己是一件快樂的事，然後有的時候又有人

理解，這個感覺是舒服的。因為在那個年代，校刊是有人看的，假設 B

中不看，C 女或其他友校也會看，那種被理解的感覺很好，被刊登、被肯

定、被瞭解、拿到稿費，這些都是正向的回饋，而且是很明確的回饋。 

我們學校有幾個還滿能寫的同儕，同屆或是學長或是學弟們，他們

會想打敗我當主角，就是那種小孩子式、青少年式的意氣之爭，可是那

種感覺都是舒服的，你想要幹掉誰，誰想要幹掉你，感覺都是良性的。

「好！來比一場！」大家會覺得很快樂，就是我們都重視這件事情，這

種感覺超過最後誰贏，因為那時候沒什麼得失心。而這些同儕會帶給我

熱情，譬如會給我一些文學建議，不管是好的或壞的，我就不斷從這些

讀者的回饋，感覺這些事情是受重視的、是值得投注熱情的、大家是關

心的，其實對青少年來講，這樣就夠了，有時就算是批評，也會讓你覺

得被重視，整體而言都是好的，正面比較多。 

影響寫作的關鍵－楊牧 

楊牧最先影響寫作這件事，不論寫作風格、寫作習慣，還有寫作的

關鍵，很多東西都有影響。我一直覺得楊牧任何時期寫的作品，我都能

接受、都能感知，然後覺得瞭解、也覺得被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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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期很有趣，我是因為看到楊牧的作品，才開始研究什麼是浪

漫主義，學校根本不教這種東西，它只是課本裡的一個詞而已。我那時

單純在書店翻到，因為楊牧不是個會被推在暢銷書區的作家。那時我高

一，在書店看到楊牧的詩，當下完全是一種驚為天人的狀態，因為他的

作品節奏跟別人都不一樣，所以我就覺得「ㄟ～怎麼會這樣？好像很不

通順？」可是在不通順裡，卻帶給我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因此非常吸引

我，於是我就開始研究一連串他的作品。 

我在文字裡能感覺到楊牧在思考，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型態。在我的

閱讀經驗裡，從來不知道文章原來可以這樣寫，它有一點翻譯腔，可是

又不是翻譯小說的那種翻譯，我以前從沒看過這種作品，所以覺得很震

撼，然後就找了一系列他的作品，包括時報、什麼都找出來看。在楊牧

之前我很崇拜鄭愁予，因為國文課本先介紹他，然後國文老師也很喜歡，

可是我不覺得鄭愁予可以帶給我新的想像，因為在某個程度上，他的東

西還是那年代主流的審美觀點，只是把那個年代唱到最好，或是那年代

的偶像經營到最完美，就像看到高山，可是楊牧給我感受是在山中渾然

不覺後突然看到河，發現原來文字的型態不見得只能組織成那樣，所以

感受完全不同。 

看了楊牧的作品，我的思考模式變得不一樣了。後來再接觸到浪漫主

義，這種已經具有思想性的內容，又在高中學習能力這麼好的時候，它徹

底的扭轉了一些東西，所以我的理想性格變得非常強烈，然後衝撞性格也

跑出來，它會把你的叛逆從原本的我不要什麼，具體成我要什麼，而且會

投射到現實時空的一些事，譬如說我要抗爭、我要爭取、我要去鼓吹文風，

它會合理化我的衝動。楊牧讓我覺得「勇敢可以做為追求的方向」，並不

是勇敢去追求什麼，而是勇敢本身就是個值得追求的東西，但後來我發現

勇敢是有很多副作用，是伴隨著很多負面課題的，不單純只是勇敢這個

詞。因為我很早就知道文學這條路會比較苦，會賺少一點錢，那當然沒想

到會賺這麼少，對！就是早就知道，可是會覺得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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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強勢左右 

因為選系，我跟家裡產生很大的衝突，鬧到真的差一點要家庭革命。

選填志願的時候，爸爸很堅持要我唸法律系，他是完全沒得商量的堅持，

差一點與我脫離父子關係，連這種話都講了。我那時非常抗拒，就覺得

我擅長、我可以做的非常好，為什麼不讓我做？不管是研究或是創作，

我都可以做的非常好，為什麼不讓我做？我喜歡的東西，為什麼你們覺

得這麼差？我喜歡文科，為什麼你們都覺得文學沒有用？可是我爸就非

常堅持，真的完全沒得商量，他這輩子沒有這麼堅持過，爸爸以前常常

會強硬，然後我不聽，不聽就不管你，反正你自己會吃虧嘛！吃虧就會

了，但這件事情他是完全不商量。 

我跟我妹聊過，她說「哥！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跟你一樣，一定想做

什麼。」我一直聽到我妹講才認知這件事，原本覺得就算沒有很確定，

可是應該會偏什麼才對，可是我妹卻說「哥！我真的沒有，我只想要生

活品質好一點，爸爸說這個怎樣怎樣怎樣，反正我現在也能考的上，那

就唸啊！」她真的覺得沒差，可是我很衝擊。 

參、 大學/研究所階段 

不屬於我的地方 

大學我唸了法律系。當時覺得不被瞭解，然後被孤立，那種感覺很

強烈。我像流放到海南島，來到一個不屬於我的地方，然後面對一堆成

長背景跟我完全不同的人。我跟他們思考模式也不一樣，不知道怎麼跟

那些人溝通，我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想事情，我完全聽不懂，

他們也聽不懂我在講什麼，連笑點都不一樣，真的就連笑點都不一樣，

那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很痛苦啊！然後學校裡也沒有文學性的社

團。我大二的時候修了六十學分，然後大二上修了三十三學分，我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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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命的修完，為了什麼？為了大三以後要搬到市區來住，我受不了 D 大，

附近也沒有書店，也沒有藝文資訊，也沒有… 

我那時候參加 E 大的詩社，也參加 F 大的詩社，很痛苦啊！塞在車

陣裡面，這樣搖搖晃晃的搖過來，我每禮拜的社課幾乎都去，大一還跑

去 E 大夜間部旁聽過課，其實以前真的很不甘心，每次去 E 大那種感覺，

就是一方面會覺得快樂，一方面又覺得難過，每個禮拜都這樣去，然後

回來，去回來… 

尊重、自由與引導 

大學時我到外語學院旁聽過課，她是那裡的兼任老師，現在也是個

小說家，她給予我「自省」的影響。那時畢竟是個選修課，而且來修的

都外文系的學生，不是每個人都對現代文學感興趣，所以有時老師會講

些很淺的玩意，記得那時剛好講到現代詩，我就在後面微笑的看著老師，

老師就說「啊～你不要在後面笑啦！如果我講的不好，你要講呀！」你

會覺得老師對你很客氣，有被尊重的感覺，光這個就夠了，因為我的確

知道她在講什麼。剛開始上課我非常低調，但好像第一次交作業以後，

老師就特別跟我聊聊，到現在老師都還記得我。我覺得「不說教」對我

而言非常重要，你不要一直覺得你是老師，比我強的地方我會承認，比

我弱的地方就更不用了，不要跟我擺架子。 

研究所階段，我的指導教授對我很好，好到我覺得接近放縱，她也

沒有逼我，對我非常客氣，然後尊重我，因為我在外面也的確是能打的，

真的有很多業績回來，她就覺得說「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好，就

給你自由，大家都大人了。」我很慶幸我選的是她，那個教授就是不作

為，因為你把我拎著放在書桌前，我是真的寫不出來，所以只有這件事

情不作為是好的。但有些時候我是需要引導的，譬如說適度的建議，適

度的告訴我這個東西不精準，適度的告訴我怎麼寫才是好的，弄好的東

西給我看，培養我的品味，這是我需要的，但是其他東西我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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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前輩（學長）的影響 

起初要考研究所，是 X 學長建議我的。所以嚴格講起來，他對我影

響非常大，而且幫了我很多次。而 Y 學長是在精神上，我們常很白爛（按：

台語，屌兒啷噹）的在那邊吃黑輪、吃鹽酥雞，然後聊天，但你知道兩

個人的靈魂在某個地方非常接近，他傳達很多東西你知道，你可以感覺

這個人瞭解你，然後你也瞭解這個人的困境，我們都沒有解決方法，但

是彼此瞭解，這個很重要。 

你會對這些學長服氣，因為你知道他們真的強，他們講什麼你都願

意聽，或者講了一句話你會認真記著，然後認真想。我沒有辦法明確講

他們到底影響我什麼？但我可以明確知道他們影響了我，然後還有他們

對文學精準的要求。因為學長們都受過傳統的古典文學訓練，可是我從

來沒有讀過科班，因此我的文學知識都是透過自學，或者是不怎麼樣的

國文老師教的，所以其實等於沒教過。而他們的東西轉化成現代語言，

能夠用比較精準的方式讓我感受到，因此這兩個人影響我很大。 

文學同儕過世的衝擊 

直到有件事情讓我徹底失望，從那之後我變得很虛無，變得我不想長

大，我害怕長大了。這是我一個研究所同學自殺過世的事情。那時她很積

極的跟我們談論文學，可是自己很不快樂，而且憂鬱症發作起來，整個人

是非常鬱悶的，所以她自殺了三次，然後第三次就真的過世了，這對我而

言是很大的衝擊，原本她是班上最熱情的，卻一瞬間變成這個樣子。 

我先交代一下背景好了，因為唸這個所的人，都知道這個所賺不了

錢，我們都是為了熱情而唸，然後也沒有人理解我們的熱情，因為 G 校

在那段時間慢慢轉型為一個以理工為主的學校，人文學院常常被看不

起，一天到晚有人要消滅這個所，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要反抗什麼，對！

我們真的沒有產值，我們沒有辦法讓燈泡亮，我們沒有辦法讓列車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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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跑快一點，那我們到底要幹什麼？我們到底在做什麼？老實說老師也

沒有給我們答案，或者老師有給我們的答案但當時聽不懂，我們等於是

大家聚在一起取暖，然後有一天突然一個人就這樣過世了，我沒有辦法

解釋那種東西。 

記得那時告別式結束，我就站在靈堂的外側，然後靠著門在那邊看，

突然覺得好荒謬，文學到底能夠幫助人生什麼？事實證明什麼都沒有

用，反正就很虛無，我不知道我要幹什麼？我不知道這些東西能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到底在堅持什麼？因為事實證明我錯了，除了賺錢之

外，這些東西還有沒有別的意義？我不知道，然後我也不想知道，就是

不要再告訴我了，以免失望，因為那真的是太衝擊的事情。 

當然客觀來講，如果現在完全不帶感情的回頭去看，當然會說她生

病了，這是個案，可是我沒辦法抹除那些對我生涯心態，整個就是重擊

的那種陰影，真的沒辦法。我本來覺得文學有很大的力量，它應該可以

改變一些事情才對。 

價值觀的挫敗 

在陳水扁選上總統之前，不論我認不認同這個人，對我而言他是個

理想和改革的象徵。但後來破滅之後，我對很多事情是連帶質疑的，它

可能不是單獨事件，可是會牽連影響，所以我在研究所有段時間非常消

極。那時陳水扁這樣的角色，讓我徹底懷疑相信理想的價值，它是從最

中間的核心價值被換掉。 

寫這系列的作品有部份原因是如此，就是我對現實的挫敗。我覺得

事情不如意，不管是愛情或者是其他，我就在這裡重新整理它，重新把

它理想的面貌還原出來，我要記得這件事，我要相信這件事，有一點像

這樣。我的信心，我的想像，原本設定的規劃，全部都亂掉了，所以我

需要找一個地方重整，那我也只能去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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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說現實破滅是正向還是負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有影響

我。它要真的讓我的心凹一個洞，我才有可能將那個凹洞寫出來，我沒

有辦法想像那個凹洞，我做不到。所以單純「現實破滅」，對文學發展沒

有重大影響，可是對生活影響很多，而這些都會影響到我的寫作。 

肆、 工作階段 

家庭期待的枷鎖 

父母希望我往法律走，這也可以理解。因為我爸爸當醫生，舅舅在

公職也很高位，妹妹唸牙醫，家裡有些人是教師，而表弟是醫生，然後

也有人經商，整個家族就缺一個懂法律的人。我曾那麼的接近，結果卻

讓大家都失望了。我做了一件大家都不理解的事，其實那種壓力很大，

而且不僅是我家，是整個家族的那個期待，你是個跟大家都不一樣的人，

那種感覺很不舒服，然後你也不知道解釋給誰聽，解釋給誰聽大家都聽

不懂。還有另外一個點，就是我表弟唸醫科，而他的興趣是唱歌，是唱

合唱團聲樂的，也是會得名的那種，但他選擇兼顧還是唸醫科，可是我

選擇不要兼顧，你懂我的意思嗎？這是一個對照的問題。 

家裡期待的壓力很大，尤其是家境好的，很多人都很羨慕像我這樣

的人，可是實際上不見得，就是心裡那個看不到的東西很苦，真的很痛

苦。我自己的感覺是，在選擇這種比較弱勢生涯的路上，你拿了多少資

源都要加倍奉還，不管是家裡給的或是出版商給的，欠人家多少你都要

加倍還回去。 

父母到現在還是希望我走法律的路，反對走文學的路，只是表達方

式有改變。目前他們比較尊重讓我自己想，而且有時候我會試著解釋給

我爸爸聽，為什麼覺得這可以期待？就大家有務實一點，有一點妥協，

他們認為如果你真的那麼喜歡就去做，因為快樂也很重要，父母慢慢也

可以接受，可是我當然心裡知道，這不是他們的族群，我心裡也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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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給我最大的影響就是「我發現文學真的不是必需品」，我一

定要拿出證據來說服父母，這些東西可以讓我的生活或人生有更多更好

的部分，不然他們永遠不會接受。譬如張曼娟打電話來這件事情，對我

爸媽的影響就很大，因為他們知道張曼娟，也看過張曼娟的書，這個就

有影響。我慢慢寫的東西比較生活化之後，他們就喜歡，他們就知道我

在幹麻，高中、大學的時候他們不理解，因為我寫的東西爸媽看不懂，

他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父母的價值觀跟我完全不一樣，所以整個成長過程都是很違和的，

簡單講，就是家裡培養出一個跟他們價值觀完全不同的人。目前他們希

望我快快樂樂，然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可是爸媽說的快樂跟我希望

的快樂，那兩種快樂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我覺得可能性不是很高，

他們理解的可能還是一般中產階級式的快樂，但那不見得是我要的。 

不允許的社會眼光 

以前都會有個想像，我可以不管現實，但後來發現這是藉口，事實

上完全不可能，甚至有些人抱持著鄙夷的心態在看「啊～你寫那是什

麼？」「喔～寫詩喔！阿風景很好，回去要不要寫一首？」就類似這種話，

沒有人真的重視你內在有個想講話的小孩，沒有人在乎。 

有的時候我只需要人家跟我說加油，或者說我有看到你寫的東西，

其實我要的沒有那麼多，大多數的時候我只希望得到認可而已，也不見

得是鼓勵，就是認可，認可就好。譬如我可以好好的跟人家講「喔～對

啊！我就是一個寫作者。」也不一定要作家，就是一個文字工作者，講

的出口而已，我只是要這樣，可是現在社會卻不允許這樣子，尤其是男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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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的慰藉—張曼娟 

小時候很愛張曼娟的作品，後來慢慢接觸多了，覺得她的東西太淺

顯，沒那麼喜歡。先前因為出書的緣故，有機會去上老師的節目，在最

終訪問完，老師很溫和的跟我聊了一些，譬如問我之前做什麼工作？我

說我在做編輯，但是覺得文字的能量一直被消耗，老師回應可以為了想

要寫作去找一種生活，但是不要為了生活而寫作。其實有些東西只是一

兩句話，你就知道和你想像的還有另外一條路。實際接觸這個人，你會

發現從她的身上，真的有別的東西可以填補人生裡的一些疑惑。 

老師真的安慰到我，真的鼓勵到我，這很重要。我覺得老師給我的

感覺，就是我對文學的認知做調整了，我不覺得藝術的東西是指創新、發

想、還有什麼破除文盲，然後發掘未知的靈魂，我覺得文學可以安慰人，

最重要的是它要給人力量，所以我現在為了讓大家看懂，或者能從中獲得

力量，我願意退一步，去寫一些大家看得懂的，然後藝術性比較低，門檻

比較低一點的作品，但是純度不要差太多，我願意做這樣的調整。 

讀者的意義與價值 

我覺得文學有安慰人心跟發現人心的功能，我現在想寫能安慰人的

作品，安慰那些需要的人。在寫的過程裡，我其實不太思考它到底可以

幹什麼？我只隱隱約約知道我該做什麼？我想做什麼？寫的作品能幫別

人得到快樂或是悲傷得以抒發，我會覺得快樂，會覺得那是好的，我反

而比較在意這個東西。 

寫作的初衷就是希望人家讀到，簡單講就是希望人家讀到，如果再

講複雜一點，就是一個自我肯定，或是讓讀到的人覺得自己不是孤單的。

我撫慰人心，或是多一點對自己的瞭解。網路上有人會寄信給我，不管

講的中不中肯，正面或負面的部分，只要他們願意花時間寫信給我，我

就覺得很感謝。然後如果我的東西能帶給讀者快樂或是感動，而讀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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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告訴我自己的快樂或感動，我會更感謝。其實讀者可以不用跟我說，

因為他們花錢買了我的書，也沒有義務跟我說，可是讀者願意跟我說，

我很謝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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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跨個案分析與討論 

本章以「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逐一分析影響研究參與者文學

生涯抉擇之重要他人，以及影響歷程中之正向和負向經驗，並歸納性別

角色刻板印象對其文學生涯的影響。 

本章前四節為重要他人的影響分析，從「家庭重要成員」、「求學階

段重要他人」、「角色楷模」、「其他重要他人」等面向依順序分節敘寫，

最後一節則進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影響之探討。 

第一節 家庭重要成員的影響 

壹、 父母的影響 

父母是最主要的重要他人，個人一生的信念和生活均受其影響，父

母的期望與學生的抱負、成就存有積極性的密切關聯（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Pastorelli, 2001）。跨個案結果發現，父母的教養態

度和思想觀念，影響子女生涯抉擇深遠。而對父母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

則可分為助力及阻力二部分論之。 

一、 助力 

（一） 重視語文教育，打造良好學習環境 

在成長歷程中，多位研究參與者皆提到於幼年時期，父母提供充分

的書籍資源，塑造出有利的文學學習環境。這和 Bloom（1964）的研究

結果相符，他認為父母會主動塑造、建構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在提早

接觸文字閱讀的有利環境下，逐漸誘導出研究參與者自身的語文性向，

並大幅提升他們對文字的喜愛度及敏銳度，早期的家庭學習，在才能發

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吳淑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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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小時候很多書，非常非常多書，媽媽抱著要培養

一個全才的心態，到處都是書，小時候看書看的多，所

以當然等於是起步比人家早。」（I060702） 

父母喜愛閱讀的身教影響，以及對語文教育的鼓勵與支持，亦無形

中塑造出良好閱讀環境的氛圍，自然會引導孩子效法學習。許多父母花

費時間陪孩子共同學習、共同成長，孩子們的成就也會相對提高（郭靜

姿等人，2007）。 

「我媽比較喜歡閱讀，就是看一些東西，所以她那時就

是看一些讀者文摘、皇冠，那時候我們家很多，…我大

概小學幾乎每月都看…從小看滿多的。而且我們家一向

就比較重視語文的教育…他們總覺得反正就開卷有

益，…他們就覺得你拿一本書在看，他就覺得好像應該

這樣做，所以在那樣一個環境底下，你就比較往這方面

去發展。」（D062102、D062103） 

有些研究參與者亦提及，幼年時期的娛樂誘惑不像現在這麼多元，

缺少了這些聲光刺激，文字閱讀的樂趣在日積月累後成為重大影響。在

娛樂管道僅限於書籍的情形下，他們只能將更多的心力投注在文字上，

因而從小就訓練出對文學的敏銳度及接受度。 

「小時候上國中還是國二以前，不知道小六還是國二之

前，是完全不准看電視的…我覺得影響很大，因為真的

從你回到家的那刻開始，你的窗口只剩下書…對文字的

接受度、敏銳度跟耐心就差很多。」（I061468） 

（二） 給予生涯自由選擇權 

文學創作這條路，父母對研究參與者「不干預、不關注」反而是最

好的影響。他們的語文性向很早即顯現，並渴望擁有更多的興趣探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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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父母不強勢左右生涯的情況下，研究參與者才有機會順從自我興

趣，以自由無壓力的姿態選擇文學領域。 

「我其實在選擇學校或者是要升學，都是我自己去決

定。…我就很明確知道我要什麼，旁邊也沒有人會阻礙

我。…我覺得反而不關注比較好，不關注反而是。…這

樣我才能夠自由自在的寫。…我覺得有時候最好的管教

就是不理會，…我最感謝我媽的就是她都不管我，我在

選科系或是做人生重大決定的時候，她都不會說什

麼。…我覺得不干擾就是最好的影響。」（F051608、

F053015、F053016、F053019） 

二、 阻力 

（一） 漠視文學相關活動 

部分父母不瞭解文學對研究參與者的意義與價值，將文學相關活動

視為額外的、業餘的、不重要的事情。尤其在求學階段、就業時期，創

作活動與學業、工作並行的時候，父母屢屢出言阻止、勸誡並加以反對，

這些經常出現的負面態度，嚴重影響研究參與者的心情，且使其萌生受

挫心態，尤其若發生在研究參與者越年幼的時候，則更容易讓其對寫作

價值產生自我質疑。 

「我爸媽很不能夠瞭解，為什麼我要去參加文學獎？…

我記得我去參加那個全國學生文學獎，他們非但沒有讚

美我，還說我浪費時間。…那時候就很受傷啊！就覺得

搞什麼啊！因為我有認識其它文藝的朋友，他們說如果

父母親知道他們得獎，都非常開心，非常高興，可是我

爸媽不高興，我就覺得很受傷啊！就覺得你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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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價值，對啊！沒有得到支持，沒有得到他們的支

持這樣子。」（C061014、C061015） 

「我父母其實就還是像一般的家長，就覺得好吧你出

書，就是以前的事情了，就到這邊為止，就不要再寫

了。…就覺得你好好的唸書，好好的當醫生。…他們、

社會把寫作比較定義在就是玩玩的、年輕時候寫一寫就

好。…我媽媽會這樣，她會覺得不應該再繼續寫。」

（A073026） 

（二） 依循社會主流價值，自身經驗法則至上 

因為擔憂、因為愛，但或許就此侷限了孩子的某些可能。父母對子

女的生涯規劃若帶有先入為主的認知，則無法容許孩子逾越自身的想像

範圍，並要求子女照著自己的想法選擇。父母理所當然的認為自己走過

的人生路比子女長，經驗比子女豐富，所以當孩子遇到生涯抉擇時，屢

屢將自身的期待和經驗法則加諸於子女身上。研究結果和蘇雪梅（1988）

的研究結果一致，她認為子女在父母的期盼壓力下，可能屈從外在期望，

因而選擇自己不是最感興趣的科系。當父母希望子女走向一般大眾認可

的「穩定行業」或「熱門領域」路徑，而從未思考過「文學」這塊不瞭

解、不熟悉且充滿不確定性氛圍的領域時，若孩子的選擇與父母意念有

所違背，就可能爆發嚴重的衝突危機。 

「我爸爸媽媽對我的想法太貧乏了，他們為什麼貧乏

呢？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侷限，…他們認為就是去唸醫

科嘛！然後要不然就是工科啊！就是這樣。…如果我今

天從小數學就很爛的話，他們才會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沒有什麼數學很爛或是物理很爛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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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就沒有什麼文科的選擇，不會想，我自己也傻傻

的不會想。」（H042911） 

「我以前就是說，我也許可以寫作，他〔父親〕一直在

講說，他年輕的時候也有自己的夢想，他也想成為一個

音樂家，可是這一條路太曲折了，你不如找一個工作，

再來也許有機會…他其實在高中之前，都會一直提到這

一點。…他其實就是很清楚告訴我他的期待是什麼？…

我覺得所謂一個中產階級的父母，都會有一個這樣的要

求，他會希望說你就能夠找到一個比較安穩的工作，你

的路我已經知道，因為我已經 try 過。」（E061107、

E061128） 

（三） 生涯抉擇的強勢左右 

父母對與子女的人生抉擇，佔有決定性的重大影響。這部分與江瑞

芳（1994）的研究相互呼應，他發現學生在進行升學、就業抉擇時，父

母親的期望常是重要的參考依據，在做生涯規劃時，亦會受到父母親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父母不僅對孩子的生涯規劃有所期待，甚至強勢介入

其未來抉擇。過去研究顯示，高社經、高成就背景的父母能提供更多元

的教育環境及學習資源，而子女未來的優異成就表現，亦深受父母正向

教養態度、家庭環境所影響（Oden,1968），但在本研究裡卻發現，高社

經背景的父母，也讓研究參與者感受到更多的期許壓力及抉擇掌控，這

些反而成為其生涯選擇的綑綁枷鎖。 

「大學選填類組，我爸是非常非常，完全沒得商量的堅

持要我唸法律系，鬧到差一點要脫離父子關係，他連這

種話都講了。…我那時非常抗拒，就覺得〔文學領域〕

我會、我擅長、我可以做的非常好，為什麼不讓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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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研究或者是創作，我都可以做的非常好，你為什

麼不讓我做？…可是我爸就非常堅持，就是完全沒得商

量，我爸這輩子沒有這麼堅持過…那時候他說什麼你若

敢填別的，就不要再回家了。…家裡的期待，尤其是家

境好的，很多人都很羨慕像我這樣的人，可是實際上不

見得…就是心裡那個看不到的東西是很痛苦，真的很痛

苦。…我自己的感覺是，在選擇這種比較弱勢的路的路

上，你拿了多少資源都要加倍還回去啦，就是不管是家

裡給的，或者是出版商給的，或者是欠人家多少，都是

要加倍還的。」（I060723、I060732、I060755） 

而研究參與者的人生之路行走至今，當初所選無法重來，雖然目前

已無法事後推估到底哪種選擇較好？但從述說經驗中回溯所見，這段當

初未能擇其所愛、適性發展的成長歷程對他們來說是痛苦且衝撞的。這

也凸顯了過度期望與過多壓力將降低資優生心理適應能力，使其產生適

應失調的情形（郭靜姿，2003）。 

「那情況嚴重到我長期處於憂鬱狀態，…然後家庭也不

諒解，我媽個性比較好，我媽就是他就是比較隨性，就

是你高興就好…我爸就不是啊，我爸個性就比較不好…

他就會質疑我說你是不是不認真讀書？你跟他說我已經

很認真了，他不相信啊！…我就擺明就是說，我沒辦法

就必須要離開〔醫學領域〕，那除非你把我綁起來，要

不然阻止不了這件事。…你怎麼知道我的痛苦，你怎麼

知道我有多痛苦？」（H042907、H050237、H05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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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妻子（戀人）的影響 

一、 情感事件的領悟 

關於「談戀愛」這件事，或許對研究參與者的文學生涯並無決定性

的關鍵影響，但在感情事件的處理歷程裡，研究參與者的女朋友無形中

改變他們對人生事件的態度及看法，並使其領悟出過往不瞭解的事，間

接影響了書寫的內容及深度。 

「我覺得我失戀幫助滿大的，…因為心裡難過的關

係，…某些以前看了覺得沒有什麼感覺的東西，現在看

瞭解他在說什麼。對～所以就是心裡上的增長比較大這

樣子，比如說邱妙津的書就這樣。」（H042909） 

二、 穩定心靈的力量 

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研究參與者常有徬徨不安或孤獨無依的時

候，不論是對於這條路的不確定性，或是經歷創作過程的茫然疑惑。妻

子（戀人）常扮演著溫柔撫慰的支持角色，因為有她們的理解，使得研

究參與者在這條漫漫長路能行走的更穩健、更踏實，所謂「成功的男人

背後，都有個偉大的女人」，用這句話來詮釋她們應該當之無愧，因此

研究參與者認為妻子（戀人）是個意義非凡的重要角色。 

「你比較不容易焦慮，譬如說有一個創作者就是因為自

己一個人，其實是有小於一個人，但我們彼此知道也許

在自己最茫然的時候，對方可以給你一點建議，那你總

是覺得有效的，那就會化解很多的焦慮，所以其實有很

多互相支持跟一直往下走的動力在裡面。」（G082829） 

「我覺得她〔妻子〕給我的一個扶持跟肯定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ㄟ～我剛開始以前寫作的時候，她很鼓勵，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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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路途上，我覺得她也是一個滿值得、有意義

的陪伴者。…她都一直很鼓勵很肯定。…她很相信我

啦！她覺得我的作品很特別，她覺得是可以再去努力

的。」（E061129） 

三、 多元的正向角色 

研究參與者認為妻子（戀人）在他們的文學生涯中，時常扮演著各

種多元的正向角色，不論是支持、理解、肯定的角色，或者是相互幫忙、

作品共享的角色，甚至是良性競爭者的角色，都對其寫作生涯有著非常

正向的影響及鼓勵，此點與男性文學家陳之藩之妻童元方所扮演的正向

角色雷同。可見配偶的支持，是資優者生涯發展很好的助力（簡維君、

郭靜姿、林美和，2005）。「她們」都是男性作家行走於文學路途時，

相互扶持與心靈共鳴的知音。 

「我覺得那個有多方面的影響，一個就是說彼此能夠理

解做什麼，其實做這件事情的樂趣跟感覺就會加倍，…

不管是樂趣的，或是說做這件事情的某種價值它會加

倍，因為你知道你們都認同這個價值，而且都在同一個

地方走，然後會有一點可能是幫手的感覺，或是競爭的

感覺，那種感覺都有…當然〔妻子〕就是最重要的一個

支持力量。」（G082828、G082829） 

參、 手足及其它成員的影響 

一、 長輩及年長手足的身教影響 

在幼年階段，研究參與者表示家族長輩、年長手足喜愛閱讀的習性，

或者是富含人文學養的身教表率，都不知不覺浸染薰陶、潛移默化著年

幼的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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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祖父，他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文人，他以前在大

陸還考過科舉，…他還會作詩，…反正他就是那種比較

像是一個傳統文人，然後穿著長袍馬褂那樣，其實後來

我們又跟他們一起住，所以說那個影響會滿大的，那我

外祖父那邊，就是他的古書，一直到我後來唸國文系，

我現在看很多書都還是他的遺物這樣，都還是他留下來

的，所以說那是一個，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概是

源頭。」（D062102） 

「我上面有兩個姊姊，就是我大姊跟二姊，…她〔大姊〕

可能也是對文學興趣比較高，她比我大六歲，所以等於

我唸小一，她已經唸小六或國一，其實我從小她就買了

很多書很多書，可能我爸媽比較寵她，給了她比較多零

用錢，…所以等我開始懂得閱讀的時候，其實我們家書

就很多了。」（D062102） 

二、 與有榮焉的回饋 

雖然手足間彼此不會刻意干擾對方的生活，但對於研究參與者在文

壇上的地位，他們仍會表達對其成就的期許並引以為傲。 

「她就會說，我妹妹護士嘛，她就會說哎唷！我們那個

住院醫師認識你耶！他還會 google 你的名字，看看你最

近做了什麼事情給我看，就是說她在言談之間還是會表

達一種她還滿以我為榮，但不會很強烈，但你可以感覺

的到。」（G0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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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尊重，但不理解 

隨著年歲漸長，手足間依隨自我的獨特性向，揮灑出各自的一片天

空，並在人生道路上逐漸分道揚鑣，踏入了不同的世界。因而對於彼此

的專業領域僅僅表現出尊重，但不會刻意干預或去深入理解。 

「我弟還好耶，就是比方我出書，我會送他一本，他就

跟我說謝謝之類的，他可能因為他自己是理工科吧，所

以他沒有辦法感知這一塊，就變成好像是不同世界的

人，沒有辦法對話的感覺。」（C061032） 

「因為他們〔手足〕不理解我在做什麼？而且我也不會，

跟我弟我也不會問，ㄟ～你在做那個機械的工作，然後

你如何操作機械？有一些太過專業的東西，我覺得是不

用彼此解釋。」（F053019） 

肆、 家族氛圍的影響 

一、 家族親友的不理解 

家族親友對文學的不瞭解，也會反應在日常生活的彼此應對上。親

友會用自己認同的社會價值觀來詮釋研究參與者的領域，在相互不能理

解的情形下，有如兩個平行的世界。 

「有一次回南部的時候，…我表姊突然跟我講說，她有

上我部落格，看到我的文章，她就說：『你將來會不會

成為蔡康永？』我說：『什麼玩意兒？』他們還是會以

很明顯的經濟條件來看待你，對啊，然後甚至期許你成

為這樣的角色，但他們並不會想說這個角色跟這個東西

有什麼樣的關連？對啊，他們無法理解這件事，所以你

也沒辦法跟他們爭辯什麼或說明什麼？」（C06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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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期待的壓力 

有時期待不僅來自父母，甚至來自整個家族氛圍。當研究參與者認

同的文學生涯與家族期待產生嚴重落差時，容易使他們落入「與眾不同」

且「格格不入」的窘境。在成長過程裡，研究參與者必須力抗周遭親人

的價值觀，並堅守自己認同的意義與理想，此歷程無疑是異常艱困且違

和的。在如此沈重的家族十字架下，他們背負的無形壓力，以及親友無

法理解的痛苦，造成其心理掙扎並非外人所能想見。 

「我爸是做醫生的，然後我舅舅是公職單位的人，做公

務員，然後也做的很高位，我妹是唸牙醫，然後家裡有

些人是教師，然後我表弟也是醫生，家裡就缺一個懂法

律的人，然後也有人經商嘛，我叔叔是經商，整個家族

就缺一個懂法律的人，我那麼接近，結果就會讓大家都

失望了，我覺得做了一件大家都不理解的事情，然後那

壓力其實很大…而且不是我家耶，是整個家族的那個期

待，就是你是一個跟大家都不一樣的人那種感覺，很不

舒服，然後你也不知道解釋給誰聽，解釋給誰聽大家都

聽不懂。…還有另外一個點，我表弟他唸醫科，可是他

的興趣是唱歌，他很喜歡唱歌，而且他唱歌也是會得名

的那種，所以他是唱聲樂的，然後他唱合唱團的，可是

他選擇兼顧，他還是唸醫科，然後他也唱歌，但是我選

擇我不要兼顧，你懂我的意思嗎？這是一個對照的問

題。」（I060719） 

綜上所述，家庭重要成員可分父母、妻子（戀人）、手足及其它親

友等層面，其中尤以父母的影響力最為強烈，從子女幼年時期的教育資

源、身教影響、家庭環境氛圍，無形中塑造、啟蒙研究參與者的文學性

向。而至子女更年長，步入生涯抉擇的重要時期，父母的看法及要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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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可輕忽的關鍵因素，是否支持子女適性發展、擇其所愛的態度，足

以左右研究參與者未來的人生道路。從研究結果所見，許多父母常囿於

社會價值觀及自我經驗法則，強勢介入孩子的生涯抉擇，出發點雖是因

為擔心、因為愛，但無形中也限制了子女的獨特性向發展，這對研究參

與者而言是痛苦且不適的。而妻子（戀人）則因志趣相投而結合，在後

期的文學人生道路常扮演陪伴、支持等多元正向角色，對研究參與者而

言意義重大，是股穩定心情，能讓其繼續在文學路前行的莫大能量。至

於其它家庭成員如手足、親友等，多數在於言談間產生部分間接影響，

但仍不至成為撼動其生涯抉擇的重要因素。 

第二節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的影響 

壹、 教師的影響 

從幼年到步入社會，每個人皆經歷漫長的求學歲月。其中，老師扮

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無論是平日的一言一行，抑或上課時的身教言教，

無形中牽引著學生的想法、感受，對其生涯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從研究結果分析上，亦可印證「老師角色」的重要及關鍵性，接下來將

針對老師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分為助力及阻力二部分論之。 

一、 助力 

（一） 重視學生作品，回饋熱情 

作品擁有讀者，而且是位良師級的「專業」讀者，是求學階段的研

究參與者迫切需要的人物。捧著剛出爐、熱騰騰的文章，滿懷急切與人

分享的熱情，是學生時代寫作者對創作興致勃勃的最佳證明。老師的反

應是重視鼓勵？還是虛與委蛇？會燃起學生的寫作熱情？還是成為澆熄

火苗的一盆冷水？老師的態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回饋學生若是熱

情、真誠且重視學生作品，則是鼓舞學生繼續創作的最佳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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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老師看到我寫一首短詩，她就非常感興趣，然後

就問沒有什麼作品給她看這樣子，那這樣其實給我很大

的正面的鼓勵，因為我發現竟然老師會注意到我的作

品，而且想要看我的稿子，然後就寄給她看。…也因為

這樣的一個老師，曾經在我生命當中給過我這樣的鼓

勵，或重視過我的文章，我覺得就會對我有一點影響，

就會覺得有被人家閱讀，有被人家看見。…然後能找到

一個專業的人看你的文章。」（A073030、A073031） 

（二） 教學及專業能力優異 

教師需具備如何的教學能力，可讓求學階段的研究參與者印象深

刻？Gustin（1985）的研究發現，優良的教師將成為學習上的提供者，在

學生有需要的時候提供源源不絕的資源，他們常運用彈性又有趣的方式

進行教導。研究參與者認為老師若具備豐沛的文學涵養，能以藝術美學

來引導學生，並輔以活潑、有趣的文學教材，將牽引著他們幼年時期語

文性向的萌發，例如孩童時期的故事教學，國中小時期的創意寫作、文

學賞析，都能誘導他們對語言及文字的濃烈興趣。反之，制式、填鴨、

考試導向的語文教學則是研究參與者們厭惡且排斥的。 

「我們班就是只要表現好，老師就會說故事，然後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她說《木偶奇遇記》，每天就講一小段，

我覺得她那種說書人的型態，其實影響到很多小朋友會

希望自己也寫故事，然後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的機緣，

讓我在升上三、四年級之後，我一直都記得我在聽故事

的感動，就是它可能是引發我們對語言、文字的興趣，

然後那時候也不曉得什麼叫文學？只是看到那種故事性

很強的東西，就很喜歡。」（F05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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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老師〕在我這麼小的時候就印琦君的文章給我看，

我覺得這很好啊！這很好的文學教育，因為你平常在課

本裡面，不會看到這種文章。…所以覺得這件事跟她有

關係，覺得文學創作這件事情跟她有關係。…我覺得應

該有被鼓勵到啦！因為她就會出那些不是這麼制式的作

文題目，…你寫什麼東西她接受度都滿高的。…她真的

教法也比較靈活，她真的就比較有像文學的樣子的教

法，而不是作文，所以她也比較能接受你寫些小品文，

就是那不是一般的作文題目。」（H050239、H050240） 

教師具備豐厚的國學素養，是研究參與者信服的指標，也是他們所

喜愛的老師特質，這些良師們的學術知能像盞明燈，引導並影響著他們

對文學之路的探尋。 

「老師上課上的很好，…純文學這件事情，是她教我

的，這是我第一次知道說有純文學這樣的東西。」

（H042903、H050243） 

「他〔老師〕真的講東西的時候，有某些點ㄟ～你知道

這個老師有本事這樣，有些小的點，在解釋一些東西的

時候，講話的方式，你感覺的到這個老師有東西這

樣，…那我很喜歡這樣子啊！」（I061476） 

（三） 瞭解學生特質，不以自我價值觀設限 

學生的學習歷程，是條不停探索追尋的路，不斷在追求知識，也不

斷在認識自己。過去文獻提及，讓學生永難忘懷的教師，通常熟稔學生

特質，並善於啟迪孩子的人生目標（Gustin,1985）。研究參與者認為，瞭

解學生特質、態度包容，且能給予自由發展空間的老師，是他們非常感

謝的，尤其在求學階段，學生性向還未明確定型的時候，教師是個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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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學生思想、行為的威權角色。但老師若能做到因材施教，深入瞭解孩

子的性向，鼓勵其適性發展，且不以自身價值觀駕馭學生的抉擇，研究

參與者的文學種子才不至於半途夭折，他們也將擁有更寬廣的空間，可

順利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他們〔老師〕對我的態度，讓我足以去往我想要的地

方奔馳過去，如果他們的態度是一種很嚴格的、很限制

的，你應該這樣子你不應該那樣的，那我就覺得我可能

就很難走到我現在要走的這條路，所以其實我一直很尊

敬他們，他們在我最徬徨或開始在追求夢想的階段，放

手讓我往前衝，…我覺得那個重點在於說，他是因為察

覺到你的特質，才放你的手的，而不是因為他不管你，

然後就放你的手…他不會用他的價值觀去打壓你的價值

觀，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在那個時候對我而言是很重要

的。」（G082836） 

（四） 肯定、認同學生能力，給予鼓勵支持 

一句溫暖鼓勵的話，一個期許、支持、關心的眼神，不吝嗇讚美的

教育方式，這些正向能量從老師身上而來。Clark（2002, 2007）的研究

顯示教師對於資優學生的態度，將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在本研究的結

果裡也反映出「肯定、認同的態度」，研究參與者認為足以左右其文學之

路的前行，因為師長的相信，讓他們獲得繼續往下走的意義與價值，或

許這些溫暖的插曲是人生中偶然的話語，但卻是改變他們生涯抉擇的重

要關鍵。 

「他〔老師〕是鼓勵我，然後鼓勵了我之後，我試著去

寫作，發現我能夠寫出一些東西，就開始在這一條路上

這樣子走。…他告訴我說，我可以在中文系，因為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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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想轉系，他也知道，他是我的班導，然後他在文學

院的迴廊告訴我說『你在中文系是可以值得去試試看

的！』然後我就留下來開始寫作。…〔老師是〕貴人

啊！…他讓這個事情轉變，…他在事件上變得更有意

義。」（E061113） 

「我印象很深因為他〔老師〕很認真的稱讚過我，…比

較簡單的說法就是，他一直認為我是編劇界的天才，那

我可能展現了某一種能力沒有錯，但我展現了這個能力

之後，他在某個地方不吝嗇的去稱讚我…對我而言，我

覺得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關鍵，因為他相信我，而把

我帶進了這一行，…我覺得一旦進去了，我就再也不會

回來了，…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G082313） 

「彷彿○中三年十四班日復一日不知所終的全部。除了

那場無以名狀的戀愛，而今什麼也沒留下。但終究在我

的內心底，還是記起班導師吳美珍老師。如果這篇作品

有什麼值得稱許之處，那應當是她當年對我的寬容與鼓

勵—相對於這篇小說談的「傷害」與「寂寞」，她是彼

時溫暖的一道光。」（C 網路部落格 02） 

（五） 不強制、不壓迫 

研究參與者認為，在文學藝術的道路上，他們需要大量的自由，創

作始有盡情揮灑的空間。自由對創作而言，就像空氣、水一樣必須，老

師能給予適時的彈性，不刻意強制、壓迫他們的思想，對研究參與者來

說是很重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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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她們〔老師〕最好的影響就是知道我在寫，然

後對我在寫這件事情，不要給太多意見，對！她不會有

太多的讚美，也不會有太多的批評，然後我自己想要討

論的時候，能一起討論，這樣的相處模式是壓抑最小

的…」（F053021） 

「高中老師她們就是用最寬容的方式來對待我，因為真

正到了高中才有比較多的那種創作的想法。…真的要鼓

勵創作，或是要不壓抑學生創作，其實從高中開始。…

我在高一的時候，就得到校內文學獎，所以就會引起一

些注意，那我覺得老師都沒有揠苗助長，也不會很刻意

一直塞給我什麼東西。…她們就是讓我自由自在的長

大。…我要求她們，我請她們幫我看作品的時候，她們

也都很樂意啊！可是她們不會一直催促我說，你為什麼

還不寫？我覺得是可以感受到那樣的態度的。…就是關

心，但是不過度的干涉，…尤其是到高三的時候，有時

候〔創作〕一寫就是一整本，就是一萬字，…我好像遲

了一兩個禮拜才交。…因為老師本來是規定課堂上要完

成，我說我現在只寫了開頭而已，那開頭可能就一兩千

字了，然後她好幾次就是作文都給我一百分，…老師在

對待學生創作這一方面，她給了很多自由的空間。」

（F053022、F053023） 

（六） 心靈的契合 

師生間擁有共同的想法、興趣，真誠的彼此對待，相互成長的氛圍，

此種亦師亦友的相處方式，也是研究參與者喜愛的師生關係。他們認為

若能遇到這樣的老師，是求學之途莫大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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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師生關係通常是，我覺得類似於是君子之交淡

如水，我覺得那種太大的衝突，什麼抱起來痛哭流涕什

麼的，那個都太煽情了，那也是我很不喜歡的，所以我

覺得師大給我的就是回到那種澹然，然後很生活上的彼

此對待。…大部分師大的老師，都是很關注學生的生活

的，所以他們其實就是等在那邊，有事的時候才去找

他。…我覺得那是一種性情上的契合與溝通。」

（F053026、F053027） 

二、 阻力 

（一） 吝嗇給予學生回饋 

此項與前述所談教師助力第一點「重視學生作品，回饋熱情」恰恰

相反。教師對學生作品的態度若敷衍隨便，不重視文學課程，不但讓學

生心理受傷，也會促使學生對教師的專業能力及教學熱情產生嚴重質疑。 

「我那時候就有寫一篇小說給老師看，可是我覺得老師

應該沒有看，他就回我說『最近比較忙，那沒時間看』

這樣子，而後來也就不了了之。…其實我那時候滿心寒

的啦！」（A073030） 

（二） 輕忽人文學科 

研究參與者認為校園裡的學科階級明顯，重理輕文的氛圍已讓他們

清楚感受到所處環境並不利於文學創作。若此時老師對文科又表現出輕

忽且不重視的態度，更易使他們對學科價值產生質疑，對於是否選擇文

學之路產生動搖，或甚至就此放棄文學領域，轉投身社會大眾認可的熱

門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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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的時候上地理課，地理老師就會說『沒關係！我

知道你們都是要唸自然組的，不過沒關係，這東西我會

看情形教，你們就盡量學也就可以了。』老師都會這樣

講啊！…國文老師只是發現我作文寫得很好，文筆很好

這樣而已，…他並不會跟人家說，你要不要考慮唸文

學，沒有。…他就是也是覺得說當興趣不錯，類似這樣

子的講法。」（H042911） 

「我那時候剛進○中高一喔，我參加那個國語文競賽的

字音字形，我就拿到全校第二名，就是那時候全校第二

就代表說，我那時候高一我就把一些高二高三的學長幹

掉了這樣子，然後可是我發現後來我即使得到了這個國

語文字音字形全校第二名，就連我自己的國文老師也對

這塊完全不重視，怎麼說他不重視？就是他好像也沒特

別去鼓勵這塊，或去做什麼培訓，然後隔年高二的時

候，我當然就是順理成章，又再代表班上去參加啦！不

過高二又退步一名，變成全校第三，不過其實也在全校

前三名，也算滿不容易這樣子，後來老師也沒有幹麻，

到高三那一年，我就覺得參加那個要幹麻？好像也不能

幹麻？好像它給我實質的榮譽感跟肯定感也沒有那麼

大…我沒有得到，找不到自己那種定位，我想說反正就

算了，參加那個可以幹麻？」（A073006、A073007） 

（三） 教學及專業能力不足 

此項與前述所談教師助力第二點「教學及專業能力優異」相反。具

文學專業能力的教師方能被研究參與者所認同，一位只會照本宣科、無

真才實料且以考試為導向的老師無法令他們折服。由於研究參與者的語

文性向很早即顯現，他們能輕易區辨出哪些老師能給予協助？哪些是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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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敷衍的老師？因此教師若缺乏專業素養，他們將僅能透過自學來瞭解

文學瀚海，教師對他們的語文知能是毫無助益的。 

「她〔老師〕就會說什麼像這個『I 寫這個文章可能會啦！

那考試就不知道會不會。』就這樣講這一類的話，是不

是這種字句我忘了，但是感覺是類似的，…我覺得她是

一個很無聊的老師，她把文學教淺了…所以有時候我都

覺得說『天啊！拜託，我的作文搞不好來寫也比妳好，

妳到底還想怎樣？已經很給妳面子了，妳還想怎樣？』

就是會有那種感覺。」（I061476） 

「他〔老師〕沒實力啦！因為他是歷史系的，對！然後

他只是順便教國文，教國文沒什麼實力，所以就不喜歡

他。…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吧。…就有點輕蔑這

樣，…因為我覺得看書我就會啊！不必要聽你講課。」

（H050239、H050240） 

（四） 考試為導向的教學 

教師以考試成績區辨學生能力，培訓出一批只會背誦、作答的考試

機器。不但教師語文教學方式令人質疑，同時也未做到因材施教，不斷

打壓語文優異潛能的學生。這對研究參與者而言非但無益，且在如此學

習氛圍裡是痛苦、無聊而不耐的，結果千里馬無法遇到伯樂，實為可憾。 

「其實我們那時候，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會讓你真正的寫

作，那時候只有寫週記、日記，寫作文，那時候我回想

起來，那大概不能算個寫作的東西，那也是算一種變相

考試啦，…甚至我們老師那個教學，我是覺得，我現在

想起來，我那時就是覺得有問題，譬如說我們班有一個

成績很好的同學，他的作文就是，他都會背一些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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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所以不管什麼樣的作文，他都可以把它套在裡面

寫，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可笑，我就覺得這～這種憑什麼

能得高分對不對？可是那時候的教育好像就是這樣子，

老師還叫大家都可以學他，可是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太

對。」（D062103） 

「他〔老師〕是覺得很怪啦！就覺得你有這個時間去做

那些〔創作〕，為什麼不好好唸書？不去把英文單字背

一背，把那個數學習題寫一寫？就覺得你寫這個要幹

嘛？其實包括教國文的老師他們都這樣覺得，他們就覺

得很奇怪的事情〔創作〕。」（D062104） 

貳、 同儕的影響 

在求學之路上，同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們不但與研究參與

者的生理年齡相仿，也是學習歷程裡重要的陪伴者。接下來將針對同儕

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分為助力及阻力二部分論之。 

一、 助力 

（一） 相濡以沫的熱情－志同道合的友伴 

在文學之路上，若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文學同儕，對研究參與者是非

常重要的事情。過往文獻可見文壇巨擘托爾斯泰與摯友吉雅科夫間的心

靈共鳴，從本研究結果亦可顯示文學同儕扮演著多重的正向角色，不但

是股支持、鼓勵的強大能量，更是心靈相契的有意義陪伴者，彼此在精

神上相互共鳴、相互瞭解，懷抱著相似的文學興趣及夢想，他們好像「戰

友」，共同在文學場域裡奔馳、奮鬥，且因為有著對方的相互扶持，研究

參與者在文學生涯裡將不再形單影隻，彼此成為一輩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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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文藝營遇到的那一群人，包括老師同學，其實

對我們往後的影響非常大，…我一直要等到我高二、高

三參加教育部文藝營的時候，我才有機會就是遇到一群

很精彩的學者，或文學研究者，或很精彩的作家，然後

我身邊的這群人〔同儕〕，都是經過教育部篩選，然後

來參加這個文藝營活動的，那我覺得那個營隊非常有意

義…我所有的文學養分，我只能靠這個文藝營，然後從

每天的課程裡面，其實有一些課程不見得那麼精彩，但

是重點是可以遇到精彩的人…我覺得我在裡面就是遇

到，幾乎就遇到一輩子的朋友，對啊！不管是在學界或

在創作方面。…那個時代就是我們有共同的交集，就

是…同樣都是喜歡一些東西，喜歡文學的人。對！而且

那時候我們幾乎都有一些共同的記憶。」（F051602、

F051603、F051604） 

「我覺得寫作的過程中，畢竟還是，在文學的過程中，

其實很需要朋友一起來。…我覺得朋友之間要互相鼓

勵，那其實也是一個寫作的方式。…我覺得像是戰友的

感覺，像是說啊～加油站，彼此打來，你幫我加一次

油，我幫你加一次油，鼓勵一下。〔同儕是〕一個陪伴

者，一個互相在生命當中能夠提供能量的人。…長輩有

一點隔閡啦！那畢竟說同輩之間，他有一點像戰友。」

（E061117） 

（二） 良性競爭者 

在文學領域裡共同努力的同儕，研究參與者認為是正向的角色。彼

此認同相似的目標，覺得文學對人生意義重大，相互覺得受到重視，雖

然處於彼此競爭的狀態，甚至偶爾萌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怨懟，但



 

166 

 

在多數時刻，同儕間是呈現惺惺相惜，彼此相互激勵、共同成長的情誼，

因為大家在文學領域的彼此激勵、奔馳，所以研究參與者在這條路上反

而走的更努力、更賣命。研究參與者認為，因為有這些良性競爭同儕，

使他們在創作上更認真，作品質量更提升。 

「我們學校有幾個還滿能寫的，同屆的或是學長或是學

弟們，他們會想要打敗我當主角之類的，那種小孩子式

的、青少年式的意氣之爭，可是那個感覺都是舒服的，

都是良性的，你想要幹掉誰，誰想要幹掉你，那個感覺

都是良性的，好！來比一場，那感覺是快樂的，大家會

覺得很快樂，就是我們都重視這件事情，這個東西會感

覺超過最後誰贏，因為沒有得失心嘛！那時候沒什麼得

失心。」（I061479） 

（三） 作品分享者（讀者）、對話者 

文學同儕在研究參與者的書寫歷程裡，也扮演著作品分享者（讀者）

及對話者的角色。這些重要角色使研究參與者的作品擁有分享對象，心

靈上也找尋到相互對談的人物，讓他們的文學靈魂於創作之途不感孤

單。這些感受亦與德國文學家歌德與其摯友席勒，常透過對談、書信往

返，不時交換彼此想法等相知情誼雷同。 

「文藝營的同儕是影響比較大的，一群人到現在都還有

聯絡，…他們也是最能夠給我作品意見的人，就是彼此

看了對方什麼作品，就會…不一定會說出來，就是我們

都會交換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那個〔同儕〕重要性是在

於說，我知道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寫作。而且

同年齡的人就是，嗯，共同興趣的人聚在一起，也知道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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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寫的狀態。…我們也用自己的作品跟對方對話。」

（F053026、F053028） 

「〔朋友〕還滿重要的，這個東西叫做同儕的扶持的力

量。…我覺得我自己寫作還是可以啦，但是我覺得有人

去一起分擔你的世界該有多好！…我們常常寫著寫著，

作品就會去分享。」（E061118） 

二、 阻力 

（一） 同儕的主流價值觀 

朝夕相處的求學同儕，思想及價值觀屢屢相互影響，尤其在多數同

學想法都是相似的時候，要做到獨排眾議、與眾不同，擁有隻身追求個

人理想的勇氣，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蔡子安（1992）發現，學生希望

在團體中得到認同，為了能融入群體生活，會讓自己的行為、思想、價

值觀儘量符合大眾的觀感與發展。青少年期的高中生處於自我認同階

段，朋友在此時期常扮演「重要他人」的角色，個體逐漸以自己的人際

互動評估自己，並常以能力優秀的同儕為楷模（引自郭靜姿等人，2007）。

所以當同儕價值觀都往熱門科系追尋的同時，研究參與者也會質疑自我

價值觀是否有意義？在周遭氛圍都是如此的壓力下，他們很可能放棄自

己原本的興趣，轉而追隨大眾的想法。 

 

「其實身為一個男孩，他其實對自己也是有一點自我的

要求啦！他可能會覺得考進○中了，大家也都這樣，也

會有一種同儕的效果啦！…大概就會說，常常就會聽到

有些同學說以後我要唸電子啊！唸物理啊！反正那個都

會有一點影響，嘿啊！想要當科技新貴。」（A07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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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同儕〕都很理所當然。…像我們這種會去

被派出去比賽的同學，你就有兩種選擇，你要不然去唸

那種你擅長的基礎學科，那如果不是那個的話，就沒關

係，就沒差，你要去唸醫科，還是唸電機系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我覺得這個班〔數理資優班〕因為同質

性太高，…我沒有什麼其他想法，也沒有討論的機會，

沒有人跟我討論。」（H042910、H042911） 

（二） 冷然的對待－缺乏志趣相投的同儕 

研究參與者認為，擁有興趣相同的同儕是件令人開心的事。但在求

學歷程裡，這個願望可遇不可求，不一定能如願，尤其在選擇自然組及

非語文領域後的環境特別嚴重，在他們興致勃勃分享文學的同時，旁人

興趣缺缺、冷眼旁觀的眼神及態度，都會使研究參與者心中寒風吹過，

對文學萌生退意。 

「可能你跟你的朋友講一些寫作的東西，或是說你發表

了什麼文章之類的，他們可能那種不是感興趣的那種眼

神，偶而這樣那一類的眼神，就會讓你覺得，會有一點

心中涼涼的那種感覺，很多時候那個可能會是你的一個

阻力，你會告訴自己說，我要不要停掉了？反正就跟大

家一樣，就好好當個醫生這樣子。」（A073017） 

（三） 同儕的負面態度與不理解 

研究參與者認為，缺乏瞭解自己的同儕，使他們感覺與環境格格不

入。他們在班級中扮演「奇怪」的角色，心中覺得孤獨、不被旁人瞭解，

像被流放到化外之境般無法溝通，有些研究參與者甚至感受到同儕負面

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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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發現跟同儕之間，跟學校之間的落差是很大的，

然後就是完全是，雖然大家在同一個教室裡，可是關心

的是兩個世界的東西，那你對他們關心的，你也不太有

興趣，那他們對你關注的，也覺得你很奇怪，所以等於

就是很少互相有交集的時候。…你真的是覺得，你身邊

沒有辦法有人可以跟你談，大家談要不然就是否定，要

不然就是不解，要不然就是好像懷疑，不然就是奇怪，

所以到後來你也會自我退出，不太想要跟人家分享這種

東西〔創作〕。…因為他們〔同儕〕常去補習啊，下課

都在做數學啊、做理化啊，他們也覺得你在旁邊看小說

什麼，看一些很奇怪的東西，他們也會覺得你的世界很

怪，所以他們也會覺得你這樣好嗎？你這樣對嗎？你這

樣應該嗎？」（D062930、D062932） 

參、 學校氛圍的影響 

在研究參與者的眼裡，校園氛圍及求學環境也影響著他們的生涯選

擇，特別在高中時期，需進行類組及科系抉擇的時候尤為明顯。接下來

將針對學校氛圍對研究參與者的影響，分為助力及阻力二部分論之。 

一、 助力 

自由、無侷限的校風 

開放、自由的校風，使研究參與者擁有彈性自主的學習空間，例如

有機會參加校刊編輯、辦理文學相關社團、參與多元文學競賽或活動等，

都是人文社會學科喜好者得以發揮的舞台。研究參與者認為這些都是重

要的學習歷程，並能賦予文學生命更多無限可能。 

「雄中是一個會讓人，怎麼講，那個環境就是會讓自己

覺得，我的人生有無限的可能，我是不會被侷限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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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一些課上的很無聊的時候，我們就要想辦法自

己找樂子，就要想辦法讓自己去發現自己喜好，然後去

玩社團啦，幹嘛啊，我覺得非常自由，就是我們要從任

何一個面向去尋求自信都很容易。…不管是學科或是社

團。…我覺得很幸運考上雄中之後，那個環境可以允許

各種各樣的怪咖，我很慶幸我只是寫作，我不是最怪

的，就是我在那種覺得自己已經不夠怪的情境底下，我

可以過得比較舒服。」（F051606、F053026） 

二、 阻力 

（一） 學校氛圍重理輕文，欠缺生涯輔導機制 

學校氛圍追隨集體價值觀，「重理輕文」風氣明顯。研究參與者認為

師長們不經意表露出的學科階級態度，更凸顯文科領域的不受重視，學

生所得資源的相對不足。另一方面，研究參與者在缺乏生涯輔導及性向

試探機會的情形下，可能就此跟隨大眾想法選擇熱門科系，或迷迷糊糊

依著聯考分數選填志願。 

「我一直都還不太能瞭解當時雄中的作法，…反正有一

些他們很頭痛的，常常被投訴的老師，就硬塞到社會組

的班級，或者是新進老師，就讓他教社會組，這其實到

現在的高中教學現場，很多學校都還是這樣，就是把行

政單位認為比較差勁的師資，塞給社會組的學生，這其

實是一種制度上的不公義，…可是我覺得反正第一志願

的學生，有能力自己唸，所以我們都是靠自學的方式去

完成某一些比較困難的學科。」（F051605、F05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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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男校裡（或說升學制度設計中），文科男生

一直是被邊緣化的弱勢。我在求學歷程中，也是一直被

主流價值觀壓抑的。」（F 部落格 01） 

「因為我理科太好了，就這樣。所以我根本就沒有，高

中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考慮讀文科的，沒有這樣的考

慮。…我很認真的認為我們的教育給小孩子試探的機會

太少了。」（H042915） 

（二） 升學導向，權威宰制 

校園氛圍以升學為導向，學習流於成績的競逐場域。在如此強調分

數的錙銖必較下，學校不重視學生個別性向，並過度強調齊頭式平等，

這些都將抹煞學生的學習興趣，且讓其喪失獨立自我的思考意念。對於

這段升學主義至上的求學過往，研究參與者們覺得渾渾噩噩，並認為好

似「被安排好的人生」。 

「我覺得台灣大部分的學生，在我那個年代都是經由學

校或一個升學的安排，他們被安排到一個比較可能接近

大學的路途，但是沒有告訴你，你的性向是什麼？也許

有提到，但是這個是你的問題。…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將

來要做些什麼？我覺得那個可能是我們是被選擇的，也

不能說被選擇，我們不太清楚，因此我們被人家安排好

了。」（E06118） 

「整個〔求學〕過程就是處在一種晃蕩的狀態，就是人

生一直在晃蕩，然後就是覺得好像高中讀完就考大學，

大學之後就應該去考個研究所，所以其實完全是沒有，

我覺得啦，比較沒有個人的意識的存在，就是一直被推

著走的。…我的天分被一種東西給宰制了，…我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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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被動的人，然後我很容易被某一種權威、威嚴給宰

制，尤其這種東西從小到大都這樣，所以我完全沒有辦

法意識到我到底要怎樣？光你在應付別人那種東西就已

經應付不完，那到了大學，我才開始有辦法去思考，因

為沒有人逼我做任何事啊！然後我也不想做任何事，所

以我就有比較多的時間去晃蕩、去思考。」（G082301、

G082303） 

（三） 缺乏文學相關科系及活動 

因為校務發展、校園氛圍等種種因素，校內並無成立文學相關科系

及社團，文學領域的師資、課程也相對地付之闕如。也因如此，研究參

與者們少了大展長才的文學場域，也缺乏給予適度刺激的創作同儕及環

境，這些因素都使研究參與者覺得孤立、不被瞭解，且對校園毫無歸屬

感，是文學生涯裡感受較為負面的部分，通常他們只能藉由跨校交流或

參與校外文藝營等方式解套。 

「我覺得感覺被流放到海南島的感覺這樣，就我到了一

個不屬於我的地方…我大二的時候修了六十學分，然後

大二上修了三十三學分，我拼了老命的修完，為了什

麼？為了大三以後要搬到市區來住，我受不了○大。…

附近也沒有書店，…也沒有藝文資訊，也沒有…那時候

大一還跑去○大夜間部旁聽過課，…然後也去上他們的

詩社…每次去○大那種感覺，就是一方面會覺得快樂，

一方面又覺得難過，每個禮拜都這樣去然後回來，去回

來…」（I060733、I060747） 

「為了實現那樣的夢想，唸了法律系的他仍不放棄自己對

於創作的堅持，不但每個禮拜從○大趕到○大與○大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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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社的聚會，現在還擔任社團的顧問。I 說：『寫作

的路很寂寞，多交些朋友是好的。』」（I 報章期刊 01） 

綜上所述，求學階段重要他人可分為教師、同儕、學校氛圍等層面，

三者對研究參與者皆具一定程度的影響。從研究結果得知，不論選擇任

何領域者，他們喜愛的教師特質近乎雷同，大家都認同正向、熱情，肯

給予學生回饋，瞭解學生特質，自由而不設限，教學活化且學識淵博的

老師，並認為這些良師是他們文學之路的重要引導者。反之輕忽人文學

科、以考試為導向，無專業素養且吝嗇給予學生回饋的教師，則是壓抑

他們創作之路的強大因素。 

在成長歷程裡，他們也迫切需要得到同儕的認同及理解，志同道合

的朋友同時扮演支持、理解、分享、對話、良性競爭者等多重正向角色，

是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裡有意義的重要陪伴者，使他們文學之路不再孤

寂。反之若處於同儕皆順從升學主義及追求熱門領域的環境氛圍，且缺

乏相同興趣的同儕、與旁人格格不入的情境裡，易使他們萌生更改志向、

順從大眾流俗的想法意念。 

另外在校園部分，研究參與者認為活潑、自由的校風，是他們喜愛

的學習氛圍，同時讓他們擁有多元探索的機會。反之重理輕文，無適性

發展空間，以升學為名而行權威宰制，並缺乏藝文相關活動的學校，則

是研究參與者所厭惡的學習環境。 

第三節 角色楷模的影響 

壹、 現實生活中的角色楷模 

除了家庭成員、求學階段重要他人外，研究參與者的成長歷程會與

許多人物相遇。不論是因緣際會，或是萍水相逢，這些人物對他們的文

學生涯產生了重大影響，接下來將針對訪談結果來說明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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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入文壇的推手 

每個領域都有自身的守門人，並在某些時刻扮演著重要關鍵。雖然

研究參與者們皆具有優異的文學才能，但是否能順利嶄露頭角、廣為大

眾所知曉，並擁有作品發表的管道，這些守門人將扮演慧眼識英雄的關

鍵角色，且成為給予他們機會，提拔他們的重要貴人。 

「因為那時候駱以軍剛開始成名，就是變得很受大家肯

定，可是那時候就六年級的寫作者還不太出來，…那時

候我還沒有出〔書〕，就有這樣的場合認識，那我覺得

駱以軍他是想說，他也可以認識一下這些晚輩，然後後

來就去我的新聞台看，然後覺得我寫得很不錯，就跟印

刻推薦，印刻的副總編輯就打電話給我，他說他花了一

整個下午的時間看我的新聞台，覺得說可以幫我出

書。…如果沒有駱以軍幫我推薦，…我就無法保證他

〔出版社〕會不會認真看我的稿件，但我個人覺得，如

果有認真看，出版社應該還是會願意幫我出書吧…我覺

得駱以軍可以幫我保證的一件事情就是說，人家會認真

看。」（H042921） 

二、 人生角色範本 

與研究參與者擁有相似的特質、相似的背景，因而角色楷模可提供

給他們一個人生範本，並讓其擁有追尋、效法的方向。藉由實際觀察、

模仿，研究參與者對這些人物產生無比的崇敬，因為這些角色楷模曾經

走過的路，可做為他們的人生導引，讓研究參與者知道人生有此實踐方

式。他們是研究參與者效尤的對象，也是學習的楷模及表率。  

「大學的時候就那個駱以軍啊，就是我去訪談他，受到

的衝擊還滿大的…我在整個訪談過程當中，他說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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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那個文學理論的東西，包括創作的一個歷程，我覺

得對我是有影響的，就是他讓我突然很想在那段時間裡

面好好寫作，對啊！他有衝擊到我的那種感受是有的，

到現在我那個錄音帶我都有留著啊！…從他後來文學成

就，你也會想要向他看齊，會想要ㄟ～這裡有一個範

本，你就會想說『有一個範本在這裡』，也許我們到他

比方說像他這個年紀，他到底出了些什麼書？我們也許

可以向他看齊，就是你會有那個對照的心理狀態。」

（C061033、C061034） 

「我當時是怎麼想的呢？我問了小說家〔駱以軍〕什麼？

我對文學困惑嗎？我會不會狂妄地以為：『這有什麼難？ 

我一定行滴！』－那幾年，青春無措的小說家不知在哪

個角落裡困鬥，而我在昏昧無光的山中咖啡館裡聆聽他

叨叨絮絮訴說著一遍又一遍的創作與生活…許多年後，

我再度聆聽那卷彼時訪談所存留的錄音帶，因為年歲刮

磨以致聱牙凌擾的話語，聽來像極了另外一個不相干的

自己－二十歲的自己－誤打誤撞闖入那個碎琉璃的瀲灩

世界，遇見那一刻面目模糊、實則目光炯亮的小說家，

從離開咖啡店那刻起，我的心緒在轉彎的山路路口一下

一下感到被光痕灼痛的熾熱，我感到有什麼在我體內『像

要衝出來那樣』….. 

（究竟什麼是小說與故事的分別？） 

（怎樣才算一篇『好的』小說？） 

（小說要怎麼寫？） 

（為什麼，為什麼又退我的稿？）」（C 出版書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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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與支持的態度 

行走在文學之路上，前輩們的關懷與鼓勵，是研究參與者心中溫暖

的來源，也是支持他們繼續創作的強大能量。 

「文壇的前輩他們都跟我講說『他說文壇需要你』，有

一些前輩會給我鼓勵，他說『文壇需要你這樣的作家』，

然後他們都會跟我講說『我希望看到更多你寫醫療方面

的東西，補足文壇就是比較缺的這一塊。』…我因為寫

久了，認識一些文壇的人，也受到他們的鼓勵、他們的

影響，他們叫我一定要繼續寫。…我記得那時候 2005

年的聯合報文學獎，那時候典禮結束，那時候好多文壇

活躍的作家都有來跟我寒暄耶，…我覺得很溫馨很溫

暖。」（A073015、A073024、A073035） 

四、 牽絆的力量 

在文學領域裡，若遇到關懷、支持你的對象，會讓研究參與者感覺

此處溫馨融洽，就像是個樂園般讓人更想在此駐足停留。這些人物或許

不是決定性的關鍵力量，卻能提供陪伴性的溫暖氛圍。 

「耕莘青年寫作會神父，它目前的會長叫陸達誠神父，

是一個七十幾歲的中國籍神父，他就是早期我來耕莘青

年寫作會的時候，他就送了一本書給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是在這個營隊當輔導員，然後做一些表演性的活動，

幫大家做個開場、熱身，然後那個神父就送我一本書，

他說『榮哲，我相信你很快就會來到耕莘上課』，意思

就是說我很快就會來耕莘變成老師，的確後來慢慢就來

耕莘上課了，他對我的影響就是，我覺得他會比較像是

一種陪伴者，他在這個地方，然後你覺得這個地方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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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關心你的，然後你就會想說，即使這個地方是沒有

pay 的，它可能是志工的，你會想要回來幫這地方盡一

點點心力，那我覺得那個影響，它像是一個樂園在那

邊，它在某個時間點溫暖了你，然後你就會想要說也許

有一天我也可以回來這邊溫暖大家之類的東西，它比較

像是這個感覺。」（G082318） 

五、 心靈相契的對談 

即使萍水相逢，但只要心靈相契，一席短暫的談話足以讓人豁然開

朗，面對世界感覺擁有無限可能。研究參與者認為，這些人物的出現得

以改變他們看待文學的方式，並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抉擇。 

「有機會老師〔張曼娟〕讓我去上節目，…老師其實不

太認識我，…後來訪問完，老師也是很溫和的就是跟我

聊了一些，譬如說她就會問說你之前是有做什麼工作啊

什麼之類的，我就說我在做編輯，可是有一點想不要

做，就覺得被消耗，覺得文字的能量一直被消耗，那老

師就說其實可以，她說她也是這樣跟她的學生講，她說

可以為了想要寫作，去找一種生活，但是不要為了生活

而寫作，就是有些東西其實只是一兩句話，然後你就知

道有些東西是跟你想像的有另外一條路這樣子。…然後

她跟我講話，就是你會覺得溫暖、誠懇待人，就是之前

是不存在的。…她真的安慰到我，她真的鼓勵到我，這

個很重要。」（I06076、I06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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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書籍及其它影視媒材的角色楷模 

一、 人生角色範本 

除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研究參與者亦可從書籍、影視等相關管道

獲取角色楷模。這些人生範本影響他們深遠，除了引發效法的動機，也

屢屢成為影響他們人生抉擇的重要關鍵。 

「前面很多的醫生作家，我覺得他們提供了一個可能

啦！就是一邊行醫，一邊寫作，…我覺得他們讓我知道

說這樣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覺得台灣的醫生作家，特別

是早期，也不是說晚期的沒有，早期的醫生作家，通常

也肩負一種，某一種道德角色，或是某一種文化菁英角

色。…就會讓我覺得滿令人敬佩的這樣子。…當我還是

醫學生的時候，我就滿敬佩○學長的，不管是他的作品

還是他可以一邊當醫生一邊寫作，…大概是我大一以後

的事情，就覺得啊～原來有個學長也是一邊當醫學生又

一邊寫作這樣子。…就會變成說啊～看到有一個學長，

那你知道他的經歷跟你很接近，想要看到他寫的東西這

樣。」（B082529、B082530） 

「因為他〔吳念真〕也是從編劇著手的，那我在想說…

如果我想要變成這樣的人，那我就應該要從那邊出發，

就是從編劇，對！那我覺得他的路程提供了我選擇的一

個選項，就是選了跟他一樣做的，就是說如果沒有這樣

的人的話，編劇這件事情對我而言就是一個抽象的概

念。…我覺得就是因為他，讓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可能

性的，然後是愉快的，是有可能我做的來的。」

（G08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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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品共鳴 

作者的精神意念藉由書籍傳遞出來，透過文字閱讀，撼動了研究參

與者的思想，開拓了他們的眼界，也啟動了他們踏入相關領域的強大動

機，如同托爾斯泰閱讀盧梭作品時產生的敬仰與驚喜。這些對象傳遞出

來的思維，像一把開啟文學大門的鑰匙，研究參與者雖未親眼見到其人，

但文學之途卻就此打開。 

「我高中的時候很有趣，就是看到他〔楊牧〕的東西，

才開始去研究什麼叫浪漫主義，高中根本不教這種東

西，都是一個歷史課本的詞而已。…我那時候才高一，

然後在書局看到楊牧的詩，那時完全是一種驚為天人的

狀態看到的，因為他的東西，楊牧的東西，節奏跟人家

都不一樣，所以我就覺得ㄟ～怎麼會這樣？好像很不通

順，可是那個不通順裡面帶給我的東西，它帶給我跟其

他人完全不一樣的東西，所以就很吸引我啊！就開始去

研究他一連串的東西。」（I060711、I060712） 

不僅書籍中的思想精神會撼動著研究參與者，連帶著對方的文學作

品、文字風格也深深的影響著他們，角色楷模的相關作品、文章，也是

研究參與者在寫作初期學習模仿的對象，此種共鳴促使研究參與者更加

確立以書寫作為終身職志。 

「村上春樹這個人，他的小說讓我察覺到，原來小說可

以寫成這個樣子，我本來想說小說就是故事而已啊！那

小說跟故事對我而言，我還沒辦法產生一種，我這輩子

就是要創造故事了，我這輩子就要寫小說了，我沒有這

種念頭，那直到看到村上春樹的小說之後，我覺得『哇

～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在某一個程度上，他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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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進入這個行業的某一個早期的啟蒙，那種啟蒙是一

種，這個作家的作品裡的某一種特質，某一種強烈的吸

引，對我這個人而言產生一種共鳴，那我覺得是早期

的。…會有一點影響，至少會讓你黏住。」（G082314、

G082315） 

三、 強大支持力量 

透過書籍內容、文字回饋，也是研究參與者重要的支持力量。因為

有這些人物的存在，讓他們感覺被理解、被關懷，而不是僅只一人孤獨

在文學之路前行，尤其在研究參與者早期文學萌芽的關鍵時期，扮演著

重要陪伴、支持者的角色，這種經驗也與陳之藩和胡適間惺惺相惜的情

誼雷同。 

「高中的時候，我就很喜歡張曼娟的文字，然後在校刊

上就介紹她所有的作品，還有寫的一些自以為的分析，

那後來也有寄給曼娟老師，那後來就一直跟曼娟老師通

信，直到現在我覺得，張曼娟對我影響還滿大的，就是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其實找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起

點，然後也因為張曼娟的關係，我很喜歡中文系所有的

事物…我本來以為我寫信只是在發洩我自己的情緒而

已，可是沒想到她真的回信了。…〔我那時〕幾乎都是

在找一個情緒的出口吧！就是高中生很希望別人能理解

他，對～偶爾也會把我自己寫的東西，寄去給曼娟老師

看。…其實她回覆都是很正向、很溫柔的鼓勵，對啊～

我覺得那也是很無聊的高中生活裡面，一股強大的支

持。」（F051604、F051605） 



 

181 

 

綜上所知，研究參與者的角色楷模可從現實生活、書籍、其它影視

媒材等層面而來，這些人物在他們的文學生涯扮演舉足輕重的正向角

色，足以影響他們文學生命的重要抉擇。這些角色楷模不論是身為文壇

守門人，扮演賞識研究參與者的伯樂，並給予研究參與者發表的機會，

或是投以實質言語的溫暖關懷及鼓勵，都會讓他們在文壇裡停留駐足不

想離去，持續在此領域默默耕耘。 

除了上述影響外，角色楷模的生涯路徑也是研究參與者的仿效對

象，不論他們是現實中的人物，亦或是書籍、影視媒材裡呈現的角色，

屢屢扮演著前導性的精神形象。他們的出現讓研究參與者知曉，原來生

涯裡也有這樣的人生路徑可以行走，就如同一個人生範本提供給研究參

與者參考、學習。而這些人物形象與內涵，也在精神層面撼動著研究參

與者的思想意念，並扮演強而有力的支持角色，在文章內容上也潛移默

化著研究參與者的寫作風格，對其文學生命可謂影響深遠。 

第四節 其他重要他人的影響 

除了前三節歸納的家庭重要成員、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角色楷模等

三面向外，研究參與者亦提到其他重要他人對其文學生涯有著重要影

響，接下來將針對訪談結果來探討。 

壹、 讀者 

一、 回饋的喜悅，被閱讀的榮譽 

研究參與者認為，寫作可使自身生命更加豐腴，並能用更廣闊的視

角看待世界，除了具有抒解、安慰情緒的療效外，他們也迫切期待擁有

相互共鳴、喜愛文學的讀者，這樣的情境讓研究參與者感覺書寫變得更

有意義，也是鼓勵、支持他們繼續努力的強大動機。另外，研究參與者

也認為作品若能廣為大眾所閱讀，將是件榮耀、開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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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還有一個重點是『你如果有你的讀者的話，也是

你寫下去的原因。』…現在的寫作對我來講都是變成

說，最重要是要有看的人嘛！給你回應的人嘛！我覺得

那很重要，得獎那個反而沒那麼重要，就是能夠有人看

到，然後給你一些回應，我覺得那會讓你想要繼續寫的

最大的動力。」（A073011、A073017） 

「其實在很早之前，我就覺得寫一篇文章被很多人讀

到，那是一種榮譽的感覺啦！就很像我在教課書當中，

我彷彿看到那些人，好像就一直被讀到，有那樣的感

覺，或者是說寫下來，好像可以寫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東

西，會有這樣的一些念頭，可能那是一個很大的意義跟

價值。」（A073033） 

「『讓我最難忘的是接到讀者的來函。』A 說『我總認

為自己是多麼不足、稱不上作家的人物。』但去年 11 月，

他收到一位退休教師來信，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人閱讀，

也有人向朋友推薦他的作品，讓他相當感動。」（A 報

章期刊 01） 

二、 寫作者的使命 

研究參與者認為，寫作除了帶給自身特別的意義外，也因為身分的

不同而背負著個別使命。他們期待自己的作品能給予讀者不一樣的價

值，有些希冀藉由文字傳達給讀者溫暖，有些希望作品帶給對方身入其

境的喜怒哀樂，有些則含有教化莘莘學子的功能，這些理由都促使研究

參與者持續在文學創作上努力不懈。 

「我為了要讓大家看懂，讓這個東西〔作品〕真的可以

影響到大家，或者是讓大家能夠從這些東西裡面獲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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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我願意退一步，去寫一些大家看得懂的，然後藝術

性比較低，門檻比較低一點的，但是純度不要差太多的

東西，我願意調整這樣子，…我不想在藝術這條路上走

學術路，有些東西適度的轉化對世界是有幫助的…」

（I060706） 

「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是能夠影響比較多人，然後用更

普遍的方式去影響我們下一代的國高中生，就是要寫書

給他們看，哪一天我覺得應該也要去寫童書。…如果更

自私一點，我只想要獲得我文學上，我自己要對自己交

代的話，我大概就是會一直寫詩，或是開始去做我比較

長篇的小說創作計畫，可是這三五年下來，我就是很不

滿政府的教育政策，還有語文教育的那些觀點，尤其在

那麼紛擾的時代裡面，我也不想捲進他們論戰的漩渦，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關起來寫東西，去影響更多的人，…

我一直覺得要讓學生得到學中文的樂趣，或是讀文學的

樂趣，而且他們真的活在一個大眾化工業操作的時代裡

面，他們永遠只是讀那些暢銷、通俗，而且可能看一眼

就會把它丟掉的東西，那我希望可以把那種經典的價值

重新找出來。」（F053018） 

三、 走入另一個寫作高度 

擁有廣泛的讀者，對研究參與者而言像走到另一個寫作高度，原本

的創作如同閉門造車，獨自窩在房門內練功，稿子積壓在抽屜或電腦的

某個角落裡，不知有沒有發表的一天。但若擁有固定發表的園地或撰寫

專欄的機會，就像進入寫作的另一個階段，也是一條和社會交流、讀者

接軌的重要管道，對研究參與者而言意義更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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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專欄在寫作上比較重要的意義，就是說你等於有一

個帶狀，或你有一個每週一次，你會被固定的被大家所

認識，你會有讀者群…互動就開始，就有良性互動，所

以說那專欄寫一年，…第一次感受到成名的滋味，突然

覺得你寫東西很 OK 啊！就是有讀者在支持，他會寫信

來罵你，或是寫信來說你寫得不錯，…你就會突然覺

得，那個好像變成寫作跟原來的寫作不太一樣，就是你

已經到了另外一個經歷，從這個階段跳到另外一個階段

去。…跟社會有一些交流。」（D062120、D062121） 

貳、 編輯、評審 

一、 溫馨、鼓勵的支持 

研究參與者提及，在文學之路相遇的編輯、評審，多數扮演著第一

閱讀者的角色。有別於冰冷的邀稿，他們帶來的溫馨、鼓勵更顯重要，

或許只是書信的往返、電話裡的一小段溫暖話語，但這些交流的片段卻

讓研究參與者記憶猶新，也是鼓舞其繼續創作的莫大能量。 

「給我一些鼓勵大概就是一些評審啦，或者是一些報社

的編輯，我覺得那個很重要，…而且那也不是就是像公

式化的那種，都會在通信當中跟你聊天『最近有沒有寫

了些什麼東西啊？有作品記得隨時與我們分享。』都會

有這些小溫馨的句子，那也是很大的鼓勵，…所以其實

在那段時間就有比較，又有再回歸寫作的熱忱這樣。…

有一個編輯甚至我把稿子給他，他看完都還會寫一點心

得給我，那個很重要啦！…我是渴望回音的，因此在寫

作上，我很敬佩那些默默耕耘、不管任何聲音的人，我

無法如此，如果我處在一個不被理睬的狀況，我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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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快心就涼了，就不想再寫了。」（A073015、

A073023） 

二、 肯定、提攜的力量 

部分編輯、評審也扮演著文壇守門人的角色，他們慧眼識英雄，挖

掘出研究參與者的文學才華，並給予對外發表的空間及管道，這些契機

使得研究參與者登上創作的另一高峰。而編輯、評審們肯定的態度、支

持的回饋，種種提攜後進的表現，將讓研究參與者心中更加踏實，並更

確立以書寫作為終身職志。 

「有一個影響我滿大的，就是現在已經離職，中時的夏

瑞紅，他找我寫一個專欄，那是我第一次寫專欄…他幫

我想很多點子，我就照著他的說法去做，後來果然還滿

成功的，…夏瑞紅對我的幫助，他是我的貴人啊！…我

覺得是個滿大的轉變，我覺得寫那個東西〔專欄〕，後

來也對我的寫作有一些影響。」（D062120、D062121） 

「國中、高中的時候我都是學校國語文競賽作文第一

名，但那時候我一心覺得我要做科學人，一直到大四，

因緣際會認識某副刊主編，又自以為受了刺激，開始大

量寫作與參加文學獎，那兩三年我大概得了 30 個文學

獎…」（B 部落格 01） 

「那時候可能因為我得了時報文學獎，還是聯合報文學

獎。…那時候文學獎少，而且主要時報跟聯合文學獎，

還是很有權威性的，所以那時候你只要得獎，大概大家

都認識，那就會邀請你出書幹嘛，所以那時候就突然之

間受到很多文藝界的那種先進的照顧跟關懷，就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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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能夠確認自己寫作這件事情。…我覺得至少給你心

裡跟實質上的鼓勵。」（D062120） 

參、 其它影響來源 

一、 圖書館藏書 

圖書館中大量的文獻書籍，成為啟蒙研究參與者文學興趣的重要關

鍵。這些書籍、作品不僅對於年幼時的研究參與者影響深遠，無形中亦

激盪著他們的思想、意念。在不斷與文本對話的歷程裡，不但潛移默化

著他們的寫作風格，也滋養著他們的文學生命。研究參與者認為，大量

的書籍、作品就像是個無形的老師，也像是另一個看不見的好朋友。 

「從大學開始，書就看的很多…大一大二我們本系的課

是滿輕的，那在台北也很無聊，不知道要去哪？就幾乎

都在圖書館裡面，我記得我那時候許的願望是在大二離

開○校區之前，要把圖書館裡面所有我想要看的小說、

詩集跟電影都看完，後來其實也看的差不多了，在大一

大二那個閱讀的量就很大。…幾乎○大總圖的現代文學

小說、現代詩跟電影我都看過吧！…所以就幾乎從早到

晚都在那裡面，…可能睡醒在宿舍摸一摸，進圖書館就

九點多，然後到晚上十點閉館都在總圖裡面。」

（B082504、B082523） 

「我常常去圖書館是找資料、看書，試著把它轉換成自

己想要的小說，看到的東西我就開始在轉化，試著開始

去轉化，那個是說你大量的開始在，全身的機器在開始

試著要去運轉，面對這個自己小說的世界，創作的世

界。」（E0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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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主流價值觀 

個人無法遺世而獨立，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必定和社會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連，這時外界眼光就不時地耳濡目染，影響研究參與者的想法

及抉擇。或許因為社會主流價值的影響，或許困於現實壓力、文創產業

的薄弱，亦或許流於社會大眾對文學領域的不解，要如何於自身興趣和

外在眼光中取得平衡，對研究參與者而言實非易事。且在多數時刻，社

會價值觀屢屢影響著他們周遭的重要他人，透過這些人物再間接改變研

究參與者的思想、抉擇。當社會主流價值認為「高收入」的工作才是值

得投入時，某些學生可能會受社會投資觀與熱門賺錢行業的影響，因而

改變其生涯的方向（蘇孫鑫，2007）。 

「其實在當時的社會氛圍裡面，理工這件事情還是比較

被看重一點的，被期待一點的，…你說喜歡〔選擇自然

組〕嗎？我覺得不見得，我只能說在那個環境裡面就

是，順著那種權威的自然。」（G082316） 

「其實寫作，我不是說它是件壞事，就是其實你要顧慮

現實對它的那種看法，那種越長大會越明顯。…大學的

創作量比高中還要來的大，但是為什麼大學不會因此動

那種念頭，想要乾脆轉，我覺得最大的一點就是，因為

其實大學開始思考更多事情，還有開始看到社會的一些

現實，…我也看到一個寫作者的辛苦啦！就是說我發現

譬如說你寫完作品要發表，其實你要發表到一個大的報

紙的副刊，很困難，真的很困難，而且那個報刊也不可

能一年這麼反覆給你使用這麼多次，它必須要開放給很

多人使用，所以我就突然發現從寫作到發表，其實這個

過程是很累的、很艱辛的，尤其這個時代它已經是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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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鼓勵作家的誕生，它需要更多的讀者啦!」（A073002、

A073014） 

三、 個人特質 

研究參與者認為，個人特質也是影響文學之路抉擇的重要因素。若

自身個性容易想太多，屬於較易顧慮旁人想法的特質，則易受外在反應

而更改自己的性向及決定，反之個性若偏向勇往直前、獨立自主，則較

能不顧流俗勇於選擇自己想走的路，以下將呈現兩個個性迥然不同研究

參與者的例子。 

「我發現其實那個阻力不完全是從別人而來的，可能有

一方面是自己，自己也是一個阻力，自己會去想太多別

人的觀點，比方說我大六的時候，我可能應報社的邀

稿，還在寫專欄，我可能一個禮拜要繳一篇，可是我看

到我的同學在見習的時候，他們每天回去花的時間在看

原文書，看什麼，〔可是〕我得要花一段時間來寫作，

我開始就會覺得說別人都這樣，我再這樣下去適合

嗎？…其實我在當實習醫師前，我看到我以前那些同

學，搞那個書法的啦，搞登山的啦，搞土風舞的，搞一

些雜七雜八的，通通都已經收手了，他們都回歸了，所

以我覺得我自己好像還在外面到處流浪，還不肯放手，

所以我自己就會給自己〔壓力〕，其實都是自己啦。」

（A073017） 

「我這個人有一種特質，就是瞻前不顧後，就是不顧後

果的，做什麼事絕對都不會去考慮後果的，那我覺得這

件事情相當程度的去影響我的一切，反正我只要往前走

就好了，後面的事情算了，以後再講。…我覺得這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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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問題，就是說我也會把阻礙當作一種助力，現在回

想起來我覺得一直都是這樣的…只能說我的轉折比較接

近我決定要從這個東西〔理工〕跳到這個地方〔文學〕

來了而已，就從討厭跳到喜歡這樣而已，可是在喜歡裡

面，我覺得沒有什麼挫折，所以我常常講我很幸運，可

是這個幸運對很多人來講，可能是包含了，仔細去檢視

的話，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幸的地方，可是我一直都把它

當作一種幸運，那我的特質就是說，我可能同時做很多

事情，所以有一個東西可能造成了挫折了，可是我很快

就忘了，因為還有其他事情要去處理。」（G082321、

G082322） 

綜上所知，除了家庭重要成員、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角色楷模對研

究參與者的文學生涯具有重大影響外，他們認為讀者與編輯、評審亦給

予其強大的支持力量。因為讀者的存在，讓研究參與者擁有作品被閱讀、

被回饋的喜悅，甚至讓他們帶著寫作者的使命感，期待自身作品給予大

眾不同的意義，若能藉由文章與讀者交流，便可進入另一個寫作高度，

而有能與社會大眾接軌的管道。 

評審、編輯們的出現，也是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的重要貴人。他們

有時扮演著文壇守門人的角色，成為研究參與者創作的重要開端，且不

時的溫馨鼓勵與支持，亦為研究參與者繼續書寫的能量，再者因為編輯

們的肯定與信任，使研究參與者擁有固定的發表園地，讓其內心更加踏

實、穩定，並確信以寫作當為終身職志。 

另外，研究參與者也舉列了幾項影響因素，例如圖書館豐富的藏書

對他們意義深遠，透過不斷地與文本對話，大量的文字、書籍成為富饒

其文學生命的重要源頭。而社會價值觀亦在其成長歷程裡無時無刻的影

響著他們的思想、抉擇，甚至透過其周遭重要他人傳輸而來，至於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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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自身意念、做出適當抉擇，則與研究參與者個人個性有絕大關連，

若屬於較顧慮他人想法者，則易隨眾動搖自身意念，而較勇往直前、不

顧流俗者，則易順從自身性向、不顧旁人眼光，進而選擇喜愛的人生之

路前行。 

第五節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分析訪談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認為性別角色因素對他們在文學領

域生涯抉擇扮演重要關鍵。接下來將針對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研究參與

者的影響探討之。 

壹、 兩性期待的差異 

研究參與者認為，不論是環境氛圍抑或社會大眾認知，其所塑造呈

現出來的兩性生涯期待是有顯著差異的，他們甚至覺得這已是不需要質

疑的區塊，而是個確切肯定的事實。在求學路途上，學校教育的提升並

沒有完全改變大眾對於兩性的刻板意識型態，社會對於男性的期望還是

遠高於女性（謝小芩，1998）。依據訪談結果顯示，在倡導兩性平權的現

代社會，研究參與者仍感覺大眾對男性的要求相對較高，他們被賦予必

須達到社會認可的「成功」、必須擁有豐厚的「經濟能力」、必須肩負「養

家活口」的重任、必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但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對一般女性而言，這些條件卻是相對減輕，甚至是根本不被要求的選項。 

「〔男女〕生涯規劃部分會有差別。…女生的部分就比

較輕鬆啊，因為大家不會期待妳說一定要怎麼樣，一定

要成功或是怎麼樣，大家對男生的期待就比較高。…然

後經濟壓力會比較大，因為這〔文創工作〕是個不賺錢

的行業，女生不賺錢大家會覺得妳沒關係就算了，然後

男生的話大家對你的期待會比較大。…我覺得這是一個

事實，大部分啦，大部分的狀況都是這樣。…因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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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你在做什麼？…基本上他們不太會認識其他的作

家，他們只認識九把刀，或那些特別知名的，像侯文詠

極少數這些人，所以你即使在純文學界發展滿順利

的，…但是他們也不會認識你，所以他們就會打個問號

這樣子，就有這種事情，在女生方面，女生就比較沒

差，…因為大家比較不要求妳成功，所謂的成功，就是

大家一般定義的『成功』，你要作導演，那你就最好是

世界知名的導演，要不然就要像魏德聖一樣大賣座這

樣，就是要媒體常常出現，大家都認識這樣子，就是大

家一般對成功的想法，那女生大家對成功的要求沒有那

麼嚴格。」（H050249、H050251） 

在現今文創產業相對艱辛、弱勢的時候，研究參與者要達到社會認

可的成功必定更加艱困，若他們選擇在文學領域前行或生存，解決之道

就是得在經濟與興趣中取得一個平衡點，例如尋求文學領域的研究、教

學工作，或是擴大投入文創領域相關行業等方式，讓他們獲得無後顧之

憂的財源，才能擁有不受干擾的創作生活。再者，研究參與者亦需取得

周遭重要他人對其文學理想的充分支持與認同，否則他們的文學生涯一

路走來將充滿荊棘且困難重重。 

「我覺得基本上男性有時候被賦予要擔一個經濟的重擔

之類的，但我覺得我是一向都還好，因為第一個其實我

比較沒有這麼在意，我自己本身比較不會在意這件事

情，那我太太也是一個作家，她也不會在意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我不會那麼純粹的、直

接的去做一件事情，因為我還做其它的很多相關的一些

事情，那有時候也是因為你做很多其它相關的事情，使

得你做寫作這件事情變得相對安全一點，所以我覺得多

種元素在這裡面挑起來，我是覺得我的影響比較沒有這



 

192 

 

麼大，那也不會這麼徬徨。…我覺得男性去做這件事情

〔讀中文系〕，一定會有不一樣的阻力在裡面，我覺得

可能比女性要大一點，這個社會價值裡面的阻力會比較

大一點。」（G082838、G082839） 

貳、 社會文化價值觀 

研究參與者表示，多數大眾對於文學領域的情形是迷惘不解的，且

以目前社會情勢來看，文創產業相較於其它行業的確落於較為弱勢的狀

態，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建中人社班網站曾提及（2011），因為自然組

科系的就業市場寬廣，以致於許多家長及親友，對選擇文組的男生抱持

負面或消極的態度，進而影響、壓抑、阻止學生選擇社會組的決定。研

究參與者們從小耳濡目染社會現實的觀念，隨著年歲增長，處於社會責

任日益加重的情形，要能不顧重要他人及大眾眼光，執著選擇文學之路

的確倍感艱辛，尤其在社會期待男性成家立業，並背負著沈重經濟重擔

的狀況下，周遭重要他人對其文學領域的未來「出路」更產生嚴重質疑。

研究參與者反應，他們所遭遇、看到的世界，是不鼓勵男性以創作為主

業的，甚至他們無法理所當然大聲的說出「我是個文字工作者」。因此不

論是經由社會外界，抑或透過周遭重要他人傳達而來的意念，整體社會

價值觀認定他們必須擁有大眾「認可」的穩定工作，創作只是興趣、業

餘的選項。 

「傳統觀念裡面，就會覺得男生不要寫作，…也不是說

傳統叫男生不要寫作，應該是不要以這個為主業。」

（A073042） 

「有的時候我只需要人家跟我說加油，或者跟我說我有

看到你寫的東西，這樣子而已，其實有的時候沒有那麼

多，…大多數的時候我只是希望…就是認可而已，也不

見得到鼓勵，就是認可，認可就好。…比如說我可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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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跟人家講說，『喔～對啊，我就是一個寫作者。』

也不一定要作家，就是一個文字工作者，講的出口這樣

而已，我只是要這樣而已，可是現在社會卻不允許這樣

子，尤其是男生。…男生是最主要的原因。…雖然現在

感覺兩性平權好一點，可是男生還是有一些看不到的壓

力，沒又辦法假裝你沒看到，真的很難，就是那種從小

被灌輸，你說一下要改觀很難。」（I060752、I061462） 

參、 沈重的經濟壓力與成家立業責任 

伴隨社會價值觀所呈現的，是血淋淋的社會現實，以及大眾對男性

殷切期待而產生的「社會責任」。Dunnell 和 Bakken（1991）的研究提出，

資優男性在選擇工作時，主要考量薪水和工作的穩定性，其中原因就在

於他們被期待達成傳統男性須擔負起家庭生計的角色。研究參與者認為

社會對男性期待的來源，大體脫離不了「經濟」與「成家立業」兩因素，

這些原因足以將他們的自由綑綁，使得他們無法恣意揮灑個人理想，而

且必須顧慮更多的社會現實及周遭重要他人想法。社會期待的擔子隨著

年齡漸長而日益沈重、有增無減，而這些想法有些從幼年時期父親耳濡

目染的概念灌輸，有些從環境、社會一點一滴習來，有些則經由時間推

移讓個人慢慢體悟、認知，使得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漸漸變化成理所當

然的行為。尤其當研究參與者步入婚姻、家庭的生活圈，甚至在擁有子

女後時間被繁瑣切割，不論是創作時間的安排，抑或是興趣與維生之間

的平衡情形，都是研究者需費心思考的人生議題。 

「性別吧！也有一些刻板印象，爸爸媽媽可能會覺得說

你身為一個男生，以後你要成家立業，你要養家，你要

找一個工作這樣子。」（A073008） 

「我覺得一般家庭會對男性有一些期待，那個期待是一

個責任以及工作以及養活家庭，所以現在想起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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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可能會因為這個東西而給我比較多的壓力，所以我

覺得性別因素，我覺得在文壇裡面還好，可是我覺得男

性裡面會有一個傳統價值，那個價值就是一個養家、經

濟的壓力。…我覺得這樣子啦！走到一個有創作路途的

東西，困境都差不多，我覺得去問繪畫的也是…藝術創

作都有一個這樣的區塊，因為它沒有辦法現實轉化成一

個經濟的力量的時候，…唉～就是創作跟維生啦！創作

是一個夢想，維生是經濟的能力，如果我今天沒有一個

養活自己的經濟能力，ㄟ～所有人都會給你一個壓力，

你會自己給自己一個框框。」（E061124、E061133） 

「就是身上背負的責任不太一樣啦！…〔父母〕都講啦，

我沒有辦法明講，但是其實非常明確，非常明確。…年

齡的壓力是自己給自己比較多，可是成家立業的壓力是

從大概可能大學以後就一直存在了，甚至選大學科系的

時候，那時候就存在了。」（I061491） 

綜上所知，扣在「傳統社會價值觀」這頂大帽子之下的狀況，就是

社會對男女角色期待的顯著差異。雖然研究參與者認為，隨著社會時代

的不斷進步，性別因素相較早期已不再如此凸顯，但無可避免的，大眾

對男性仍帶有「必須成功」、「經濟責任」、「成家立業」等高度期待。困

於目前文創產業的相對蕭條，若研究參與者要克服此困境，繼續在這條

路行走前進，勢必須求得文學領域相關教職，抑或擴大解讀藝文相關工

作領域，而不單侷限於「單純創作」的路線，才得以獲取較為穩定的經

濟財源，求得一個安穩創作的生活空間。簡而言之，就是研究參與者需

於「創作」及「生活」裡取得一定的平衡，才不至於遭受外界嚴重質疑

與困於現實壓力。另外，個人擁有強烈文學興趣支撐、具備不顧外界眼

光勇往直前的勇氣，以及獲取周遭重要他人的認同與支持亦為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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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若研究參與者擁有開明彈性的父母、高度支持的伴侶或同儕，則可

以協助他們打破性別壓力的框架。 

第六節 重要他人對選擇語文領域和其他領域者之 

生涯抉擇影響差異 

本研究於本章前四節歸納出家庭重要成員、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角

色楷模及其他重要他人等關鍵人物，對研究參與者的文學生涯所造成之

重大影響。而研究者針對文本內容進行深入分析後，發現生涯路途最終

選擇語文領域者，相較於選擇其他領域的研究參與者，其家庭重要成員

裡的「父母」、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裡的「教師」及「同儕」，在看待文學

發展的態度及反應上，對他們有著明顯的影響差異，接下來研究者將對

選擇不同領域之研究參與者所遭遇的現況進行說明。 

一、 家庭重要成員 

關於家庭重要成員對選擇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的影響

差異，主要是父母對子女生涯的干預及箝制程度。不論是高中時期的選

組，甚或大學時期的轉系、工作後的轉行，都與父母對文學領域的態度、

看法，以及給予子女的性向探索自由度和生涯選擇權息息相關。 

因為研究參與者們都擁有強烈的語文性向及文學興趣，但最終能得

其所願，如期選擇語文領域的人，父母特質多為擁有開放的教養態度，

且能給予子女不干預的自由空間者，亦或雖有干擾，但對子女的人生箝

制力不足者，才能使其得以順著自身性向發展至今，否則就會衍生出一

段艱苦抗戰的家庭鬥爭歷程，研究參與者才能走到現在的文學人生。而

選擇其他領域但兼顧文學興趣的研究參與者，因不與父母的想法相違

背，彼此之間的衝突自然大為減少，但當時不被理解且無法完全投入自

身喜愛領域的成長過程，無疑是受挫且孤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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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 

關於求學階段重要他人對選擇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的

影響差異，可分成兩個部分來探討，一是教師部分，研究結果可發現，

相較於選擇語文領域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其他領域之研究參與者在兼顧

文學興趣時，更在意原領域教師的想法及感受，若老師的思想抱持較為

保守、負面，甚至壓抑的態度，對於他們的文學生涯將是一股強大阻力。  

另一個是同儕部分，研究結果發現，選擇語文領域者因與同學身處

同領域之故，易於生活裡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而選擇其它領域者僅能

藉由文學社團或校外活動尋求知音，在異質性相對較大並缺乏支持的環

境裡，同學冷漠、毫無興趣的反應，是重挫他們繼續寫作的負面因素。 

歸結而知，選擇其他領域者較選擇語文領域者遭受更大的生涯阻

力，他們必須取得原領域（或自然組）教師的價值認同，才得以較為順

暢的兼顧文學興趣，且求學過程所遇同儕志向迥異，旁人多少投以殊異

的眼光，自身必須有更大的興趣支撐，才能在孤獨的環境裡繼續堅持文

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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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在本章中，研究者將先於第一節整理九位研究參與者之研究結果、

發現與討論，並於第二節提出研究建議，供相關研究或工作者參考，最

後一節則為研究歷程之反思，目的在記錄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的覺察與

思考，並分享研究歷程裡心境的轉折與改變。 

第一節 研究結論 

透過這個研究，研究者從三個面向整理出重要的結論，第一個為重

要他人對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影響，第二個是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研

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影響，第三個為選擇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之研究參

與者生涯抉擇差異。 

壹、 重要他人對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影響 

本研究歸結出數類不同時空、不同環境裡出現的相關人物，但對研

究參與者人生抉擇影響深遠的重要他人。呼應第二章所陳述的文獻探

討，除了家庭重要成員、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角色楷模等面向，還包含

了讀者、編輯、評審、書籍、社會價值觀、個人特質等影響因素，以下

針對上述人物做總結性的探討與論述： 

一、 家庭重要成員的影響 

從研究結果顯示，對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造成影響的家庭成員包含

父母、妻子（戀人）、手足、其他家族親友及家族氛圍。其中，以父母對

孩子的影響力最為巨大，家長從小給予孩子豐厚的教育環境，是研究參

與者開啟文學性向的重要源頭，而父母本身的教養態度、思想觀念，對

文學領域的瞭解與認知，與對子女的掌控及箝制程度，從幼年時期即對

子女的人生價值觀產生耳濡目染的效果，並嚴重左右著研究參與者對文

學領域的生涯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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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妻子（戀人）則於成年階段，對研究參與者影響深遠。他們因為

擁有共同的喜好與興趣而結合，除了具有惺惺相惜的同儕伙伴關係，更

多加一層戀人的特質。「她」的出現，不論是人生迷惘、低潮時的陪伴，

抑或是鼓勵、支持的良性競爭，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正向角色。 

至於其他家族成員及手足，則因志趣不見得相同，故多表現出不瞭

解文學領域，或者呈現相互尊重及引以為榮的情形，較不易對研究參與

者造成直接性的影響。 

二、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的影響 

求學階段的重要他人，大抵可區分為教師、同儕、學校氛圍等面向。

研究參與者一致反映，他們都喜愛教學活化、文學氣質相近並具備豐富

學養的老師，且師長們對自我作品的重視及熱情回饋，是他們願意繼續

書寫的強大動力。這些正向支持讓研究參與者察覺自我作為有持續的價

值，並深刻感受到理想被認同的溫暖鼓勵。而教師對學生語文能力的相

信、認同與言語的激勵，亦是促使研究參與者走入文學領域的強大力量，

或許只是偶然間的一席話，抑或不經意的溫暖眼神，但卻成為強力扭轉

其生涯抉擇的重要關鍵。而在面對創作活動的態度方面，研究參與者若

能遇到給予自由、不壓制的師長，才能使其擁有更豐盈、開闊、無拘束

的創作生命。尤其在研究參與者面臨生涯轉換或雙領域並行的時刻，這

些老師對文學態度的看法及價值觀，將是支持（或抑制）他們繼續於文

學領域前進的重要關鍵。 

而在求學階段休戚與共、喜怒哀樂共同體驗的同儕朋友，不但是一

起走過青澀年少時代的戰友，亦是擁有共同記憶的學習伙伴，這些人物

在研究參與者的文學生命裡佔有份量頗重的一席之地。在研究結果發

現，擁有興趣相同、氣質相近的同儕朋友，對研究參與者而言意義非凡，

他們同時扮演著支持者、陪伴者、對話者、讀者、良性競爭者等多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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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角色，這些友伴的出現，讓研究參與者擁有彼此對談、相互理解的對

象，他們將不再是特立獨行的一個人，文學生命也因對方的存在而顯得

更為豐饒且不再孤單。反之，身邊若缺乏心靈相契的朋友，他們的求學

之途將淪為行徑怪異並與旁人格格不入，周遭冷然、不理解的態度及眼

神，都是打擊研究參與者創作熱情的重大原因。而同儕集體價值觀亦是

左右其生涯選擇的因素之一，當多數人的想法、觀念皆順從升學導向、

選擇熱門科系、充斥重理輕文的氛圍，將使研究參與者對原先的志向抉

擇產生質疑並裹足不前，進而跟隨多數同儕認同的路徑前行。 

在學校氛圍部分，研究參與者們喜愛校風開放、彈性自主且社團多

元的求學環境。這些充斥人文氣息的校園情境，對他們而言是另一條活

化的學習管道，除了課堂裡教師的一般教學，研究參與者也常藉由校刊

的撰寫編輯或相關文學作家的採訪及瞭解，來富饒其文學生命。而多元

的語文競賽與藝文活動，更是他們才華得以多元展現的開闊平台，對其

具有積極正向的鼓勵意義。反之若身處升學主義瀰漫，重理輕文且分數

錙銖必較的權威宰制校風，將使研究參與者喪失自我性向的探索機會，

渾渾噩噩地跟隨社會價值觀的安排前行，未來將產生生涯轉換及自我認

同的嚴重危機。 

三、 角色楷模的影響 

在研究結果裡，角色楷模是研究參與者學習及認同的對象，這些人

物形象或許於現實生活中出現，亦可從書籍、影視等相關媒材與之相逢。

角色楷模的人生路徑與生涯抉擇，如同「人生範本」般提供給研究參與

者一條得以仿效的抉擇路徑，他們就像一盞前導性的明燈，照亮了研究

參與者未來可行走的文學之路。 

而現實中的角色楷模，通常亦扮演著文壇守門人的角色，因為他們

的提攜與發掘，研究參與者得以擁有才華展現的機會與舞台，天分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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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埋沒於芸芸人海裡。而文壇前輩們的鼓勵與支持，也是股溫暖的力

量來源，不斷刺激著研究參與者們的創作想望，使其願意在此領域長期

駐足與耕耘，並無形中影響著他們的人生抉擇。 

至於從書籍、其它影視媒材等來源出現的角色楷模，除了前述「人

生範本」形象外，亦扮演著精神啟發的角色，他們的思想、意志透過書

籍文字及影像的傳遞，共鳴並撼動著研究參與者的意念、思維，雖未親

眼見著其人，但他們的豐厚涵養卻深刻影響並啟動著研究參與者文學研

究的強大動機，甚至促使其將寫作一途當為終身職志。 

四、 其它重要他人的影響 

除了家庭重要成員、求學階段重要他人、角色楷模等人物外，研究

結果亦歸納出讀者、評審及編輯與其它重要來源等面向，這些因素亦對

研究參與者的文學生涯影響重大。 

因為讀者的存在，讓研究參與者覺得書寫變得更有意義，也是支持

他們繼續創作的強大動機，成為他們榮譽感的來源。也因為個別身分的

關係，研究參與者通常背負著互異的創作使命，期待自己的作品給予世

界不同的意義。另外，因得到撰寫專欄的機會或固定發表的園地，而擁

有廣泛的讀者群，對研究參與者而言就像進入另一個寫作高度，也是個

與社會大眾接軌的管道。 

而編輯、評審的出現，通常扮演著第一讀者及文壇守門人的角色，

因為他們的鼓勵、肯定與提攜，使研究參與者對創作更有信心，並更加

確定以寫作當為終身職志。 

至於其它影響來源，包含圖書館的大量書籍閱讀、社會價值觀影響，

甚或自我個性特質等因素，皆是影響研究參與者文學生涯抉擇的重要變

因。圖書館裡大量的書籍文本，不但富饒、充實研究參與者的文學生命，

亦是其看不見的朋友與良師。而社會價值觀則是從小到大、潛移默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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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及其重要他人的觀點，這些主流價值一點一滴、無孔不入的

形塑著多數人的思想抉擇，如何堅持自我的選擇而力抗旁人的意見，對

研究參與者而言將是另一項考驗。至於研究參與者的本身個性，亦是影

響其抉擇的因素之一，若是屬於較易顧慮旁人想法、猶豫不決者，則容

易因外界聲音而更動自我志向，反之若為獨立自主、個性勇往直前者，

則較能不顧大眾流俗，進而選擇自己想走的路。 

貳、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影響 

隨著兩性平權的世代漸漸來臨，性別影響已不若早期如此深刻，但

在研究結果裡呈現的情形，仍無法避免社會對男女期待的顯著差異。研

究參與者認為於現今台灣社會的傳統氛圍裡，男性依然被賦予異於女性

的沈重壓力，例如必須於事業上成功、必須肩負經濟壓力、必須承擔養

家活口的重責大任。這些無形壓力從社會眼光、重要他人要求、同儕氛

圍影響等方式，於幼年時期即一點一滴滲入他們的思想。 

加上目前純文學的出版產業相對弱勢，文藝、創作領域出路具有不

確定性的危機，除非求得文學相關領域教職或擁有較穩定的經濟來源，

不然文學創作者們很難於創作與現實裡取得平衡，這種結果容易使其蒙

受社會及重要他人的異樣眼光，或者使其內心漲滿龐大擔憂及壓力，於

是「經濟因素」變成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的考量重點。隨著研究參與者

的年齡增長、漸漸踏入家庭生活，這些所謂男性應肩負的「社會責任」，

就好似一圈緊箍咒，時時提醒並要求著他們做出生涯取捨，若加上周遭

重要他人不理解文學理想在其生命裡佔有的意義與價值，並持著嚴重的

反對意見與強大性別期許壓力，或許就會因此斷送研究參與者的文學之

路，進而更動他們的人生抉擇，這時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將成為其文學生

涯的強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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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要他人對選擇語文領域和其他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生涯抉     

 擇影響差異 

本研究的九位研究參與者裡，有三位始終在語文領域裡悠遊（不論

於高中選組或是大學選系），而其它六位則在求學期間曾轉換領域，或於

語文及其它領域裡並行。透過這個研究，研究者歸結出重要他人對選擇

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之研究參與者生涯抉擇影響差異，提供大家參酌與

省思。 

始終選擇語文領域的研究參與者，他們的語文潛能在幼年時期即可

見端倪，而父母對其文學之路亦給予相當大的彈性與自主空間，或者雖

對生涯有所干預，但箝制力並不足以影響他們的人生抉擇，以致使其能

以開放的姿態踏入文學領域，並且得以順從自己的興趣而生活。他們的

語文性向啟蒙較早，故於幼年階段其特殊才華即異於同儕且鋒芒畢露，

此時若能擁有可識千里馬的良師，以及氣質相近、惺惺相惜的好友，對

其文學生涯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強大助力，否則他們的求學歷程將淪為升

學主義裡的異類，處於和同儕世界截然不同、格格不入的艱困窘境。 

而曾於生涯歷程轉換領域者，所凸顯出來的問題在於幼年時期各領

域均優，抑或求學時代即順著社會大眾集體價值觀，一路渾渾噩噩的跟

隨大家向前走，期間並無遇到能發掘他們語文優勢能力的柏樂，學校亦

無給予性向試探的機會，甚至處於重理輕文的氛圍，以致研究參與者在

年歲漸長時，才慢慢體悟個人興趣及性向，而變更生涯抉擇。雖然以長

遠人生視之，生涯目標不論走的快、走的慢，每條路都有迥異的風景樣

貌，也是截然不同的生活體驗。但不可否認，他們於後期的生涯轉換是

較為艱辛且無助的，此時身邊的重要他人將扮演關鍵角色，能否給予寬

容、支持的力量，還是相反的負向介入反對，這些歷程將對他們的生涯

轉換造成強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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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能在其他領域及語文領域並行的研究參與者，因為出路較能符

合外界期待，又能兼顧自身興趣，所以較不易產生生涯抉擇的衝突問題，

但因一路走來，幾乎處於與自身性向互異的同儕環境，知音較為難尋，

研究參與者的孤獨感與異質性倍增，讓他們猶如生存於兩個世界。加上

需顧及原領域教師的態度及觀點，以及本科系學業、原領域工作的繁瑣，

書寫時間需更小心的切割，這些困境將對他們的寫作之路產生嚴重阻

力。此時若能遇到鼓舞他們創作的重要人物（如讀者、編輯），將是他們

繼續書寫的強大動機。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者將分別針對家長、學校教育、社會政

策及後續研究等方向提出相關建議。 

壹、 對家長的建議 

一、 從小給予子女多元性向探索機會 

研究結果發現，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殷切期待，通常從子女

幼年時期開始。父母替其打造豐厚富饒的學習情境，這些刺激都是孩子

多元性向探索的源頭。但囿於部分父母先入為主的價值成見，在某些關

鍵時刻限制子女的求學空間與學習管道，並打壓其優勢性向與才能發揮

的機會，最後未能在文學的領域開花結果實為可惜、可憾之事。建議父

母要打破自我的框架與固有觀念，在不設限的價值觀裡，才能給予孩子

多元領域探索的自由空間。依據迦納（Gardner, 1983）的多元智能理論，

每個人都有不同領域的傑出才能，若父母能因勢利導、慧眼視才，方能

培育並造就各領域的優秀人才。另外，亦有研究顯示，家長過度期望與

過多壓力容易降低資優生心理適應能力，使其產生適應失調的情形（郭

靜姿，2003）。建議父母應對子女的優異性向，多投以正向鼓勵與適性發

展的空間，避免因大人的自我成見與社會價值觀，而折損子女優勢才能



 

204 

 

的發揮舞台。這樣一來將延緩甚至使孩子失去認識、瞭解自我及探索性

向的機會，讓子女未來的生涯抉擇出現嚴重的自我認同危機。 

二、 給予子女充分職涯資訊，且不強制主宰 

父母對孩子的愛及關懷，是源源不絕的。但子女亦是一個獨立的成

長個體，有其自我的興趣與性向喜好。有時父母認同的生涯路徑和子女

喜愛的人生走向，或許意見紛歧且價值觀迥異，假若家長不能以寬闊、

彈性的態度與子女溝通，親子間的摩擦、紛爭將時有所聞，家庭間的戰

爭亦一觸即發。但要父母做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的境界，實在也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建議父母要多與子女溝通，協助其瞭解自我優勢才

能及個人性向，並共同討論、瞭解未來選擇領域與職涯資訊，提早熟悉

社會職業實際現況，以提供子女未來生涯抉擇參考。否則即如 H 於生涯

轉折過程時經歷的衝撞，「H 認為父親和其朋友一味地要他繼續唸醫科，

卻沒有提出任可以可令他折服的論證。『如果我不要自己的孩子念美術，

我一定會找一個知名的畫家來和孩子溝通，向孩子證明，就算當個頂尖

的畫家，日子還是很難過。』或是轉一個方向思考，如果一定要唸某科，

那要如何改善謀生不易的問題？如果再來一次，H 希望父母能夠和他深

談，一起來想辦法，看路怎麼走。但當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不知道

該怎麼辦。」（H 網路部落格 01）從上述資料，可凸顯親子之間溝通的

重要性，若大家能共同商議，一同思考生涯出路與人生走向，不但父母

的心理能較為踏實穩健，子女也因能參與自我的生涯抉擇而更認同所

選，提早學會替自己的人生負責。 

貳、 對學校教育的建議 

一、 落實學生適性發展與生涯輔導工作 

因為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年齡多落於二十至四十歲之間，其求學年

代與現今情況已有顯著差異，學校辦學情形也不斷修正並與時俱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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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內因應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各校針對學生生涯輔導亦多所著墨，甚

至在高中階段已有生涯規劃輔導教師的設置，在在顯示學校對於學生適

性發展的重視。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適性發展與生涯輔導是重要且不

可忽視的一環，建議學校行政及相關輔導教師，能針對學生的優勢才能

加以適性輔導，落實個別化教育的精神，破除升學主義與齊頭式平等的

迷思，將每個孩子視為獨特且讓人期待的個體。他們的優勢能力如同一

座座寶山，等著師長們慧眼發掘並加以琢磨。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

若能實踐因材施教的教學意義與做到適性輔導的真實精髓，相信每個孩

子都能成為不同領域的「資優生」。 

二、 活化國語文教學，不以升學為導向 

因應一百零三年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學生們在減輕升學壓力的情形

下，勢必更加考驗著教師的教學能力，廣大的教師群們得推陳出新，運

用更靈活、具創意的教學法，才能吸引莘莘學子對國語文學習的興趣。

尤對於國語文資優生而言，更具深度啟發性、思考性的學習歷程，才是

他們所需要的學習方式。從研究結果顯示，以升學為導向、行填鴨教育

之實的教學模式，是研究參與者厭惡且排斥的強大阻力。建議教師於國

語文教學時，能注重培養學生深度思辨能力、看待事物具獨特觀點，還

有多元面對事物的角度，而非一味仿照、遵循。另外自由聯想、另類觀

點也是可使用的教學方式，老師運用看圖寫作的模式，增進學生的想像

力與創造力，在這段學習過程中，孩子的邏輯、歸納、組織、分析、想

像、創意能力將大幅提升。另外，生活化的教學法也是與現實接軌的重

要關鍵，教學內容若能融入更生活化、生動活潑的教材，並舉辦如文學

遊戲、戶外參觀、古蹟巡禮、讀書會、電影欣賞、歇後語比賽等多元活

動，相信將更能提升學生對國語文的興趣及相關知能，而這些帶的走的

能力，將會是學子們一生受用不盡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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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均衡辦理多元領域活動 

優良、活化的學習環境，方能提供多元的領域活動。從研究結果可

見，資優學生們的學習管道是多元且寬廣無限的。除了教師們課堂裡的

口述講授，他們亦可藉由校園內多元的社團活動、跨領域的學系，或是

相關競賽取得優勢才能的展現舞台，這些管道將富足他們的學習機會，

並促使他們充實自我與增強學習動機。由此可知，良好的學習環境已從

教師課堂裡的「知識傳授」，進階為學生潛能的「啟發、誘導」，而這些

各式各樣活動可大幅度開拓學子們的求知管道，並將課堂知識轉化為教

室外的能力學習。上述措施給予莘莘學子多元的學習機會，他們可依據

自我能力與興趣，主動參與並執行相關文學活動，種種歷程將成為其一

生受用不盡且印象深刻的寶藏。 

參、 對社會政策的建議 

「根本上，你不能只當詩人，一定要先當一名醫師，像

陳克華、鯨向海；你不能只當詩人，一定要先當一名教

師，像唐捐、李長青；你不能只當詩人，一定要先當一

名…，在台灣的社會上，沒有人是只當詩人，就能活下

來的。」（蘇紹連，2012） 

文學家可作為正式職業嗎？─隨著資訊流通的快速便捷，以及電子傳

輸時代的來臨，報紙、紙本書的市場呈現逐漸衰微的趨勢。一直以來，青

年文學家的出路及經濟來源是其生涯規劃及抉擇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的大

環境卻越來越不利於文學創作發展。如同基礎學科人才的職涯出路，青年

文學家的生涯發展也需要政府政策作為推手，加以正視或投予支持性的規

劃、鼓勵，否則，他們很可能因為這些現實原因動搖人生抉擇，而折損文

學領域優秀人才。建議政府正視基礎人才的規劃與培育，並均衡各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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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且不偏廢，而對處於較為弱勢的藝文行業，其相關領域的長期規劃與

人才扶植，更是需要多加關心並擬定適當政策來協助他們。 

肆、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參與者的建議 

研究之初，一路尋找研究參與者的歷程可說是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猶記在論文計畫口試時，當時設定選取的研究參與者為五至六人，且對

象較單一化且背景類似。而後續開始進行研究時卻發現，自己雖然為文

學相關背景科系出身，但現今實際從事專職創作的男性同儕竟屈指可

數，一度陷於研究對象來源缺乏且一籌莫展的窘境。但還好透過其他朋

友人際網絡的協助，就如同及時雨、久旱逢甘霖般解救了此一困境。在

多方詢問與信件往返後，陸續從不同的來源管道，漸漸打進文學創作者

的領域圈，這時研究對象的出現，就由研究參與者們的熱情推薦下「滾

雪球」般源源而來。 

而在指導老師與口試委員的提點下，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的篩選修

正為背景殊異且人生路徑較為不同的對象，以便獲取更多元的資料內

容。最終，研究對象的選取確定為一直從事語文領域者三人、在語文與

其它領域間轉換者三人、語文領域和其它領域持續並行者三人，希望藉

由多元的對象，儘可能將資料蒐集至飽和狀態。但結果歸納後發現，因

為研究參與者的來源多由彼此間相互推薦，以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而產生，可能會造成研究對象多集中某些地點區域，而使得研

究結果有所侷限，這是未來從事相關研究時可再多思考、檢討的面向。 

二、 研究主題的建議 

對於研究主題的選擇，未來除了重要他人的影響，建議可與社會脈

絡與文化背景等議題做更緊密的結合，擴大探討造成研究參與者生涯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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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相關因素。而原先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年齡限制為二、三十歲階段，

後續研究亦可延伸到他們更年長的歲月，進行長期性的追蹤研究，據此

瞭解不同世代、不同年齡層文學家的個別遭遇與生涯困境，歸納出影響

抉擇的共同因素，並透過這些研究結果，讓周遭之重要他人更瞭解從事

文學創作者的生涯現況，傾聽屬於他們的心聲與需要，建構出一個更為

友善且支持性的良好創作環境。 

第三節 研究反思 

此節將以三個面向呈現，分別說明「研究主題的反思」、「研究歷程

的自省」及「自我成長」。 

壹、 研究主題的反思 

我於初期對研究主題的理解，多侷限於「研究參與者得力於周遭的重

要他人影響，進而順利走入文學的殿堂」或「研究參與者受父母生涯阻礙，

無法如期所願選擇文學之路」等單一論調。但在漫長的研究過程裡，透過

研究參與者個別的自我敘說與對談互動，研究結果如披沙瀝金般，隨著他

們對真誠生涯的吐露，使得不同觀點一一浮現。透過敘說內容的結果分

析，我發現影響層面不若最初所想地如此單薄，研究參與者的生活周遭環

伺著不同類別的重要他人，並隨著年齡增長不斷更替、改變，連自我觀點、

想法亦因時空而相對變異。重要他人的影響方式也以多元的面向呈現，有

些人物雖只是萍水相逢，但卻給予強大助力（如：讀者），有些人物甚至

只是「不干預、不作為」（如：父母）也是重要的影響方式之一。研究參

與者隨著身處於不同年齡與不同時空，所遭遇的困境與阻力亦不盡相同，

他們的種種敘說與回饋是我於研究之初始料未及的。 

事實上，研究參與者除了自身對於文學的濃厚興趣外，亦需考量現

今台灣社會環境對於文創產業的看法與趨勢，這使他們文學之路的生涯

抉擇更添變數。研究結果凸顯一些問題，例如台灣環境如何看待藝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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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與作家職業？教育是否重視藝文或創作相關人才的培育？台灣純文學

閱讀人口量的多寡？紙本書市的沒落與電子書時代的來臨等等變遷，種

種社會脈動皆影響著他們的職業生涯，我想除了研究參與者本身對於文

學領域的堅定執著，以及周遭重要他人的相關助力、阻力外，社會大環

境氛圍對語文領域的態度，也是左右他們生涯抉擇的重大關鍵，這些因

素將是未來進一步探究相關議題時可思考的面向。 

貳、 研究歷程的自省 

一、 訪談與諮商的混淆 

在研究之初，我秉持著誠信、開放的態度，與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度

訪談，以互為主體的態度共同回溯其人生歷程。我順著開放性的訪談題

綱深入探討，在自然、舒服的情境裡，交織出他們過往的人生經驗與生

命故事。 

記得研究初期，我反思了當時訪談的心境與想法，並檢視研究歷程

的逐字稿內容，發現隨著研究參與者的真情流露與情緒起伏，我的訪談

過程易流於偏題或諮商型態。當時將此點疑惑與指導老師分享，指導老

師點醒我「訪談過程傾聽、理解即可，不需要給予過多的建議」（研究日

誌 0428），過程中研究者應保持中立的觀點及立場，才不至於使研究結

果過於引導性及偏離研究主題。在研究歷程裡，我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

拿捏真是一門學問，太快熟稔與深度吐露，將容易受到對方各種情緒所

主導，以致不自覺掉入諮商與輔導的情境，這是研究之初我所遭遇的問

題。當然我也非常謝謝研究參與者們能夠如此卸下心房的與我深度懇

談，他們甚至對我敘說「訪談內容的論點與想法，是多數朋友都不知道

的，有些資訊甚至連女朋友與父母都不曾知曉。」（研究日誌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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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歷程的思考與自省後，我於後續的研究過程裡，都儘量避免

落入此種主觀情境，力求將自己放入括弧中，以旁觀者的狀態看待研究

參與者的生命敘說，使訪談研究更趨於嚴謹、客觀。 

二、 研究者對性別角色及生涯規劃的價值判斷 

「我必須將意念完全放空，不能固守自己的主觀想法，

提問必須思路清晰，但將個人色彩移除！我應該轉化成

他們的角色思考，並運用『同理心』傾聽他們的聲音。」

（研究日誌 0516） 

「訪談的最高境界，就是讓受訪者輕鬆愉悅的沉醉在聊

天的氛圍中，可是訪談者卻頭腦清晰、掌握脈絡。」（研

究日誌 0601） 

這段長期的訪談研究歷程，對我而言是項新鮮且獨特的經驗。因為

研究參與者都為男性，因此要如何轉換性別角色，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

觀點思考，且放下自我對生涯規劃的陳年價值觀，以純淨的心態來聆聽

對方的生命故事，是我時時提醒並反思的面向。 

研究之初，對於如何貼近與理解研究參與者身為男性的人生角色

（如：父親、丈夫、兒子等），我不斷地思考與自我釐清。因為不同的性

別、不同的人生角色，如何將他們的想法幻化為最真實的文字呈現？特

別是以女性的思維來闡述男性的價值觀，更是項難度不小的考驗。加上

訪談歷程裡，研究者即為最重要的研究工具，自我想法及發問技巧牽一

髮而動全「研究」，此點不可不慎。故對於自我的成長經驗與學校教育模

式，以及經年累月社會價值觀浸染等因素，在訪談歷程是否因此而無意

釋出自身觀點與生涯判斷，以致影響研究參與者的真實回應？或者在提

問過程裡是否特意期待「問些什麼」、「聽到什麼」？這些都是我於訪談

過程小心翼翼，且在研究過後於逐字稿來回檢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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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於研究歷程裡，不斷調整自己的對談模式，以避免加入過

多的個人想法及經驗分享。即便這些內容可使研究參與者更快進入主

題，且能針對觀點進行研議、討論，但這些情境將使研究結果過於引導

性或流於偏頗。不過，無可否認的是，雖然謹守開放性的傾聽態度，且

對研究參與者的回應儘量「存而不論」，仍無法完全排除我對性別角色及

生涯規劃的想法與期許。幸而，不同研究參與者在訪談歷程裡的觀點及

省思，也不斷提醒我相異人生路徑的開放性與可能性，這樣的反思歷程

翻攪了我原先的價值判斷，也提點我應該抱持更仔細、謹慎的態度來進

行資料分析，避免因過於框架、設限的自我價值觀造成研究結果的錯誤

解讀，偏離研究參與者原本最真實的聲音。 

而在性別角色的轉換上，因後續論文的敘寫採第一人稱為主詞進行

生命故事撰寫，對研究參與者的意念呈現出現很大的轉變，由研究參與

者的口吻進行敘說詮釋，感覺似乎重溫訪談當下的氛圍與情境，他們的

情緒起伏與心境轉折，竟然因第一人稱的文字敘述而再度重現，好似研

究參與者在面前將故事娓娓道來。再者，因為本研究之協同研究者為男

性角色，在訪談歷程與資料分析上適時提供想法與建議，故也減輕我因

女性角色所背負的性別價值觀包袱。 

參、 自我成長 

一、 走入他們的生命故事 

「研究參與者和我確認保密問題，我堅定的說資料不會

外流。他想了想，回應著『好像也沒這麼重要，反正碩

士論文沒什麼人要看！（表情反應：大笑）』也戲謔著

說『要打成逐字稿啊？真是太可憐了！』 

我跟他解釋為什麼想做這個研究？也提到實習時遇到的

數理資優班學生，很愛文學，可是因為其他科的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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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必須依循社會眼光前行。他微低著頭，默默的說『我

們的人生，都比你要打逐字稿還要可憐。』不知道為什

麼？在他開玩笑的言詞下，我覺得聽起來很沈重，感覺

一段很深刻、很灰暗的故事，就要在我的面前逐漸開

展…」（研究日誌 0425） 

我是個旅人，踏入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感謝研究參與者們讓我走入

他們的世界，並毫無保留的翻開過往的人生扉頁。訪談期間隨著自我敘

說的情緒起伏，我重新遊歷了他們的生命故事，瞭解他們於不同時期的

思想與觀點，並在互為主體的討論裡，建構出屬於他們的價值觀。在研

究參與者的人生旅途裡，也許充滿衝撞，也許轉折重重，亦也許處處驚

喜，但這些經歷皆足以讓我攫取豐厚的資源與寶藏。在訪談及撰寫成故

事的過程裡，竟彷若時光倒流，一幕幕人生光景，隨著敘說及文本逐漸

浮現，頗有「逝者以矣，來者可追」之感。 

「以文字重溫自己說過的生命，有種奇異感受，不知是咀

嚼後的回甘，或是淡淡地哀傷自己逐漸走入中年的瞬忽回

頭。總之，喜悅總是多的，畢竟走過的路已消失了，可是

未來的路仍然可眺見，人生自此暢然。」（E 信件 06） 

當研究進行到逐字稿文本的整理與編碼，我猶如置身於浩瀚廣袤的

宇宙，五、六十萬字的逐字稿內容，閱讀起來千頭萬緒，如同浮沈於文

字大海，我在其中不斷抽絲剝繭，希冀守得雲開見月明，慢慢撥開一層

又一層的茫茫迷霧。透過錄音檔裡對談語句的反覆聆聽，不同角度的重

複詢問，試圖從中尋求事件關鍵，在不斷沈思及議題浮現的歷程裡，亦

時時審視自我的觀點及角色位置，期待從中獲取研究的重要意義。 

在研究訪談告終的一段時日，因為本身回歸工作職場，並接了縣內鑑

輔會的龐大業務，故研究工作以緩慢的情形進行著。幸而周遭的師長以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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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的態度叮嚀著，輔以研究參與者們的加油、鼓勵，使我於工作之餘，努

力在撰寫論文的時間找到平衡，並一頭栽入浩浩文字海且無法自拔。 

「真的要對挖掘背後真相、分析文字具高度興趣及敏感

度，才能沉醉於文本中。閱讀逐字稿時，感覺是有畫面

及聲音的，這是最真實的呈現。」（研究日誌 1128） 

二、 那些研究參與者教會我的事 

回顧研究歷程的漫漫長路，藉由研究文獻的探索與研究參與者的生命

故事回饋，我看到更多文學領域於社會現實遭遇的現況，並親耳聽聞且深

刻體會男性文學家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這些資訊使我不斷反思生涯抉擇

的意義與價值，並陷於順性發展與現實衝突的矛盾與掙扎。但研究參與者

們以更為廣闊、彈性的視野與親身的人生經歷，教導我生命選擇充滿無限

可能。他們言談間散發出的文學熱忱與執著態度，使我由衷敬佩且心懷感

動，即使研究參與者們屢屢面臨困頓與挫折，但因為勇往直前的精神、對

文學領域濃厚的興趣，以及淡泊看待生活的方式，這些能量皆足以使其在

文學領域發光發熱、一展長才，就如耀小張在部落格所談「所謂的『文學

有什麼用』幾乎成為每一場演講、每一次座談必然觸及的命題，在那背後

更直接的探問是：文學能不能賺錢？能不能成為職業？初始，面對這樣的

提問，總覺得內裡有什麼被羞辱被損害了，但漸漸懂得，生活何其難，功

利主義往往將天真吞噬撕裂。然而，如果換個說法，把文學當作一個『陪

伴』的概念呢？有一個夢一件事，一輩子隨身攜帶，使我們沮喪時感到安

慰，空慌時感到充滿，盲目時尋見瑩澈，那不就是最美的最美的一件事了

嗎？為什麼一件事非得要『有用』不可呢？按照夏目漱石的說法，『放心

和真純，表示餘裕。餘裕，不管是畫、是詩、是文章，均為必須條件』（《草

枕》），換言之，臣服於『現實』而無從打造全新世界的人，無非小看了文

學，也看輕了創作如何巨碩。『所謂文學，是將人存在中不可度測的一面

推到極致。』上個世紀的讀書人班雅明這麼說。於是我想起那些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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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一刻一秒都難以煎熬的夜晚，所幸，還有文學護持著我們，致令生出無

比的勇氣…」（C 網路部落格 02）從他們身上，我看到很多身為成功者的

特質，此情形也與學者阮汝理所談智力三環論的概念不謀而合，成功的必

要成分需為中等以上的能力、工作熱忱、創造力三者之交集（Renzulli ＆ 

Reis, 1997）。因為研究參與者們擁有優異的語文性向，高度的文學熱忱與

強烈的成就動機，故能克服人生種種難題，並不斷終身學習，進而能夠產

出優異的文學作品。 

而我在研究歷程與結果裡也深刻感受，研究參與者周遭人物的態度

與回饋，衍生的影響力是如此驚人且巨大，這讓我屢屢警惕，若自己身

為這些所謂的「重要他人」，對研究參與者的態度及方式不可不慎。這些

情境常常宛如蝴蝶效應般，因為某些不經意的微小事件，演變成不同的

人生。身為教師、家長或其他人物，這些角色的存在是生涯推手？還是

阻礙的一堵牆？種種機緣發展或許就在他們的一念之間，不同的看法與

價值觀會孕育出迥異的人生旅程，也因而造就或折損了一位卓越的文學

作家。 

因為這些反思，讓我對自身的生涯想法及工作範疇有更深的體悟。

也期望藉由此段研究歷程，在未來和家長分享、指引學生生涯抉擇與人

生規劃時，能擁有更為寬廣、彈性的思維空間，並能時時警惕、要求自

己充實這些研究參與者眼中的「良好特質」，進而成為一位能帶給學生正

向影響的「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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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參與者邀請函 

OOO 您好： 

很冒昧寫信給您，我是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資賦優異組的碩士

生。我將進行一篇論文研究，主題為「重要他人對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

抉擇的影響」。我從網路及書籍看過您的背景資料，覺得您非常符合研究

所需的對象，非常誠摯地希望您能成為我的受訪者。 

想要進行此論文的起源，是因為看到許多男性學子，因社會價值觀

或周遭重要他人的影響，可能更堅定走文學路的志向，亦或因而動搖自

己想法，選擇不一定適合自身的未來。加上我本身為國中國文教師，很

希望藉由此論文的撰寫，能對現行資優教育政策、國語文教育以及語文

資優男性學子有所助益。所以，我很期待透過論文的產出，以及您在經

驗、想法上的分享，讓目前現職教師、家長，具相同經驗、背景的學生，

擁有依循、參考的依據，甚至產生支持的力量。 

我的論文純做學術參考用，研究將透過 1-2 次深度訪談，從您的經

驗裡分析歸納。我也會依循研究倫理，內容會確保您的權益與隱私，訪

談的所有內容與資料，我將絕對保密，除了協同研究者及指導教授，不

會提供給非相關研究人員。關於您的真實姓名，或任何會讓其他人聯想

到您的資料，都會經過妥善處理，不會出現在此碩士論文及口頭報告中。

研究結果也會經由您的審閱及同意，再進行發表。 

誠摯地期待您能參與本次研究，非常謝謝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資優組碩士生 楊垂芳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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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願意參與本次研究。在分享您的寶貴經驗之前，請您仔細閱

讀下列內容，並可提出與研究有關的任何問題。希望藉由此份同意書，

能讓您對即將進行的訪談及後續研究有更深入的瞭解。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資賦優異組碩士班的研究生，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重要他人對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抉擇的

影響。您後續提供的資料相當寶貴，若以紙筆記錄分享經驗，可能會錯

失一些重要訊息。此外，我將於訪談結束後進行更精確的內容分析，因

此需要徵詢您的同意進行錄音。在訪談過程中，當有些想法或內容不想

被錄音時，您也有權利隨時提出終止的要求。訪談結束後，我會親自將

您的受訪內容謄寫成逐字稿，並送交請您確認。 

本研究純屬學術性質之用，訪談錄音的所有內容與資料，我將絕對

保密，除了協同研究者及指導教授，不會提供給非相關研究人員。本研

究以確保您的權益與隱私為原則，您的真實姓名，或任何會讓其他人聯

想到您的資料，我絕對會經過妥善處理，不會出現在此碩士論文及口頭

報告中。 

如果您同意以上相關說明，並願意接受訪談，請您在本同意書上簽

署姓名。您所提供的資料相當寶貴，對現職教育人員、家長及相同成長

背景者有非常大的助益，由衷感激您的參與和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研究生：楊垂芳 敬上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簽名) 

研究者：__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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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題綱 

壹、 個人生涯經歷與抉擇 

一、 請簡述您的年齡、求學經歷、工作經驗、專長領域。 

二、 在您的學習與成長歷程中，何時對文學產生興趣？為什麼？ 

三、 在文學領域中，有那些人、事、物對您的影響深遠並且意義重

大？其帶給您的影響是什麼？ 

四、 您於高中階段組別(自然組/社會組)的選擇為何？大學階段科系

的選擇為何？就業階段職業的選擇為何？您是如何做出這些決

定？ 

五、 在選擇轉換的過程中，您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阻力？當您遇

到這些困難的時候，是如何處理及因應？【曾於理工/社會科學

(語文)間轉換者】 

六、 請談談發展至目前為止，文學創作對您的生涯有何影響？其中

有何轉捩點？ 

七、 請您談談如何走上文學一途，成為男性文學家？ 

八、 是什麼原因讓您能持續於文學領域發展？不至於放棄文學創作

的夢想與決心？ 

九、 假如時光可以從頭，您會希望自己如何走過從前那些日子？ 

貳、 家庭重要成員 

一、 請簡述您的家庭成員。 

二、 父母給您那些方面的教導，對您日後的文學發展有何重要意義？ 

三、 父母對您的要求、期望？對您踏入文學領域的態度及看法為何？ 

四、 家庭其他重要成員對您在文學領域發展的觀感及態度如何？是

否給予支持及鼓勵？ 

五、 對未來的規劃，家庭對您的支持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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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求學階段重要他人 

一、 請簡述您的求學歷程。 

二、 在求學過程裡，有無對您文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正面或負面)的

老師？他/她是如何影響您？ 

三、 對於您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同儕對您的看法為何？與同儕相處

時，您的語文專長有無對您造成困擾或優勢？  

四、 在求學生涯裡，有無讓您印象深刻的事件？ 

肆、 角色楷模 

一、 您最欣賞的歷史人物是誰？他/她對您的文學發展有何影響？ 

二、 您最欣賞的當代人物是誰？他/她對您的文學發展有何影響？ 

三、 在您的生涯歷程裡，是否還有其他人物(家庭、求學階段重要他

人之外)對您的文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伍、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一、在生涯歷程中，您的文學之路是否曾因性別因素帶來困擾及壓

力？對您的生涯抉擇有何影響？ 

1.這些困擾及壓力，在各階段中造成您那些方面的影響？帶給您

什麼阻力？ 

2.對於這些壓力，您的反應為何？ 

3.您面對壓力的因應方式？  

二、在求職或工作歷程裡(選擇文學領域者)，是否會因為您的性別而

有不同的待遇？ 

三、您認為男性文學家有何共通的特質？ 

四、如何使更多對文學有興趣、有能力的男性學子投入文學界？對於

和您有相同背景、經歷者，您會給與什麼想法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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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研究參與者檢核函 

XXX 好： 

我是之前邀請您參加「男性青年文學家生涯研究」論文研究的垂芳。

首先，謝謝您當時接受我的訪談，在資料分析與撰寫的過程讓我獲益良

多，對走文學創作領域的人有更深切的認識。最近訪談的資料終於整理

並撰寫結束，預計要在明年一月提出論文口試，因此，想邀請您協助審

稿，並請您看看與您相關的故事與內容是否吻合。 

論文的結果分成三章，其中一章是研究對象的生涯故事，也是必須

請您幫我審稿的部分。另外兩章是論文分析與結論，採用將訪談資料打

散的方式進行議題式的撰寫。 

關於請您審稿的生涯故事，我在撰寫時是依當時的訪談內容，擷取

對您生涯有意義之重要他人及相關事件，依照事件時間順序編排，並去

除逐字稿部分贅字，拼寫成連貫可讀的故事，最後再依故事情節分段命

名，而故事以您為第一人稱「我」的立場進行敘寫。為了保留當時訪談

的感覺，所以在閱讀上有較為口語的情形。 

由於資料轉錄與分析結果的真確性至關重要，所以必須麻煩您幫我

確認、查核故事內容，是否與您當時口述的資料吻合。如果資料有您覺

得不妥或想修改的部分，也可以直接以紅顏色字（或追蹤修訂）在文本

裡刪改，我會將您修改後的最終版本放於論文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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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想請您給我撰寫內容上一些建議： 

1.故事的吻合度如何？ 達     %？ 

2.閱讀故事文本/經歷訪談後的感想與建議？ 

以上回應，我也會一併放於論文中。 

雖然進行研究這段歷程漫長又辛苦，但整體而言，我的收穫很多，

也思考很多。期待這篇論文的發表，能對文學與資優教育有些貢獻。最

後，真的非常謝謝您協助我的論文完成！您是我論文產出的重要貴人！ 

 

祝您     平安快樂！ 

 

垂芳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