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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波，不逐流─ 

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分析 

詹婷雅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透過社經

地位不利高中生自我成長經歷的敘說重現其成長背景及歷程；並探討其

「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與「生涯選擇」

等面向發展。本研究共有五位研究參與者，以研究者參與中華資優教育

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共同辦理之第四屆「惜才育英」計畫所輔導五名

來自臺灣不同縣市的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進行探究。本研究採用敘

事研究中「整體─內容」及「類別─內容」模式進行資料分析，以前者

進行研究參與者成長歷程之整體脈絡檢視；佐以後者針對研究參與者成

長歷程中不同向度進行分析，以跨個案整合分析的方式歸納出這五位優

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脈動。 

    研究結果分為兩層次撰寫，第一部分針對不同研究參與者個別進行

成長經驗之分析與探討，照見五位研究參與者相異的成長脈絡與歷程中

交織而成的發展影響因素；第二部分進入「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

學歷程」、「社會互動」與「生涯選擇」五向度的跨個案分析與討論。研

究參與者的成長經歷因個體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整體而言可以下列幾點

進行歸納： 

    一、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擁有細膩、深入的自我信念，對於自 

        己優、弱勢的理解及內在覺察頗為敏銳；在成長歷程中，個體 

        內在亦因早熟特質而擁有頗大的情緒起伏。 

    二、研究參與者的家庭經濟與成長資源雖相對匱乏，家庭成員關係 

        與情感交流皆頗為正向。豐沛的家庭情感支持填補經濟的缺口。 



II 
 

    三、國小、國中至高中不同求學階段與學習環境的轉變，對於研究 

        參與者影響甚鉅。研究參與者在不同求學階段面臨課業成就、 

        人際交往等面向之起伏與挑戰，嘗試在碰撞與擺盪中尋找平衡。 

    四、社會互動方面，大多研究參與者能主動從生活場域、社會資助 

        方案等環境中學習、珍惜所擁有的學習資源；人際交往傾向則 

        較為被動、退縮。 

    五、對於生涯發展和選擇，研究參與者擁有獨立、具體的自我觀點， 

        亦受到家庭環境與父母期望影響而將經濟、就業等現實因素納 

        入生涯考量；對於未來，則期望確立自我定位，有海闊天空的 

        視野開展。 

    最後，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強化學校環境關注弱勢背景學生的系

統，教育相關人員密切追蹤家庭整體脈動；建立良師輔導機制，引導與

協助其生涯視野的開拓；對各階段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進行長程關

注；期許將來社會能為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提供更多深、廣度兼具的

社會支持資源。 

 

關鍵詞：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成長經驗、敘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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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but Not Drift Blindly: The Study of Five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d Gifted High-school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Ting-Ya Ch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growth of five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d gifted high-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autobiographic 

narrative stated b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 study sets its goal on 

analyzing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s in the aspects of self-concepts, family 

relationships, process of study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ir career goals. 

The common background of the five high-schooled participants is that they 

all attended the forth “Bright Minds Award” hold by Chinese Association of 

Gifted Education and Morgan Stanley Taiwan, in which the researcher 

participated as coach. The research adopted narrative inquiry as its research 

method. Accordingly, to present the participants’ life experiences with a 

complete structure, the study was proceeded under the model of 

“holistic-contend”. The essay also used “categorical-content” model to obtain 

the common traits among the five participants’ life experiences, and to 

generalize the factors that made their current mentality. 

Based on the two former models, the researcher split the study results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is to discuss how the five individuals’ growth 

experiences formed their current shape of minds respectively, while the 

second phase is to gather up the traits among their self-concepts, family 

relationships, processes of study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areer goals. 

In summary, those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d gifted students have 

keen observations about the surroundings and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Most 

of them are apt at looking into themselves. Besides, perhaps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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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precociousness comparing to their peers, the high-schooled 

participants tend to be quite sensitive. 

Secondly, despite the relatively poor resource their families can provide, 

the participants have positive feeling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their families. The spiritual support they got from their families 

compensated the inferior feeling caused by substance deficiency. 

Thirdly,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different schooling stages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for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Facing different 

challenges, the students always tried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ursuit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harmony with peers. 

Furthermo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most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sought resources actively from school and government. 

They made good use of the resources that they acquired on their ow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eem to be rather passive and introvert whi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eers. 

As for the goal setting of their future career, the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d gifted students tend to be relatively down-to-earth. Concerning 

their own future, the students feel it essential to take realit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ease of getting employed,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articipants all expect themselves to find their own position in the future. 

Finally, some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for 

example, to strengthen the caring system, to provide a mentor network and 

long-term services for gifted students from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d 

families. 

Keywords: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d, gifted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narrative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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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每個人的生命經驗是獨特的，也是深刻的。 

—陳文玲，2006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大學時決定踏上資優教育的路途，實習，到任職於小學資優資源

班場域。幾年來的教育工作，讓研究者深刻發現到家庭社經地位與個體

成長的緊密關聯。教育工作歷程中與一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個體的接觸

與覺察，發現這些來自社經地位不利的學生，充滿著許多的殊異，並擁

有和環境相容、相融的調節能力。每一個體用自己習慣和自我發展出的

方式面對生活與成長。個體成長的歷程中，他們的生活與各自的家庭、

自我性格與所遇的人事物交集，組合交織而成一個完整而獨立的生命。

而在我接觸過的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學生中，身上往往有著屬於他

們特別的思維印記與獨一無二的角色詮釋，看他們面對生活與家庭的境

遇，這些殊異的生命像在述說著動人的樂章。 

 

壹、從與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的晤談開始 

    研究者的教學生涯中，在小學資優班任教所帶的第一屆學生，是一

群很奇妙組合的群體：十五位學生中，有三分之一來自社經地位較不利

的家庭，此外其他學生則來自一般家庭，這群孩子較少比例是像一般資

優生來自較高的家庭社經背景。而這些來自社經地位較不利的孩子有著

互異的獨特思維方式、問題解決與自我調適能力，在生活中、課堂裡隱

隱顯露，在與研究者晤談的場域裡則更加彰顯。「晤談時間」是我在資優

班班級經營內與資優學生近距離對話的場域。晤談中的對話隨著師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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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熟悉與默契的建立，一次又一次自然而然的深入。孩子從起初大略

談起自己簡要的家庭與學校生活，到後來總是期待著與我再預約下一次

的晤談，分享其家庭、學校生活的細節，到隨時在變動的人際與友伴關

係。漸漸地，晤談間的對話流與思緒流進入較深入的層次，這些學生開

始敞開內心，主動分享一些對於生活中的大小事、人際互動與對自我概

念等的內在觀點，有時甚至勾動了內心較深層的情感，在晤談中自在顯

露情感的起伏：有時是難過的嚎啕大哭；有時是若有所思地、吞吞吐吐

嘗試完整地詮釋自己的內在；有時則是不再完美地包裝自己形象而旁若

無人的放聲大笑。而在晤談過程中，社經地位較不利的資優生，他們釋

放出真實的的內在自我與情感呈現，總是讓我震懾與思索。 

    讓研究者驚訝的是，他們只是小學生，一群不過九到十二歲的孩子，

在這些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的自我敘說的語言中，研究者竟能體察到一

個個深刻而獨立的生命。 

    研究者在任教生涯所帶第一屆的這些孩子已畢業近半年，前陣子在

我帶著他們一起編輯、製作的資優班畢業班刊裡的「生命故事專輯」中，

突然又翻到一段話，而這正是來自這屆多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其中一

位，他從小學三年級入班就開始和我討論著他眼中的家庭、他在生活中

所觀察到的父母，以及他眼中的這個世界。他在班刊裡自撰生命故事中

的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在好像隨時都會消失的童年時光裡，我，其實是非常辛苦

的，大人們常說：「小孩子是會辛苦到哪去？」這句話使我非常

疑惑，難道只有大人才辛苦嗎？這是令我非常疑惑的一件事，

但是我也不想多說些什麼，畢竟我們小孩對社會貢獻是微不足

道的，等到我們學好，達到一個程度之後，我們就可以回報這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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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相對細膩與敏感之下，小小年紀的個體即

已展現了生命能量的無限性，研究者如此驚嘆的同時，更驅動自己想要

深入體察貼近這些社經地位不利群體，探究這一篇又一篇的成長故事。 

 

貳、真實接觸與近觀一群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 

    從社經地位不利的小學資優生的自我敘說下已初顯了生命的流動與

變化，那麼，在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身上，生命的軌跡與發展想必更加

動人。當正處於小大人尷尬年齡的高中生角色與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背

景交織，這樣的個體更存在了值得深入探究的特殊性。 

    兩年前研究者參加了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合作辦理

的第四屆「惜才育英」計畫，該計畫是專為清寒高中生設計的長期助學

與成長支持的充實活動。2004 年，摩根士丹利公司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共同開辦這項計畫，在計畫中提出關懷弱勢資優的觀點，並以臺灣首見

的獎助計畫型式辦理，每一屆由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評選來自低收入家庭

的優秀高中學生（郭靜姿，2011）。該計畫的學員甄選分為初選和複選兩

階段，初選階段由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行文各縣市教育局轉發「惜才育英

資優學生輔導計畫」及「推薦表」至各國民中學輔導室，依據學業表現

及家庭背景兩項標準篩選學生，以國中九年級學生在校有優異表現（智

商、學業成就、比賽成績等）及其家庭領有低收入戶卡者為篩選條件。

而第二階段則安排專業之鑑定人員實施創造力與批判思考測驗、基本人

格測驗，並進行小組訪談與相關資料之蒐集，最後由專家學者組成評選

小組選取學生約三十名學生（惜才育英資優學生輔導計畫，2008）。甄選

出的學生可在高中三年中接受寒暑假充實營隊、良師輔導的資源、以及

各類生活及學習補助等（郭靜姿，2008；郭靜姿，2011）。其中，此計畫

以分組的方式為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安排專任輔導老師陪伴他們在此計

畫中的數年中共同學習與成長。而在因緣際會之下，研究者有幸能擔任

其中一組的「良師輔導」老師，研究者與五位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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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互動與交集就此展開。 

    「惜才育英」計畫在資優生高一到高二的寒、暑假都會辦理不同學

習主軸的營隊，從初次相遇 2010 年寒假的「生命教育營」開始，後來又

經歷了「學習策略營」、「領導才能營」等不同的場合，研究者在營隊各

類型的活動中觀察這五名來自臺灣不同地區、卻相同是社經地位不利家

庭出身的優秀高中生，研究者眼中的他們越來越清晰、和他們也越來越

熟識。身為這些孩子輔導老師的我，在營隊之外，對於他們日常生活的

關心與輔導是更重要的工作與角色。除了有時電訪的互動外，我們也在

方便的網際網路上建立社群聯絡網，他們總分享學校或心情轉變的起伏

與生活。兩年多來，研究者和這五個孩子始終分別居住在臺灣五個不同

的縣市，每年寒暑假營隊的相聚外，偶爾也會相約某個大家都方便的地

區聚會，分享近況。他們在不同的城市、相異的學校生活，看著他們從

懵懂的小高一，到參與高中社團與多彩多姿生活的活躍高二，再到他們

即將踏入高三生活，他們在生活中各面向的能力展現多元且豐沛。我看

著他們在各自的生活中展演著獨立而豐富的樂章，面對生命的挫折與生

活的種種，他們總有穩重和獨到的應對方式，不論在營隊時的交集或日

常生活的聯繫、或是他們對自我生活的敘說中，研究者都感受到超齡、

成熟的態度與價值觀。 

    記得初任輔導老師時，手邊有一份關於這五名高中生成長背景概述

的資料，每一份資料雖然字數不多，卻都讓研究者彷彿看到一齣齣起伏

的戲劇情節。這對從小生長在臺北市中心，一帆風順的研究者而言，從

未想過該如何經歷這些生命的轉折與起伏。更難想像地是，在這樣生命

經歷之下，如何去發展與實現自我。但當研究者認識這些孩子、漸漸熟

識，到在我們的生命建立起一個相連結的互動圈，研究者在他們身上看

到很多不同的努力、堅毅與韌性。這也讓原本就想深究社經地位不利學

生成長歷程的研究者，確定要更進一步研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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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對弱勢群體學生生命長程的關注與探究的欲求 

    隨著時代和社會脈動的變化，臺灣當今社會的發展，貧富差距及城

鄉差異問題一直存在且不斷地擴大。近年來，「關懷弱勢」、實現弱勢支

持的教育環境等議題已成為政府關注的焦點（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議大會

手冊，2010）。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及教育均等相關議題已成為政府和社

會大眾關心的議題（王韻涵，2010）；「弱勢族群學生」的名詞也開始被

關注（曾端真，2005）。而在社會階級的多面向分化之下，「社經地位」

代表了獲得生活資源、待遇優弱勢等的表徵（陳奎憙，2001）。即使人

權的議題被倡導，在無形的意識形態中強調著受教的平等權、資源分配

的平等，但在有形的資源分配上仍無法達到全然的平等。若跳脫社會整

體發展的觀點，從個體發展的角度思考，研究者不禁想深入探究這些弱

勢群體學生的成長脈絡，以及隨著成長過程中的生活環境改變而轉化、

成形的自我概念。 

    在研究者所學而較熟悉的特殊教育及資優教育領域中，「個別化」是

一重要的核心概念，強調從每一個體的角度去思考其所需求的教育及處

遇方式為何；以此為發展，雖然研究者所接觸的這些弱勢群體高中生並

非通過標準化資優鑑定而判定的資優生，但他們不論是在參與中華資優

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合作辦理的資優充實方案「惜才育英」計畫，

以及生活、求學、面對生命轉折時的心態，都可以觀察到他們各自的優

秀，以及樂觀、彈性的自我調適能力。 

    研究者從事教育工作以來的這幾年，接觸了各種不同特質的學生，

從任教的小學資優生，再到近年來參與企業贊助的資優充實方案「惜才

育英」計畫所接觸到的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每一個體的成長的確

都有值得深究的各種層面與內在，每一段生活上演著說不完的故事，而

在每一篇篇的成長經驗背後，更有許多關於個體自我生命的學習。 

    「欣賞生命風光，我們需要的，只是一份好奇、禮敬及謙卑的心，

就夠了」（引自周志建，2012）。本研究的動機除了用質性研究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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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的觀點去欣賞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生命篇章外，更希冀能藉由研

究近身貼近這些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在他們成長故事的回首中照見

未來生命可能的發展亮點。 

    綜合上述背景，研究者想深入研究自身因輔導經歷接觸的社經地位

不利高中生，希望從這些個體成長經驗中，近觀這些生命發展的起伏，

也為這些個體照見各自成長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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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焦點 

    在和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互動的兩年間，研究者時常想著一些

問題：他們從小到大有著什麼樣的成長經驗？在這五名社經地位不利高

中生的成長過程中，有著什麼樣相異的環境與背景，讓他們發展出各自

的處事態度與自我價值？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又如何在家庭的起

伏與變動中找到自我的平衡？而臺灣城鄉的文化差異，與他們較為變動

的家庭背景加乘之下，造就了這些居住在相異地區、來自不同家庭的高

中生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與視野？在他們成長歷程中，生活的點點滴滴感

受與經驗對他們生命發展的影響是研究者欲深入探討的，而這是一段動

態的流動歷程。研究者希望能藉由研究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本研究的目的則在於，希望能從這些個案成長經驗的探究中，更加

聚焦以了解：在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歷程中，自我概念、家庭關

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期許等要素的發展及對其生命的影響。

最後從個案的敘說和分析、研究中，檢視個案的成長經驗，進行成長歷

程的歸納。研究之外更深層的意義在於：使身為輔導老師的自己反芻在

這五名個案的生命中真正需要的幫助和支持，進而思考還有什麼是我能

給予和提供協助的。 

    本研究擬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分析，並透過對於

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歷程探究，在此欲以研究者在中華資優學會辦

理第四屆「惜才育英」計畫中參與輔導的五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

進行研究。根據研究動機及目的，本研究的焦點著重三方面： 

一、從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敘說中重現其成長背景及歷程。 

二、探討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自我概念發展。 

三、探討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家庭關係、求學歷程與社會互動。 

四、探究社經地位不利家庭資優生的生涯期許與生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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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節主要針對研究中所涉及的二個重要名詞進行概念性的解釋與其

在本研究中的定義。 

 

壹、社經地位不利 

    以社會學理論的脈絡而言，所謂家庭的「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是社會階級化的產物，區別社經地位的標準則包括了職業類

別、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標準去評判以進行層次的區別（陳奎憙，

2001）。在此所指之社經地位不利在概念性的廣義定義指職業類別、教

育程度、經濟收入等標準較低下的家庭；而在操作性定義方面，指的是

參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合作辦理之「惜才育英」計畫

的高中生領有低收入戶證明的個體。 

    本研究選定「惜才育英」計畫中研究者所輔導的五名社經地位不利

高中生個案為研究對象，這五位高中生來自於臺灣不同縣市的社經地位

不利家庭。研究者原本欲將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定義為廣義的資優生，

然而後考量研究參與者並未全部皆具有標準化智力測驗的「資賦優異學

生」身分，但五位研究參與者在學業成就、學習與各方面表現都頗為突

出，因此在此將本研究之對象界定為「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 

 

貳、成長經驗分析 

    此研究中所稱之「成長經驗」，是指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從小到大的

成長經驗，其中包括家庭背景、生活經歷、求學過程，包含與環境中人、

事、物的互動，以及成長過程中發生的大小事件等；成長經驗的人物除

了身為研究參與者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個體，擴及的對象也涵括個案

的家人、師長、同儕與重要他人等。而在此研究中，成長經驗蘊含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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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意義是，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成長歷程中，對自己生活的看法，與自

我價值的發展與建構。 

    本研究以敘事探究的方式，呈現對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

詮釋與探究。敘事探究是一種融合有形與無形的傳達，其不只是想法或

價值觀的傳達，而是生命歷程的分享和展現，也是從個人的經驗來說明

事件、行動和所遭受的困苦（Rubernstein, 1995）。透過講述個體的故事，

在過程中分析、統整出一個經驗或一個體的故事（胡幼慧，2008）。本

研究則希望能從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說故事」的口吻中，自我陳述、

分享成長過程中不同面向的經歷，並將內容分析、整合以還原出該時間

與空間集合的真實樣貌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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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從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自我成長經驗敘說中，探討

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群體中，個體的成長經驗和轉化脈絡。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從研究主軸起始，進行社經地位不利定義

之探討；第二節切入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與相關研究；第三節則從

社經地位不利背景的名人成長經驗進行探究與分析；第四節分別從不同

向度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自我概念、

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等向度發展；第五節加入針

對敘事探究的相關文獻資料探討。 

    由於質性研究的文獻探討並非著重驗證與推論，文獻之於質性研究

的意義在於成為研究的探照明燈，為研究的焦點照見、開展一條探索的

道路，故研究者希冀從社經地位不利與個體發展的相關文獻搜尋、整理

與深入探究的過程中，在有限資料裡聚焦本研究的無限可能，映照出本

研究確切的方向。 

 

第一節 社經地位不利 

壹、社經地位不利相關探討與定義 

    隨著社會型態轉變，貧富差距問題擴大，社經地位不利之弱勢族群

雖漸被關注，卻仍始終存在極大的社會問題。 

    「社經地位」（SES）一詞是社會學之下的產物，以我們所處的這

個人類世界的概念對人進行分化與差異的歸納，研究者認為此概念或許

也是一種對於「人」的標籤。 

    從社會學理論出發，陳奎憙（2001）認為社會階級分化的結果造就

了所謂家庭的「社經地位」之概念，區別社經地位的標準則包括了職業

類別、教育程度、經濟收入等標準去評判以進行階層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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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經地位意義上蘊含的內容，包含資源與聲望的整合性指標。在資

源方面，測量物質資源、社會資源和資產，包括收入、財富與教育程度；

在聲望方面，測量個人在社會階級中的地位，評估個人的職業聲望等（龔

心怡、林素卿、張馨文，2009）。以此為歸類，社經地位不利則在於收

入低下、職業聲望較低等，但目前較常指稱的「社經地位不利」多指收

入低下，因家境清寒或家庭經濟資源等的不足而欠缺文化刺激的機會（郭

靜姿，2011）。 

    而以社會資本論的觀點，社經地位不利指的家庭資源，包含人力、

財務與社會資源的匱乏與低下。Coleman（1988）認為，人力資本、財務

資本與社會資本等三向度皆是家庭資源的基礎，家庭背景都包含了這三

個部分；而這三種資本也是用來測量家庭社經地位的主要方法。前述的

三種家庭資本中，人力資本指的是非物質資源，例如：教育向度，依據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和提供有助學習的環境來衡量；財務資本大致上則

由家庭財富和收入來衡量，其提供物質資源(material resources)以增進學

業成就，如：提供穩定的讀書環境、有益於學習的材料、和家庭的財務

資源等；家庭社會資本則是一種直接獲取家庭福利的連結歷程(Bradley & 

Corwyn, 2002)。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在人力資本方面相對有較多資源，

但一些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仍可藉由社會資本彌補在人力資本和財務資

本的劣勢，為子女提高其教育成就（李敦仁、余民寧，2005）。以Coleman

（1988）進一步的看法認為這三項家庭資源仍有部分的重疊。以整體性

的社會資本論而言，社經地位不利則是上述三項家庭資本匱乏的統稱。 

    綜觀而論，在探討家庭社經地位的觀點中，大多是以社會階層化為

主要的切入角度；在社會階層化的劃分中，而所謂的「家庭社經地位」

往往是家庭發展的關鍵指標（徐沛雯，2005）。 

    對於「家庭社經地位不利」的向度，各方學者有不同的見解。Blau 與

Duncan（1967）認為職業是最能代表客觀階層的指標。而出現在社會界

定階級的主要依據有收入、財力、職業聲望、種族、性別。此外，學歷

與收入也常做為社經地位客觀的表徵（黃毅志，1999）。社經地位經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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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學歷、職業、收入、性別、種族等類別的總和。社經地位與社會階層

則有很高的相關性（陳建州，2000）。 

    在社會階層中，位階的高低通常代表財富的多寡、階級的異同、身

份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與文化的差別等；而一般家庭社經地位多用

以表示個人在社會階級中的高低情況，亦即教育水準高、職業階層高，

伴隨著會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源與文化資源會更豐

富，這被稱為高社經家庭；相對地，低社經家庭是指家長學歷較低下，

從事的工作則屬於體力工或農、林、漁、牧或服務買賣的工作，其家庭

收入不豐厚，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也相對較少，文化資源也處在較弱勢的

環境（姜添輝，2002）。 

    綜合上述，關於本研究探討的社經地位不利定義，在狹義上指參與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合作辦理之「惜才育英」計畫中篩

選出的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其中包含家境清寒、單親或失親等以

經濟要素為主並領有低收入戶證明的弱勢家庭學生；但在廣義上，則包

括了社會上經濟因素的低收入、中低收入；文化因素的原住民、新住民

等文化不利學生；家庭結構因素的失親、單親、隔代教養家庭等的弱勢

族群子女等。 

 

貳、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關注之議題 

    近年來在國內教育會議與政策制定的議題中，都漸見對弱勢族群的

關注與討論。在我國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十項議題中，其中一項即為

對弱勢群體、特殊群體與多元文化的聚焦（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議大會手

冊，2010）。由於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的觸媒（吳武典，2010），對於原

住民、新移民子女、其他弱勢群體教育的重視在國內政策面與實務面都

越漸提升；而這些對於弱勢群體教育政策的關注則來自於我們感受到所

處社會的結構日漸改變，以朝向「M型化」的脈絡發展。 

    在2010年全國教育會議上，第六向度中心議題「多元文化、弱勢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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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與特殊教育」論題中，子議題三「實現弱勢教育支持的教育環境」將

弱勢學生依發展差異與適應生活困難的相似度歸納了幾類型的弱勢學

生：包含經濟不利、家庭不利、文化殊異、身心發展與學習低成就等五

大類。以下為針對議題中各類型定義的弱勢個體進行 之歸納。 

 

表 2-1-1  

弱勢學生分類表 

弱勢學生分類 包含的族群 

經濟不利 低收入戶、失業家庭、家庭突遭變故等。 

家庭不利 單親家庭、隔代（寄）教養家庭、非婚生子女等。 

文化殊異 原住民、新住民、僑民子弟等。 

身心發展 身心障礙、身心障礙父母之子女、偏才生、雙重

特教需求學生等。 

學習低成就 中輟生、各種補救教學對象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議大會手冊，2010。 

 

    從上述各類型的弱勢學生分類而言，家庭環境不利與經濟弱勢的個

體占多數，本研究聚焦的社經地位不利研究對象也都是此兩類型的群

體。從民國69到99年，臺灣依照個人可支配所得的五等份分析，最窮與

最富有的複合成長率分別為7.03%與7.12%，但中間族群的財富成長幅度

卻僅不足百分之七，這樣的數據顯示「M型化」社會越來越明顯。 

    民國100年我國主計處（行政院主計處，2011）的調查也發現，國內

低收入戶已突破十二萬戶，人數更超過三十一萬人之多（低收入戶總數

為12萬8,237戶，約占全國總戶數1.59％；人數共31萬4,282人，約占全國

總人口數1.35％)；相較於前一年（民國99年)，統計出約11萬2,200戶，人

數27萬3,361人的數據，後來亦有逐年攀升趨勢。而在最新的「101年度低

收入戶資格審核標準」（內政部社會司，2012)中，明定每人每月平均所

得低於10,244元者為低收入戶；而每人每月低於15,366元則為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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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前述數據是以臺灣整體為平均標準，然而這樣的數據也受臺灣城鄉

差異的影響，若以臺北市的標準而言，每人每月低於14,794元即被界定為

低收入戶。社會變遷之下，薪資和就業機會增加有限，房屋漲價和物價

攀升，家長為付房貸等生活支出，無法再負擔子女之學貸，這樣的問題

在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中成長的子女身上更必須承擔。根據教育部資料，

2010年申請就學貸款人數為42.7萬人，當年度大學、專科以上學生總人數

為134.4萬人，靠就學貸款念書的比率，高達31.7％，幾乎每三個學生中，

就有一個要背債念書。近15年來，台灣背負學貸的人次成長近18倍（林

宏達，2012)。這樣的壓力在城鄉發展差異與物價的不斷變動背景影響之

下，社經地位不利者生活的問題可能更為加劇。 

 

表 2-1-2  

近年低收入戶戶數及人數統計表 

年度 低收入戶戶數 低收入戶人數 
低收入戶戶數佔  

總戶數比（%） 

低收入戶人數佔  

總人口數比（%） 

93 年 82,783 204,216 1.15 0.90 

94 年 84,796 211,22 1.16 0.93 

95 年 89,902 218,151 1.22 0.95 

96 年 90,682 220,990 1.21 0.96 

97 年 93,032 223,697 1.22 0.97 

98 年 105,265 256,342 1.35 1.11 

99 年 112,200 273,361 1.41 1.18 

100 年 128,237 313,406 1.59 1.35 

101 年 145,887 357,436 1.78 1.53 

102 年 142,166 345,365 1.73 1.48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主計處，2011；內政部社會司，2012，2013；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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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這些被整體標準與平均數下界定的低收入戶家庭中，有多少

處於成長與求學階段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這些孩子在城鄉差距與各自

家庭問題的加乘效果下，成長與學習又各自面對怎樣的挑戰呢？ 

    至於國外也有著同樣棘手的社會發展議題。國外認定的社經地位不

利，有時在概念上則包含於文化殊異一詞之內，社經不利與文化殊異兩

個相似的概念經常共同被探討。關於國外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不同種

族的文化殊異學生上。美國自 1960 年代起，有許多非裔美籍、西班牙裔

美籍、印第安人、亞裔美國人等不同的種族，在美國歷史與社會發展的

背景下，這些族群是相對弱勢的（李偉俊、黃曉嵐譯，2012）。後美國自

1980 年代起，也加強對弱勢學生的關注。當時美國社會上多以種族、性

別、社經地位、宗教文化等角度，來界定成長背景或環境不利的孩子，

並將之稱為「危機邊緣學生」（at-risk students），也因此衍生制訂許多相

關社會法案與計畫，例如：種族優惠方案（affirmative action）與發展出

其它各類民權運動，以提倡保障弱勢族群的受教機會和社會福利（周祝

瑛，2009）。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 2001 年，美國則又提出目前較廣為

人知的「不讓任何孩子落後」（NCLB）法案，喚起對社會貧窮，種族、

階級等不平等問題的重視。 

    即使從國家的政策執行部分強化了對弱勢族群的社會支持與資源，

一直到近年來，也仍從一些國外的研究中可窺見社經地位不利依然可能

造成學生學習成就與個體發展的相對弱勢。Carnevale 與Rose（2003）的

研究發現來自較低社經的學生往往在常春藤名校的比例很低，Austin 與

Oseguera（2004）則認為教育進路（access）的均等需要一再被強調，否

則仍容易被忽視和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形成障礙；此外，教育機構或單

位也必須被視為致力於促進社會流動的媒介，包括從學前機構到成人教

育機構，包含教育體系每一層級（Cloete，2004）。若如前述提及「教育

是提升個體的社會流動最快的方式」，那教育成就面向而言，社經地位

不利個體先天背景在後天受教歷程的確可能存在著比一般人更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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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貧富差距的發展一向是社會學最關注的議題之一，經濟條件、家庭

結構與社會的變動始終息息相關。在前述眾多來自官方、文獻等的統計

資料中，重點並非是要特別標籤化這些在生活環境上相對弱勢的群體，

然而隨著社會「M 型化」發展，這些群體日益漸增卻是一項事實。生活

條件相對匱乏的情況下，更值得關注的則是在這樣背景對於個體長程生

長、發展的影響為何。研究者將在後續章節接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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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及相關研究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往往被歸類為弱勢群體的一類，由於經濟、文化

的相對弱勢，所處的背景或環境資源可能也較少，經濟的不利，同時也

影響文化刺激的資源缺乏，因此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成長經歷中是否可

能面臨較多的困難和起伏，或許能從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相關文獻探討

中發現一些脈絡和關聯。 

    有鑒於此，研究者從關注家庭社經地位與個體發展影響的相關文獻

開始探究，期能先藉由分析家庭社經地位與個體發展的關係，進而探究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成長經驗中的發展。 

 

壹、綜觀家庭社經地位不利與個體發展 

    根據 Uhlenberg 與 Mueller（2003）指出，在家庭資源與個體發展的

關聯探究中，家庭經濟資源的匱乏對於個體發展是不利的，經濟壓力直

接或間接地影響個體發展。在孩子直接感受家庭經濟困難、父母壓力；

或是間接從家庭經濟不足致使父母需花費較多時間於掙取經濟收入，因

而使個體在成長歷程中獲得較少的父母關注和陪伴等，都是造成孩子低

自尊和問題行為之原因。國內亦有研究發現家庭經濟資源有助於提升家

庭的情感資源，同時也能減低知覺家庭經濟狀況的貧窮感。 

    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等因素對於日後大學時的幸福感有持續的影

響力（葉明芬，2008）。Shek（2005a）發現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子女的

內在幸福感明顯低於經濟狀況較佳者。家庭經濟資源與個體各面向的發

展雖然並非完全正相關，但根據部分研究仍可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

確可能有較弱勢的成長環境與內在歷程。 

    在個體心理感受層面，社經地位不利學生也會因為知覺家庭經濟狀

況而造成更大的壓力和成長的包袱。陸洛（1998）認為家庭社經地位等

因素可能間接影響個體內在的心理福祉。Shek（2005b）則以分布高、低



19 
 

社經地位的家庭個體作為對照，發現家庭經濟較不利的青年知覺家庭經

濟狀況的負面影響是遠大於家庭經濟狀況並無不利的青年。此外，也有

一項為期兩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家庭經濟資源與情感支持的缺乏會使青

少年心理苦惱問題越發嚴重，且在此追蹤研究中的時間點顯示，無論是

研究初期或最終的調查結果，發現家庭經濟資源對於個體內在的穩定度

和正向都有相關（Hop, 1997）。在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個體成長歷

程中，除了學習調適個體內在的成長起伏外，用穩定和正向的態度面對

外部的家庭經濟狀況似乎也是一重要課題。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弱勢皆可能反映在外在的生活適應與內在的心

理發展向度。在國內社會學領域的一早期家庭相關研究中，發現家庭社

經地位高低對於個體作決定的獨立性、思考自我發展時的想法正確性、

生涯選擇的自主程度和對生活、工作的看法等，並無直接的影響（楊明

珠，1982）。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個體發展正向或

負向的反而是家庭溝通的管道與機制，而並非家庭社經地位。然而，後

來或許隨著時代的脈動與社會型態的改變，也有研究發現社經地位的

優、弱勢會影響青少年的生涯覺察與發展（呂育錚，2005；蘇鈺婷，2002）。 

    因此，家庭社經地位與個體發展的關聯性，或許也和時代背景下家

庭型態的發展，以及社會的變化有關。從研究中觀之，社經地位不利個

體的內在成熟度發展較緩，或許是因為在成長過程中必須要面對家庭社

經的問題，在不斷的動盪中學習並成長，學習內在的平衡去調適外在環

境的起伏，進而才能追求個體的穩定成長；如此的歷程下，才漸能發展

出和有充分外部支持的中、高社經地位背景的個體相同的成熟度，這對

於家庭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發展而言，的確是一大挑戰。但或許也因此造

就這些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在「問題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擁有高度

的主動性與積極性（郭靜姿，2008）。這樣的人格特質在個體成長過程中

影響著社會支持網絡，也深遠影響著未來人生的發展（Goodman, Joyce,   

& Smith, 201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NHY36/search?q=auc=%22%E5%91%82%E8%82%B2%E9%8C%9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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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各類型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相關研究 

    國內有一些對於各類型社經地位不利群體學生為研究對象分別進行

探討的相關研究。在此將這些相關研究以對象類型的差異進行區分整理。 

 

表 2-2-1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相關研究整理 

社經地位不利相關

研究的對象類型 

國內相關研究 

外籍配偶子女 蔡榮貴、黃月純（2004）；吳錦惠（2005）；鍾鳳

嬌、王國川、陳永朗（2006）；余淑貞（2006） 

隔代教養背景子女 吳佳蓉、張德勝（2003）；唐瑋（2005） 

單親家庭子女 李玉齡（2000）；黃薇靜（2000）；陳怡曲（2001）；

蔡晴晴（2002）；黃毓芬（2002）；柯賢城（2002） 

突逢變故家庭子女 陸若君（2005）；林文婷（2007）；許智傑（2008）；

劉佳珍（2009） 

低收入家庭子女 翁慧圓（1994）；黃淑玲（1995）；蘇淑貞（1997）；

陳正鋒（1998）；全中鯤（2000）；袁志君（2000）；

陳金英（2002）；陳作忠（2003）；林昀嫈（2003）；

孔祥嘉（2003）；周佩潔（2003）；黃聖紜，（2005）；

葉玉玲（2006）；魏妏珊（2007）；王崧任（2011）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以外籍配偶子女為研究主體的研究中，歸納出外籍配偶子女容易

產生課業學習、學校適應及自信心缺乏等問題，同時也可能出現情緒障

礙、關係建構等更嚴重的情況（余淑貞，2006；鍾鳳嬌、王國川、陳永

朗，2006；吳錦惠，2005；蔡榮貴、黃月純，2004）；隔代教養背景的社

經地位不利學生在學習適應與人際關係上也較容易出現障礙（吳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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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勝，2003）。而在以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個體面

對先天無從選擇的家庭資源匱乏、多限制與相對弱勢的成長背景，可能

有較低下的自尊與學業表現（林昀嫈，2003；葉玉玲，2006）。   

    在聚焦在來自低收入戶之社經地位不利青少年的研究中，亦有研究

者聚焦於青少年的經濟貧困背景與脫貧的歷程上。在研究中可以發現家

庭經濟貧窮的情況相關於家庭人力資源的多寡，然而貧窮的境遇在個體

成長歷程中卻可能是一無止盡的循環，家庭貧窮時間越長、程度越大，

越難脫離貧窮的定位，來自貧窮家庭的青少年在成人後，仍可能處於較

弱勢的生活環境。另一部分，研究資料中也顯示社經地位不利的家庭欲

脫離弱勢處境，往往需要家中子女長大就業才得以脫離不利的家庭社經

地位（王崧任，2011；陳正鋒，1998；蘇淑貞，1997）。 

    許多研究則以較深入的觀點，藉由質性研究的方式探究和省思社經

地位不利青少年的成長和生命經驗。 

    魏妏珊（2007）從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成長的生活困境與衝擊等主觀

經驗敘說中，探討外在物質等資源的匱乏，使個體產生自卑感受，同時

又由於標籤化的弱勢身分而造成心理的複雜與矛盾。 

    從深度訪談關注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則使視點更加細膩，黃聖

紜（2005）訪談十位家庭貧窮子女的成長，以個人生命發展縱向歷程出

發，藉由關注其學校、工作、同儕體系網絡互動，來瞭解社經地位不利

子女生涯發展與未來職業的建構。十位研究參與者深受家庭經濟貧窮和

起伏的困境影響，其中受訪者分別因為家暴、貧窮雙親價值觀與態度、

面對身心障礙者家人的照顧、重視外表導致內心的自卑、金錢至上、居

處貧民社區等因素而有各自的成長課題，多元的成長經驗也因此影響其

日後互異的生涯選擇。 

    有研究者認為深入理解社經地位不利青少年的生活現況與內在感受

是有必要的，其藉由探討主要生計者失業對於家中青少年子女的影響，

進而思索社經地位不利青少年生活環境資源的需求，以及從社會支持系

統的觀點探討積極的可能改善方式為何（周佩潔，2003）。此研究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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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意義在於個體處於社經地位不利的情況並非永遠弱勢，或許其成長

過程的一個轉折或正向的協助，就能影響一個生命的發展。 

    國內也有研究者以單一特定對象為研究焦點，鎖定一社經地位不利

的夜校生，探討其從事檳榔西施的半工半讀生活，去嘗試理解與詮釋社

經地位不利青少年的成長經驗與生命價值（唐瑋，2005）。在此質性研究

中關注青少年在弱勢處境與挫折經驗中的成長動力，在先天匱乏的家庭

環境中，因為後天師長與同儕的社會支持，仍轉化了研究參與者的內在

困境，能有正向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生命。同樣以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內

在復原力與正向態度為研究重點，許智傑（2008）也發現外在資源的支

持，如：家庭、親友、學校和社區等都能使經濟困頓的大學生在生活中

擁有積極樂觀的行動去改善困頓的生活環境。陸若君（2005）在探討復

原力對失業家庭青少年生活適應影響的研究中亦有類似見解，認為成長

經驗中外部的引導和支持力量的確能改善青少年來自家庭起伏的內在傷

害和影響。 

    在前述研究中，都可見得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先天家庭資源的匱乏

或不穩定的情況下，仍可用不同的心態和應變讓後天的生命豐足。社經

地位不利學生也或許能從正向的優勢觀點強化、改善生命的困境。林文

婷（2007）與劉佳珍（2009）研究皆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正向思考、

正向的自我概念發展，若與外在環境支持的優勢相結合，也能讓個體的

優勢充分發揮在生命歷程中。 

    歸結上面的研究，研究者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生命歷程中，家

庭資源的弱勢並非決定生命和定位的關鍵，而後天成長經驗中所與之交

集的人、事、物以及環境，才是決定其生命樣貌的因素。 

    再綜觀其它國內與社經地位不利對象相關的質性研究碩士論文中，

研究者精讀、整理後發現：有研究者強調聚焦在個體貧窮生活經歷的探

討(黃毓芬，2002；全中鯤，2000；孔祥嘉，2003；柯賢城，2002；袁志

君，2000；翁慧圓，1994；陳金英，2002；陳作忠，2003；黃淑玲，1995)；

或是對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深入觀察研究(袁志君，2000；全中鯤，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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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賢城，2002；陳作忠，2003)；在鎖定如單親家庭、原住民等的特定社

經地位不利背景之對象為焦點的研究中，以質性研究探討家庭經歷與發

展的研究也不少(李玉齡，2000；蔡晴晴，2002；陳怡曲，2001；全中鯤，

2000；黃毓芬，2002；黃薇靜，2000；柯賢城，2002)。雖然在國內相關

質性研究中選取的特定研究對象涵括了單親、低收入戶、重大家庭變異

等的社經地位不利個體，但本研究中欲探討的是特定群體（參與中華資

優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合作辦理之「惜才育英」計畫的優秀社經

地位不利高中生），在國內目前仍無鎖定此族群的相關質性研究，因此研

究者將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去探討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在成長經驗中

的生命轉折與發展。 

    此外，研究者在進行相關文獻探究的過程中發現，與本研究主體最

相關的僅有一篇量化研究。蔡馥安（2012）以相同背景的社經地位不利

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以量化統計的方式進行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人

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於認知情意交織特質的預測研究。此研究對於本研

究有頗大助益之處在於其研究中所定義的「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和研

究者深入探究的對象相同，皆是有參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

公司合作辦理之「惜才育英」計畫的高中生，唯該研究者選取的對象為

「惜才育英」計畫更早期的第一、二屆學生；而本研究深入探究的對象

為該計畫第四屆的學生。同時該研究者是從量化分析的方式去綜觀參與

該方案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情意等成長要素，在那篇論文中研究者

也提及在量化研究之後，質性的探索也是值得發展的。從該研究結果中

可獲知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更詳細的生活現況，同時也覺察到即使

這些孩子在較辛苦的外在環境下成長、生活，由於家庭環境的融洽氣氛

和周遭的關懷與支持，發展仍頗為正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這份研究中所聚焦的人格特質、社會支持、

認知與情意交織特質等向度，也有頗多的歸納：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

生的人格特質偏向高度的外向性、嚴謹性與開放性；而在情感性支持方

面，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需求和感受度很高；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



24 
 

的研究參與者在認知情意交織特質分析的部分，則擁有高度的熱情和人

道關懷。這份研究得到的發現，顯示出和其他社經地位不利相關研究不

太相同的結果，這群社經不利資優生的發展並未受到外在環境的限制，

內在的價值觀和感受在量化數據的呈現上也多傾向正面。然而，該研究

調查的第一、二屆「惜才育英」計畫資優生與本研究所深入研究的第四

屆「惜才育英」計畫資優生畢竟是不同的個體；同時讓研究者再思索的

是，調查研究呈現出的外在信效度，是否可推論到以「人」為本的質性

研究，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群體在問卷調查與成長經驗敘說訪談間呈現

的資料又有多少的相同、相異性，仍待研究者走入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

的成長經驗敘說世界中才能得到答案。 

 

小結 

    在本節文獻中，研究者針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相關研究進行探討、

整理，發現相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研究皆與社會學關注的議題息息

相關，亦和前一節社會家庭、經濟結構發展相呼應。值得一提的是，相

關研究在選取研究方法時，許多相關研究者以質性研究為主要研究取

向，採用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或許由於了解社經地位不利學生

外在發展環境變遷同時，對個體心理因素、情感覺受、情緒的起伏等歷

程探究更符合研究者想要關切的議題，也具有較深層的研究價值。畢竟，

「人」的個體生命經驗無法全然用量化數據呈現長程的動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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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的成長經驗 

     

我們必須學習傾聽自己和他人的故事， 

並且去認識痛苦的所在，將它們打開， 

朝向成長和改變走去―而不是用痛苦將彼此綁死。 

―Carol S. Pearson（引自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2000） 

 

    根據前段文獻探討的結果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與發展有許

多不同的樣貌呈現，端看家庭結構、成長環境等不同要素的建構，成長

歷程不同的際遇和時期亦對於個體有許多各異的影響。研究者接著從真

實的生命實例探尋，搜尋了現代在社經地位不利背景下成長的名人，在

名人傳記等相關文獻中探討在不同領域發光發熱名人在社經地位不利背

景下的成長經驗，從這些現代的生命故事實例中分析每位名人各自的成

長歷程；並針對這些名人的成長經驗中進行整合與歸納。 

    研究者從諸多社經地位不利的名人中選取了八位名人進行較深入的

探究。在此選取的名人研究對象，並不侷限於家喻戶曉、叱吒風雲的人

物，涵括了在國內各領域有所成就與貢獻，以及在其社經地位不利背景

成長的歷程中，可清楚照見個體完整成長脈絡、發展自我價值的生命實

例。在本研究實際開展前，先從這些名人的成長經驗中分析這一條條社

經地位不利背景個體的生命軌跡。 

 

壹、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成長與經歷 

一、在家喻戶曉之外看見成長的刻苦與踏實：王永慶 

    王永慶的成長經歷與奮鬥史在臺灣是最為家喻戶曉的例子，從其在

企業上成就越來越廣為人知後，一、二十年前早有許多人開始追朔這位

名人的成長過程與背景。王永慶的幼年經驗是在臺灣經濟最窘困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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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有研究者花了十年時間，蒐集了二十年來王永慶的中、英文文獻

資料近兩百萬字，在研究與重整歷程後，將王永慶成長及奮鬥的點滴重

現，該作者道出王永慶從艱辛的童年到開始工作闖蕩過程中的起伏（郭

泰，2001）。王永慶從新北市（過去的台北縣）新店直潭貧窮的家庭中出

生，父親為貧苦的茶農，他所居住在絕大多數人為文盲的的村裡。幼年

便常需要和母親一起到家附近的雙軌台車道旁，撿拾從車上掉落的煤塊

或木材。在那個連醬油和餐食來源都令人擔憂的家庭，以及經濟、知識

都匱乏的時代下成長，王永慶的求學不並順利，小學的在校成績總名列

最後十名。其從小學三年級因父親倒在病床、家中經濟更加堪憂後就開

始半工半讀，十一歲面臨父親失意欲上吊輕生，十五歲開始到外地嘉義

工作，從一名米店小工開始職涯；十六歲便自行米店的創業，漸漸開展

思索工作出處與變通能力的智慧。而後在幾十年生涯中奮力往前的不斷

突破其經營與生命格局，漸蛻變成我們今日家喻戶曉的「經營之神」。分

析王永慶的成長經驗，其從一而終的刻苦精神與認清自我「辛苦」的事

實，加上信守承諾與堅毅的氣魄，在那樣念舊、節儉也擇善固執的性格

下，在成長過程中發展自我。循著其成長軌跡，王永慶生命中核心價值

的堅持到其晚年仍可清楚照見，研究者的大學同學幾年前曾擔任王永慶

孫女的家教，有時到學生家中可清晰地觀察出王永慶生活作息與簡樸、

務實的習性，到擁有萬貫家財的晚年仍以簡單的餐食小菜為選擇，連使

用衛生紙等生活用品皆謹守節儉的原則。 

二、礦工兒子無常的生命奇遇：蔡合城 

    在青少年時期曾經擔任王永慶早年球僮，後來在顛簸中取得國外碩

士學歷，並擔任多校講師、自組創業公司的亞洲保險王蔡合城，其成長

境遇的起伏也充分道出人生的無常。「如果我和村裡的礦工一樣，不思考

生命的其他可能，不發揮我的生命潛能，是不是也會一輩子就在那暗無

天日的礦坑裡工作、受工頭欺壓、最後賭博喝酒耗盡健康，然後在點燃

一支菸所引起的瓦斯氣爆中，粉身碎骨，結束我的一生？」（引自蔡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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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頁 28）這是來自蔡合城自傳的一段獨白。蔡合城來自父親為礦工

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民國四十一年出生在臺灣北部基隆雨港區的小村

落，幼年在礦坑附近長大，也因父親的礦坑工作看見身為礦工的辛酸，

而母親為了家計推運礦坑口的煤渣車，肩上的傷口從未癒合。十三歲時

蔡合城因父親工作傷害而取代擔起礦工的工作，父親復工後又因礦坑爆

炸而失去性命。求學階段也因為弱勢家庭環境而被同儕欺侮，中學時期

每天需要走四小時才能到校，後來的求學過程中也經歷採礦、賣菜、在

墳墓撿骨打工以完成學業，就讀五專時為籌措弟弟的學費，有五年時間

以生力麵充飢，然而其從求學經歷中體會自己較適合以腦力付出勝過以

勞力賺取經濟來源，因此在求學時努力不懈。雖然成人後的生命歷程也

不順遂，同樣歷經失業、負債和轉業等困境，但其在早年生命中遇到許

多機緣，在不同的人生時期分別與王永慶、吳火獅、陳茂榜、林燈等名

人獨處，親近不同的名人生命以體現、反芻自己從成長經驗中學習到的

生命道理（蔡合城，2001）。 

三、從為全家十四口乞討到被社會看見的傑出青年：賴東進 

  賴東進的成長經驗幾乎可以「苦澀窘迫」形容，賴東進出生在有十

四口人的乞丐家庭，父親全盲，母親和大弟是重度智能障礙，從小全家

以乞討為生。自學會走路開始，便經常跟著大姊到處乞討，十歲前全家

居無定所，四處流浪，每天過著三餐不繼、餐風露宿的生活，也有十年

時間曾以墳墓為家。身為長子，賴東進在其成長經歷中承擔了大多數照

顧家人的責任。但在其求學歷程中卻不因家境的困窘而失去學習動機，

各類考試他總是排名第一，也拿了近百張獎狀，在其青少年時期，對生

命的樂觀心態已顯露，同時也為自己能到學校受教育感到知足，並為因

家境困頓而必須從事娼妓工作的胞姐感到不捨。後在對生命積極進取的

努力下使生活愈趨安穩，於 1999 年獲選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職場上也

擔任私人防火公司的廠長兼經理。其回首成長歷程的每一階段，都是造

就他多年後有所成就、到達生命一定高度的階梯（賴東進，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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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動盪家庭中成長的工人博士：江燦騰 

    家庭激烈的變異對於個體的成長是挫折亦是自我前進的推力。江燦

騰在幼年的成長過程中也經歷了荒唐不羈的父親酗酒、敗家而與母親離

異的家變、失學、童工剝削等歷程，期間因一肩扛起家計的母親無力負

擔學費而輟學，也曾寄住於伯父家中。雖然因為青少年時期就中輟學業，

提早進入職場，從最底層的工人階級做起，然而三十多歲時又自學通過

高中同等學力考試，並考上師大歷史系夜間部；後來又進而考上台大歷

史研究所，並一路半工半讀讀到博士畢業，投身佛教史研究與學理辯證

的考究。江燦騰後來生命也經歷了癌症和佛學研究起伏等的動盪，但其

面對一路上的經歷始終如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所描敘對他的印象：「在

絕境中自力更生，在挑戰中自強不息，在志業中自得其樂」（曹銘宗，

2001）。 

五、從 15歲學徒的貧瘠環境走上今生金飾舞台：蔡國南 

    身為「今生金飾」股東，同時也是其專業經理人，並身為臺灣本土

金飾工廠的負責人，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幼年因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將

店當作銀行，日益湧入的資金卻因父親的不善理財而導致失利負債，其

成長過程經歷了家中因借錢而被受侮辱、經常見聞祖母對別人鞠躬屈膝

的辛酸、身型瘦小無法做粗活而被雇主拒絕等的經驗。在其家庭經濟的

衰退與面臨欠債壓力起伏下，蔡國南在 15 歲國中畢業時帶著當時的一百

多元北上當金飾學徒，開啟數十年在本土金飾業扎根與奮鬥的故事。「鍥

而不捨」的精神從蔡國南幼年的成長，至青少年時擔任學徒，始終延續

到成年後的金飾事業，堅定意志未曾逝去，其成長歷程中少了冠冕堂皇

的「傳奇」式生命，但多了豐厚的生命實在感（蔡國南、陳芸英，2007）。 

六、在平凡中自我突破：羅水木 

    臺灣本土成功鞋業—阿瘦皮鞋董事長羅水木，從擦鞋工作到管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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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鞋王國成功的背後，也蘊含了其平凡中不尋常的成長經驗（吳昭瑩，

2002）。羅水木在一般孩童最自在的學齡階段即擁有不平凡的承擔，六歲

為了家計，到處叫賣甜不辣賺錢；十歲因父親工安意外過世而到礁溪麵

店擔任童工；十三歲又經歷生命中第二個至親—弟弟因為家中窮困無法

就醫而死亡；十多歲的青少年階段已經歷多次得失的起伏，如：從汲汲

營營上宜蘭太平山賺取家計的收入累積，到十七歲迷失在賭博的花花世

界而上臺北躲債；再到光復初期與日本人談生意的試煉。種種經歷讓羅

水木在平凡個體的成長培養出不斷自我突破的精神。二十三歲那年，他

憑著典當手錶的錢創業，從擦鞋工作做起，到賣鞋、創立鞋業品牌，其

成長經驗也蘊含了社經地位不利背景的個體積極而欲突破的生命價值。 

七、只是找到一件真正想做的事：古又文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成長的辛酸與艱困往往要到其有揚名成就時才能

被關注與看見，古又文也是如此。古又文帶著其對服裝設計的夢想，排

除成長中家庭的困境與各種經歷的障礙，才被定義為媒體間所謂的「臺

灣之光」。他的成長故事和一般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單親典型差異不大，

成長中最艱困的時期是來自於幼年喪父，母親當清潔工養育家中三姐弟

的壓力。然而古又文在成長過程中就充滿對生命的哲思與對夢想實現的

自許，其自傳中並未著墨太多「心酸面」，只是用平實的口吻敘說對成長

記憶中母親的印象，如「從早打轉到晚的陀螺」以及其「堅持」的生命

基調，「人生本來就苦。然而媽媽用她大半輩子跟我說明了一件事情：人

生如果沒有堅持，只會更苦」（引自古又文，2010）。求學階段沒有得到

相同與被肯定的同儕團體，加上其對於技職升學體制的無奈，古又文把

多數精力投注在自我創作的探究，高職時充分體察社會對於單親背景的

刻板印象與過度標籤，也使其更加成熟。古又文成長與求學歷程中不斷

在自我中超越自我，專注在自己想做的事，在每個階段都給自己訂下目

標，這樣的他，使其在日後於設計界佔有一席之地並不令人意外（古又

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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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用理想實現幫助弱勢的行動：沈芯菱 

    生長於雲林的沈芯菱，家境並不寬裕，從小就與父母一起奔波擺路

邊攤，幼年尋找學習資源並不容易。她二年級時，電腦資訊正起步，父

母籌錢幫她買電腦後，其開始自學：十一歲學會架設網站；十二歲成立

網站工作室；至 15歲已考取數十張電腦證照。沈芯菱在貧困生活環境

中，從自身資源弱勢的成長背景去體察弱勢族群的需求與困境，並在生

活中發現社會真實問題，如：農產品滯銷、政客的現實等。因此，透過

自學網路行銷，她企圖改善自己和週圍人們的生活；後更致力於架設免

費教學網，希望改善教育資源的失衡，並親身發起許多公益活動。其試

圖從「知識公益」的傳遞，彌補城鄉差距。雖僅是一個十多歲仍處於求

學階段的青少年，其思維卻是擴及深、廣面向的，以幫助別人的理想為

主要出發點，開展各類社會行動的實踐（沈芯菱，2006）。  

 

貳、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成長經驗的統整分析 

    在走過上述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的成長軌跡後，研究者照見在這

些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生命中，有許多共同的因子，即使每個體的成

長年代、背景和社會脈動都有所差異，生命的價值亦無法用相同與相異

來界定，但這些成長經驗中的共通點或許是他們今日能被看見的要素，

值得進一步探究。 

    而在這些被整理過的名人研究資料中，名人從出生到青少年時期的

成長經歷與心路歷程，也可作為研究者在深入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

經驗時的參考與借鏡。以下為研究者針對這些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成

長經驗中共通點所作的整理與分析： 

一、無形的心路歷程起伏更甚於有形的成長環境艱困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成長過程，除了面對環境資源較為不利的處境

外，一路上成長的心理壓力；面對挫折、挑戰時的心情起伏，都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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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中如影隨形。蔡合城青少年時期擔任礦工時曾經歷了生命毫無希望

的悲觀，「那時候，我覺得一切都完了，似乎逃離不開作礦工的宿命（引

自蔡合城，2001）」，其認為心理面對生命境遇的煎熬更甚於勞力付出的

耗盡；蔡國南在國小時家中負債後，面對祖母對他人低聲下氣、鞠躬屈

膝感到內心的不捨與難過（蔡國南、陳芸英，2007）；賴東進從極其艱困

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出生與成長，一路上崎嶇的遭遇讓他也曾埋怨，甚

至因內心強大的壓力與痛楚而自殘、自殺；卻又因對家人的責任感而重

現生機（賴東進，2000）。這種種社經地位不利名人成長中的歷境練心，

卻也造就了他們豐沛的生命力與格局。 

二、對於自我處境的認清與接納，造就不平凡 

    上述社經地位不利名人的成長經驗有著最大的共通點，在於其對於

自我與生命的接納，同時不讓社會觀感影響自我價值的界定。江燦騰經

歷家變被歧視、工作被刁難欺侮的種種艱困歷程，始終不被環境所困或

所誘，因其知道自己的處境，認清接納的同時並總是自我省思，思考什

麼才是對自我生命值得的（曹銘宗，2001）；古又文（2010）在其自傳呈

述過一段話：「社會對於單親背景的刻板印象，要不是表示同情，要不就

是冷言冷語。這兩種回應我都不想要。」（引自古又文，2010）其在高職

就學時也曾遇到打量家世背景以評價學生的老師，卻在內心自許絕不被

社會刻板印象框架住；王永慶的成功，也來自其在成長經歷中對自我處

境的理解，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無法做到什麼，而掌握生命中的每

次轉機。（王永慶，1989；郭泰，2001）。而即使在資源不豐沛的背景成

長，也並不因此自怨自艾或自我放棄；反而更加努力致力活出自己的理

想（沈芯菱，2006）。 

三、成長過程的逆境造就個體社會互動的積極進取 

    由於這些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成長過程中的起伏和環境艱困，他

們在成長中見識了周遭他人屈服於逆境的悲哀和下場，卻因此使這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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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極想在逆境中找到出口，不甘於被不利的環境定位。在古又文（2010）

小時候的記憶中，推疊了母親在逆境中的艱辛，其母在傳統價值下一肩

扛起喪夫的傷痛與家庭責任，同時又要面對討債親友的質疑與柔弱無助

身心，那樣的印象與古又文日後想讓別人看見自己的積極，與轉化他人

想法而自我成長的動力有很深遠的關連；蔡合城（2001）幼年看著村裡

的礦工每日在暗無天日的礦坑裡工作、受工頭欺壓、最後賭博喝酒耗盡

健康，甚至是在瓦斯氣爆中結束生命的悲劇，就立下絕不要讓自己有相

同發展的念頭，而後把握每一次與大企業家相遇、相處的機緣學習；羅

水木從幼年在瑞芳市場叫賣、青少年時期在太平山打零工或上臺北工作

與日本兵的交易、從擦鞋到經營鞋店的創業歷程，都積極珍惜每一次讓

他人看見最好自己的機會，也真心與人相待（吳昭瑩，2002）。沈芯菱在

較為弱勢的家庭背景中，亦因此能深刻體察弱勢族群的需求，進而將這

分關懷轉化為有意義的社會行動，幫助他人（沈芯菱，2006）。這些社經

地位不利背景名人之所以有所成就，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於成長過程中

與社會、他人互動的積極進取與真誠。 

四、「重要他人」的影響與點亮生命 

    個體成長經歷的困境，也許會因另一個體的生命而被轉化。綜觀研

究者選取的社經地位不利名人實例，每一位名人的成長歷程中都有點亮

其生命的那盞「重要他人」明燈。有些來自於至親的言教與身教，如：

母親堅持刻苦的典範對於古又文的積極進取的影響（古又文，2010）；同

樣一肩扛起家計、照料多名子女的母親也是羅水木與蔡合城幼年時期的

「重要他人」，母親的辛勞奉獻和價值觀在成長階段也深刻影響他們（吳

昭瑩，2002；蔡合城，2001；沈芯菱，2006）。而個體的重要他人也因生

命階段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以幼年的成長經驗而言，這些名人生命中的

「重要他人」較多聚焦在家人，特別是母親角色；青少年時期後的「重

要他人」則可能是恩師、工作場所遇到的長輩（吳昭瑩，2002；蔡合城，

2001；郭泰，2001；曹銘宗，2001；蔡國南、陳芸英，2007）。綜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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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後發現，這些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的生命中來自同輩友伴或同儕

的影響和幫助則較少。 

五、對目標的堅持與積極實踐；對生命價值的確立與鍥而不捨 

    研究者在探究這些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個體的生命實例和相關研究時

發現，這些個體在成長中對於目標的堅持與「做想做的事」的生命執著，

充沛地貫串他們完整的成長史。賴東進的「不服輸」在其自早年立下要

向世人證明來自乞丐家庭的他也能有所成就開始，就點下對生命的鍥而

不捨；蔡國南和王永慶數十年來謹守踏實的本質和勤奮的精神在生命的

每一階段努力；蔡合城、江燦騰和羅水木的從不放棄，不斷突破自己的

標準；古又文對於繪畫與設計的美感追尋自求學時期即展露，而後一心

一意專注地往興趣領域發展；而即使沈芯菱的生命歷程仍不及前述名人

的一半，卻同樣擁有擇善固執的理想，堅持著「利他」的思考與行動（賴

東進，2000；郭泰，2001；蔡合城，2001；曹銘宗，2001；吳昭瑩，2002；

沈芯菱，2006；蔡國南、陳芸英，2007；古又文，2010）。 

 

小結 

    在城鄉差異、社會脈絡不斷變異的條件下，這些從不同時間點起始

的生命，在他們各自社經地位不利背景成長經驗中，卻有著同樣實在和

堅毅的過程。本研究欲貼近、探究的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和這些

名人的成長年代或許有落差，然而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個體的生命脈絡也

許具有許多相似和規律，在實際研究之後也能在這些研究參與者身上看

見類似這些名人成長脈絡的生命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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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相關研究 

 

我們除了成長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M. Scott Peck, M.D.（引自張定綺譯，2006） 

 

    成長是生命的必然。在綜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與社經地位不利背景

名人的成長經驗等相關研究後，研究者認為相關文獻的發展頗為豐富，

探討之社經地位不利對象範圍亦非常廣泛；從社經地位不利背景名人的

成長歷程中也可發現一些相似脈絡，並可歸納出歷程中較重要的影響向

度。研究者不禁思考，若能將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以不同向度進行分

類與歸納，並進一步整理分析，將有助於更清晰地窺見社經地位不利學

生可能的成長脈絡。 

    研究者在進行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研究相關文獻資料的初探時，

從眾多資料中，發現各類文獻研究主題、探討方向分布多元，分處於社

經地位不利個體成長歷程中的不同點狀焦點，例如：自我概念發展、雙

親管教方式、成就表現、生涯抉擇等，脈絡較為分散。研究者進而思考，

相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中，相關角色從「自我」、「家人」到「他

人」，「他人」則包含同儕、師長及其他重要他人等；而成長的焦點也從

內到外、由近到遠，從自我的發展，連結至家庭、求學生活、人際交流，

甚至是未來的生涯發展等。然而本研究關注的是長程的個體成長脈絡，

不同面向的文獻關注焦點均包含在個體整體的生命歷程中。 

    研究者接著嘗試將前面章節探討的相關文獻及社經地位不利名人成

長資料中聚焦，發現針對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發展探究的相關資料可大略

分為個體自我、家庭、求學、與人之連結的社會互動，以及生涯發展等

向度。研究者發現，這五部分亦有相互連結的交集，雖為息息相關的面

向，個體發展卻可能因單一方面的正面或負面因素，而致使個體生命歷

程產生變化。有鑑於此，研究者再次聚焦自身研究主題，思索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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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在於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所關注即是個體整體且

長程發展的脈絡，以及成長歷程中各面向的變動，因此在本節中，研究

者決定先分別從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

社會互動與生涯選擇等五向度進行細部探討，從前人的研究足跡中更加

確立本研究探究的精確向度與樣貌。 

 

圖 2-3-1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研究探討向度圖 

 

 

 

 

 

 

 

 

 

 

 

 

 

 

壹、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乃是個人透過環境及與他人互動而產生對自己的看法與態

度，是個體對自我的感覺（黃慧真譯，1998），也係指個體對於自己看法、

態度、意見與價值判斷等的綜合觀感（王政茹，2008），正向的自我概念

在心理健康層面是關鍵且必要的條件。然而，自我概念並非單純出自個

 

 

  

 

自我概念 

求學歷程 社會互動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

成長探討向度 

家庭關係 生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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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自身判斷，同時也是主與客、內與外的綜合構念，也是與社會環境互

動（陳美芬，1996；陳慶福、鍾寶珠，1998）的結果。既然自我概念是

透過社會互動的角色扮演所呈現出來，那麼，試想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

擁有較少資源的家庭中成長，其又會有怎樣的自我概念發展呢？這些來

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學生，隨著家庭結構和資源的變化，或許可能發

展出各異的自我概念。 

    在Hop（1997）的研究中指出家庭經濟資源對於個體內在的穩定度

和正向都有正相關。研究亦發現在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環境成長下的孩子

通常較無自尊，心理上較自卑，對未來也較無自信、無期許（Weinger, 

1988）；而即使相同是社經地位不利之家庭也有家庭結構的差異，有研究

顯示自我概念會因家庭結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相關研究中發現，雙

親家庭個體的自我概念高於來自單親家庭的個體（連廷嘉、戴嘉南，

2003；簡璐琪，2010）；然而，家庭中父母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會影響子

女個體的自我概念發展（簡璐琪，2010）。 

    至於影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自我概念建立的因素部分，有研究指出

家庭並非唯一的因素。王韻涵（2010）的研究分析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

生的自我概念發展，與同儕的人際互動與學業成就有高度相關，家庭因

素對於弱勢個體的心理並無直接影響，反而是個體成長歷程的成就表

現、與同儕的關係，較會造成個體自我價值的改變。在該研究中顯示，

弱勢青少年在較好的同儕互動，並獲得同儕幫助，對自我價值整體響法

和感受程度皆較為良好，遭遇困難也能抱持著較樂觀和正面思考的態

度，對於面對挫折和挑戰的努力也往往較能堅持。 

    然而，以社會心理學的觀點而言，「社會心理學家仍主張環境會對個

體人格、態度、情感、自尊與自信造成影響，而貧窮家庭子女在貧困、

資源欠缺、金錢不足的窘境下，隨著孩子的成長過程，逐漸在其幼小心

靈產生自卑、自貶與逃避的情感。在他們成長過程中也因為主流社會物

化的影響，更加深了他們的自卑與自信不足」（引自黃聖紜，2005，頁50）。 

    從另一觀點思考，社經地位不利個體也可能因為成長背景中的較多



37 
 

考驗與經歷而延伸、轉化為更多的自我「復原力」。從眾多針對社經地位

不利資優生所作的歸納與研究分析中，可發現文化殊異背景的資優生能

從家庭的困頓中培養出日後對於家庭的責任感，同時也較同齡兒童成

熟；同時在壓力情境下，也將負面的情緒和感受轉化為自我調適的幽默

感，並擁有高度的問題解決能力（郭靜姿，2011；Callahan, 2005； 

Colorado, 2009；Ford, Grantham, & Whiting, 2008；Manning, 2006）。社經

地位不利個體這樣的生命韌性或許來自面對生活與成長經歷中遭遇到各

類問題時所發展出的自我特質，自我調節以更加適應生活的變動。 

 

貳、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家庭關係 

    在此探討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之家庭關係，包含親子互動、父母教

養方式與態度、家人情感交流、家庭結構、手足關係等家庭內部的功能

運作與情況。 

    國外研究顯示，從生命歷程觀點探討家庭脈絡與個體發展的關係而

言，在生命的時間軸中，個體的家庭環境經驗對於成長歷程中的每個階

段都有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從青少年到成人的階段更是一關鍵轉捩

點。同時，無論是家庭結構、家人互動、家庭資源等都對於個體發展有

著很大的關聯（Uhlenberg & Mueller, 2003）。 

    家庭關係的要素之一為父母教養方式與態度，根據過去研究結果發

現，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父母管教態度較為傳統，認為子女應服從外在標

準（徐綺櫻，1993）。相較於中上社經地位家庭的父母較重視內在動機與

自我控制等內控因素，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父母也較常拒絕和忽視子

女，管教方式較為消極（蘇建文，1975；王鍾和，1984；簡志娟，1996）。

的確，父母的管教方式與家庭社經地位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同的社經地

位家庭，生活基本條件的相異，而致使父母看法不同與價值觀的差異，

進而發展出不同的管教方式與態度（王鍾和，1993）。張高寶（2001）研

究也發現，國小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環境都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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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甚至是個體的情緒穩定也與家庭社經地呈現正相關。 

    另一方面，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家庭氛圍與情感交流，是否會因家

庭資源的相對匱乏而較少，也是許多研究的焦點。 

    國內較早的研究顯示，社經地位與家人情感交流無顯著相關（陳佳

琪，2001）；然而葉明芬（1998）研究卻顯示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

源是有一定相關性的。或許因家庭資源的穩定，家庭功能和情感支持相

對較能具體發揮，對於個體成長的支持性也就較豐沛。相對而論，社經

地位不利學生可能因此產生較多的成長問題。楊景森（2003）探討社經

地位與家庭氣氛的關聯性，研究發現不同社經地位之家人情感交流有顯

著差異，社經地位越高者，家人情感交流越高。 

    除了社經地位因素外，家庭結構或許也是一相關要素，本研究設定

的五位研究參與者中，有兩位生長在單親家庭中，因此研究者在探討相

關文獻時也發現，研究顯示單親家庭容易有較多衝突、較不正向的溝通、

較低的家庭凝聚力（Baer, 1999）；就家人親密性和家庭支持程度而言，

單親家庭也較雙親家庭低（Cooper, Holman, & Braithwaite, 1983）；從國

內以臺灣南部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關於單親家庭的量化研究，其結果發

現，研究樣本中的單親家庭之家庭社經地位大部分是屬於低家庭社經地

位，而單親家長為了維持生計不虞匱乏，投入在工作上的時間就特別多，

忽略家庭環境品質的優劣，因此直接影響到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張高寶，

2001）。 

     根據研究指出，在父母親健全且對子女有較多關心的家庭中成長的

個體，在各方面的表現的確較為穩定和正向（于曉平，2002；Alvino, 

1985）。然而，在全部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情感支持與互動關係，並非都

如同上述量化研究結果所呈現的那般負向：部分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也

可能因為家庭資源的相對匱乏而在情感的連結與支持上更為緊密。以同

為惜才育英計畫輔導員張書豪（2011）在進行該組學員家庭訪問後的書

寫中，其所輔導的學生家庭中，可充分看見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父母支持

與親子互動的正向發展，其所訪視的一單親家庭中的母親提到：「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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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再苦，也要盡力滿足子女的需求。」該母親僅月領一萬多元的薪資

撫養兩位女兒，而受訪家庭的個案發展也頗為樂觀；而在一名臺北市國

小教師王姿琴（2011）針對新移民資優生的輔導實例中，也發現所輔導

個案家庭的親子互動深刻又緊密，經常進行例行性的心靈交流與對話，

同時在該家庭中父母教養的態度，也以「高關懷」的傾聽和尊重為主（郭

靜姿、潘裕豐主編，2011）。 

    綜觀以上所有研究，再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做對照，研究者發現相

關文獻見解有不同的視點和探見，也與本身對研究參與者概略家庭關係

的了解也有部分歧異之處。或許該歸結影響家庭關係的面向多元，也與

個體特質和互動的差異性有關，也因此，更使研究者想深入探究這五位

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家庭內部關係與成長經歷之發展。 

 

参、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求學歷程 

    在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求學歷程中，學習能力與狀況、學習成就以

及學習動機等，都相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求學發展。研究者在眾多

相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求學歷程研究中，發現雖然大多數研究皆認為

社經地位會影響個體的學習，但目前許多研究與其研究結果的看法上仍

有很大的分歧。 

    近年來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求學發展的相關研究並不少，但多數以量

化研究為主。國內有許多研究皆關注於家庭經濟不利與教育成就的相關

性(石培欣，2000；全中鯤，2000；巫有鎰，1997；翁慧圓，1994；陳怡

靖、鄭耀男，2000)；亦有研究者探討家庭經濟不利與學習資產間的議題

(石培欣，2000；全中鯤，2000；巫有鎰，1997；林生傳，1985；孫清山、

黃毅志，1996；陳怡靖、鄭耀男，2000；蔡毓智，2002)；相關研究中也

發展了對於家庭經濟不利與學校表現間的探討(石培欣，2000；全中鯤，

2000；余化人，1998；巫有鎰，1997；李巧琳，2002；周佩潔，2003；

翁慧圓，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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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認為父母社經地位除了會直接影響子女教育成就外，也會間

接因為手足數目和家庭教育資源的差異而影響子女教育成就；同時，家

庭手足的數目會稀釋家庭教育資源（李敦仁、余民寧，2005），前述研究

的學者也歸結出父母社經地位越高，家中的子女數往往越少，社經地位

與手足數目呈現負向關聯；因此，在擁有較多子女數的社經地位不利家

庭中，個體也可能較難以得到豐沛的教育資源，是否可能因此較難有正

向的成就表現，或許是可能的結果。然而，影響個人教育成就的兩大因

素，包含父、母親教育程度和家庭社經地位，對個人教育成就來說是一

必要卻未必是充分的條件，個體成長歷程中的一些因素也會影響個體的

成就發展，同時研究也指出受教歷程和時間會減低社經地位及家庭資源

的影響。 

    而Teachman（1987）、Fejgin（1995）與Roscigno等人（1999）發現，

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者，父母愈能為子女營造良好的讀書環境和提供充沛

的教育設備，進而有助於子女教育成就之取得。 

    有研究者則在探討弱勢學童與閱讀的關連性時發現，社經地位的確

是影響弱勢學童閱讀能力的重要因素。研究者在研究中排除智力、性別、

年齡之後，發現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童的測驗平均分數與閱讀理解能力遠

遠落後於來自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童。從該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社經地

位對於學生閱讀的能力有頗大影響（吳惠美，2010）。 

    許多研究顯示，社經地位與教育取得或成就具有正相關（巫有鎰，

1999；陳正昌，1994；陳建志，1998；陳怡靖、鄭燿男，2000；Fejgin, 1995； 

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 

    上述提及的眾多研究皆是針對社經地位不利與學習各面向進行探討

著墨，且大多數為相關性的量化研究，以統計數據的方式進行探討，而

在量化研究結果呈現的部分，多半認為經濟困頓等的社經地位不利背景

較容易使個體有負面的學習歷程。 

    而在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求學歷程中，影響學習的一大要素為成就

動機。而關於學習的成就動機，許多研究都指出以不同成就動機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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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心理特質、自我概念、成就動機及社會適應等向度比較，發

現家庭社經地位愈低，其成就動機愈低(尤淑純、蔡玉瑟，1998；魏麗敏，

1999)。Teachman、Paasch 與 Carver（1996）發現家庭經濟收入愈高，子

女輟學的可能性愈低，學業表現也較好。林秀燕(1996)則針對國中技藝

教育班學生進行研究，指出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在自我概念、成就動機、

職業決策行為的整體上或各層面上均無顯著差異，但該研究對象群體

中，以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居多。 

    至於家庭社經地位對於個體的學業成就，始終都佔有一定的重要地

位，而這樣的重要性在教育成就的向度更可清楚地被理解（Haveman, 

Wolf, & Sandefur, 1991）。許多教育相關研究也都曾探討兩者之間的關聯

性，自從Coleman等人於1966 年發表有名的教育機會均等調查報告以

來，許多教育學者都相信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有很強的關係存在。

White（1982）和國內學者鄒浮安（1994）的研究中，都發現社經地位與

學業成就的確有相關性，但在後者的研究中，研究者針對國內15篇以「家

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關係」為焦點的研究論文為樣本進行量化的後設

分析，結果卻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關係並不如一般人認為的高。 

同時，White（1982）與Sirin（2005）的後設分析也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

學業成就的關係只有呈現中度到低度的相關而已，甚至有越來越低的趨

勢；但在1994 年以後，國內仍有許多新的相關研究結果仍沒有一致的看

法，從顯示有高度相關到完全無相關甚至到負相關的研究結果都有（林

榮俊，1997；劉清芬，2000；郭郁智，2000；何美瑤，2001；陳雅雯，

2003；陳江水，2003；楊景森，2003；徐莉虹，2003；陳曉佳，2004；

黃文俊，2004；李宛真，2004；林麗娟，2004；巫有鎰，2005）。 

    孫旻儀、蔡明學（2007）則延續鄒浮安（1994）的社經地位與學業

表現相關性研究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其研究結果發現社經地位與學業成

就兩者間僅有微弱的相關性存在，然而在其分向度的分析中發現在學生

數學科的學習，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數學成就表現卻相對較弱勢。該研

究一部分重點是以成就測驗形式進行分析，整體而言，學生在標準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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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測驗上的表現，與社經背景的高低具有相關性，社經背景較高的學生

在標準化的學業成就測驗，表現的確往往優於社經背景較低的學生。 

    針對這些學業成就表現與社經地位相關研究，雖變項是以標準化測

驗為主，此觀點頗能呼應社會學中「社會再製」的見解（林生傳，2000），

但值得思量的是，國內升學機制與入學管道，也多根據學生在標準化成

就測驗上的表現結果，後續是否可能因此造成社經地位弱勢學生的不

利，是相關教育政策及社會政策在制定上需多加探究的。目前國內教育

也將朝向新政策「十二年國教」的道路前行，雖然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

並非採用新教育制度的群體，但這也象徵著社會脈動的轉變，是否會造

成社經地位與學習成就的更加高度相關，仍值得觀察。 

    另一方面，社經地位與求學歷程表現的相關，隨著社會趨勢的不斷

改變，也與父母的教育程度之變化與城鄉差異等的文化刺激有關（林榮

俊，1997；劉清芬，2000；郭郁智，2000；何美瑤，2001；陳雅雯，2003；

陳江水，2003；楊景森，2003；徐莉虹，2003；陳曉佳，2004；李宛真，

2004；王依慈，2004；林麗娟，2004；巫有鎰，2005）。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求學歷程的態度與成就的外在發展，也與內在的

自我觀感息息相關。研究發現社經地位不利等的弱勢學生由於社經地位

和教育資源等較為不足，造成內在心理的自卑或負面觀感，投射到外在

學習就可能有學習動機較低下、求學態度不佳等的情況發生（陳淑麗、

曾世杰、洪儷瑜，2006；陳銘漢、李清波、李鳳美，2006；曾端真，2005；

莫藜藜、賴佩玲，2004；黃佳綾，2004；洪儷瑜，2001）。 

    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結果持不同的觀點。Robert 與 Carmen（2006）

認為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學習方面，可能因後天努力的成果及優異的自

我管理能力而能產生出色的表現，形成讓老師看見的亮點，教師進而提

供支持和資源幫助其人格形成的正向發展，給予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和資

源去達成目標，個體也因而更有自信，在如此的「滾雪球效應」之下，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發展就能越趨正向。也有研究者在分析臺灣北部將

近一千份樣本後發現社經地位不利青少年並非皆為低成就，有超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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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的社經地位不利青少年在學業成就表現並不差（王韻涵，2010）。從

研究中也可看出社經地位不利青少年之成就表現與心理發展是高度相關

的，學業成就表現優異或許能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成長歷程中有較高

的自信心與正向的自尊發展。 

    在徐沛雯（2005）研究中則發現，個體外在的家庭社經地位要素和

文化資本的流動擁有一項共通點，即仍須和個體內在的自我認同發展交

互作用，才可能對個體教育成就產生影響。因此，即使各類社經地位與

求學歷程的相關研究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學習表現

和求學歷程的發展仍在於個體內在特質與學習動機的展現。 

 

肆、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社會互動 

    研究者在此指的「社會互動」包含了個體與人際、與社會、與環境

間的互動關係。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家庭經濟資源的相對匱乏或不穩定

情況下，與成長歷程周遭的人與環境之互動，又會產生怎樣的變化和發

展，也是研究者欲探尋的答案。 

    郭為藩和高強華（2002）認為在人際需求的發展歷程中，與同儕建

立和諧正向的人際關係對發展接納自我、建立自我價值，進而發揮自我

潛能是有高度影響的。人際關係等的社會互動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

特別是處於與學生同儕關係最密切的高中階段個體，是格外重要的課題。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國外相關研究中被指出擁有較高的危機意識，

因其能隨著環境處遇的不停變動而持續地進行自我調適，自然也形成較

佳的自我管控能力。也因此，在環境較為弱勢成長的個體因所處環境的

關係使其有更寬廣的視野去看周遭所處的環境，個體未來發展也因而有

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受侷限的開闊胸襟（Robert & Carmen, 2006）。從這樣

的論點出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成長經驗中與環境、與周遭人事物的

連結應是正向而持續成長的。 

    然而研究者在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社會互動的相關研究時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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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研究認為社經地位不利背景會對於個體有較負面的社會互動發展 

(蔡筱葳，2007；周佩潔，2003；黃韻如，2004；Thomson, Hanson, & 

Mclanahan, 1994；Caldas, Bankston, & Carl, 1998)。如同前面針對社經地

位不利學生的自我概念進行的文獻整理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往往有

較低的自我概念與較高的自卑感，因此在相對弱勢的環境下成長，與他

人、環境等的社會互動中也會顯露出自信心不足的情形，或在人際相處

上呈現較消極的態度。 

    郭春悅（2006）針對家庭社經地位與同儕關係的相關性進行研究，

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童同儕關係較家庭社經地位不利的學童好。研究

中提及社經地位較高的個體有較佳同儕關係的觀點在於：父母提供其較

多的文化刺激、待人處事的方法學習，同時由於生活資源較多的情況下，

在校和同儕相處時便較可能展現見多識廣、進退得宜的人際互動方式，

也因此較容易受同儕歡迎。 

    Thomson、Hanson 與 Mclanahan（1994）研究認為家庭經濟貧困的

確會造成該子女有較多的問題行為、較差的社交能力與缺乏進取心。而

在美國種族歧視背景發展下，社經與文化不利等弱勢族群的處境則深深

影響著其在學校間的人際互動。Caldas、Bankston 與 Carl（1998）研究

中發現，社經地位不利的弱勢種族如非裔美國學生在學校常會出現缺乏

安全感、學習常被其他種族學生干擾，且與教師的相處也有障礙的情形，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因此在校容易被貼上負面的標籤，長期的惡性循環之

下，他們寧可選擇有種族隔離的學校就讀，進入多數學生來自單親女性

為主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與中低收入貧窮家庭的環境，與和他們有著類

似背景的同儕相處，或許對社經地位不利個體能大大降低人際互動的自

卑感及挫折感。 

    蔡筱葳（2007）研究中指出，家中有兩位子女以上的低社經地位學

生習慣被動接受資源的「獲取型」比例則高於中、高社經地位背景的學

生，相對於另一類「有益社會型」學生在社會互動中的主動付出，社經

地位不利學生較習慣被動的接受資源，較無法主動與生活環境中的人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r4P4g/search?q=auc=%22%E8%94%A1%E7%AD%B1%E8%91%B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r4P4g/search?q=auc=%22%E8%94%A1%E7%AD%B1%E8%91%B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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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互動而有所突破。周佩潔（2003）研究亦發現社經地位不利之青少

女在人際互動會較為退縮和怯弱。由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人際互動中

的挫折，也可能出現與社會疏離或反社會行為。黃韻如（2004）發現部

分社經地位不利的青少年因為在學校與師長相處產生衝突，或與同儕互

動不佳、疏離而發生中輟的情形。 

    另一方面，其他研究對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社會互動持對比的看法，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呈現反面觀點是不同於多數量化研究的質性取向研

究。李依純（2006）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家庭學童

同儕關係之影響因素時發現，經濟匱乏並不是影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同

儕關係的主因，而是由貧窮所衍生出的外表、個人特質、社會技巧、主

要照顧者的生活態度、管教方式、價值觀及親子情感親密程度等因素才

是真正影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同儕關係的要素。該研究也發現，影響社

經地位不利學生社會互動的個人因素包含外表、個人特質及社會技巧

等；此外，教師喜愛程度也與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是否得到同儕的肯定有

部分相關。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也可能因自我成長背景的弱勢，而發展出更多的

同理心，對於他人的感受和情感有較細膩的呈現。研究中指出社經地位

不利資優生對於族裔或文化相關的議題有著高度的敏感度，較能深入的

思索人文議題，也在對自我的批判思考中更能理解和詮釋其他人的想法

和感受；同時，研究亦顯示部分文化殊異背景的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喜歡

團體工作勝於獨立工作，代表這些個體對於融入社會、和他人正向的相

處與互動有著很高的期望（郭靜姿，2011；Callahan, 2005；Colorado, 

2009；Ford, Grantham, & Whiting, 2008；Henfield, Moore Ⅲ, & Wood, 

2008；Manning, 2006）。蔡馥安（2011）也認為當給予社經地位不利學生

有形的物質支援或無形的精神鼓勵，這些孩子會有很強烈的感受，可能

因此使個體對環境和周遭人事物的觀感趨於更正向，並增加了想實現目

標的欲求和動機。 

    因此，社會互動與支持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影響甚大，先天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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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的成長環境對於個體成長並非是全然的障礙，也讓社經地位不利學

生在後天獲得的支援和資源上更懂得珍惜、感恩、自我調適和善加運用。 

 

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涯選擇 

    生涯覺察與選擇是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經歷中關鍵的發展要素，

個體的求學歷程走到中間或盡頭時，就進入生涯選擇的轉折處，此時社

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涯選擇發展是否相關於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潛移

默化的價值觀、個體自我概念，以及其在求學歷程中的正負向經驗，都

是值得關注與探討的。 

     從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之自我概念與內在觀感發展較持反面觀點

的文獻出發，部分研究認為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涯選擇可能也相對不

成熟。呂育錚（2005）發現家庭社經地位和生涯覺察時自我概念的發展

是有正相關的；蘇鈺婷（2002）的研究中也發現，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在

面對生涯選擇時的內在感受和信念都比高社經地位青少年來的不成熟； 

Holland（1981）的研究則顯示社經地位與生涯選擇的成熟度具有正相

關，同時也發現社經地位的變因比性別、種族、年齡、居住地等更能預

測個體生涯發展的成熟度。然而在上述相關研究中卻也發現，實際的個

體生涯發展的行動層面上，並沒有因為社經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影響。  

    Weinger（1998）在研究中針對五歲到十三歲身處貧窮弱勢環境的國

小學齡兒童進行未來生涯發展猜測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住在低收入住

宅的兒童未來想當專家或企業家的比例約為四成，遠遠相較住在中產階

級家庭兒童的將近八成的比例低下許多。當研究中進一步探究社經地位

不利學生將來達成生涯目標的自我預測時，僅有兩成比例的兒童認為他

們有機會達到自己設定的生涯目標。 

    生涯選擇與家庭社經地位與家庭結構的顯著正相關，在許多研究中

也可發現：中產雙親家庭經濟基礎比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經濟基礎穩固，

其經濟資源也多於單親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其子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NHY36/search?q=auc=%22%E5%91%82%E8%82%B2%E9%8C%9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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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多從事白領階級的工作，社經地位較低且不利的家庭子女多從事低技

術、高勞力的藍領階級工作 (袁志晃，1994；陳怡靖、鄭耀男，1999；

蘇鈺婷，2002；蔡錦德，2003；Lee, 1999；Hill & Duncan, 1987；Teachman, 

1987；Coleman, 1990)。 

    出自社會學背景的研究者黃聖紜（2005）以貧窮子女生命史、求學

史、工作史等的動態歷程影響進行探討，透過深度訪談法與貧戶家庭子

女接觸，希望了解家庭貧窮對子女教育成就與生涯選擇的影響，也在研

究中發現這樣的族群與社會問題之間存在著部分矛盾卻相連的關係。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涯選擇可能帶著極欲跳脫社經地位不利背景

包袱的意圖，同時也可能高度受社經地位不利家庭價值觀的影響。相對

地，家長職場上的挫敗經驗，會讓他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涯發展心生恐懼

和憂慮，特別是在目睹家長追求穩定工作時的挫折，更會讓其對失業產

生直接的負面想法，認為失業這個事件超過他們所能控制的範圍，即使

以後進入工作職場，也可能隨時隨地會面臨到失業的恐慌(Menaghan &  

Parcel, 1995)。 

    生涯選擇有時也與成長背景的環境有所關連。Hass(1992)在面對美

國城鄉差異問題，針對美國生活在鄉村和城市學生的生涯期許進行研究

時也發現，家庭社經地位不利的學生比家庭社經地位優勢的同儕有相對

較低的生涯期許；教育程度低的鄉村父母的價值傾向會影響其子女生涯

期許的發展；鄉村學生認為他們的父母比較支持自己從事全職工作，或

是選擇就讀職業學校、擔任職業軍人等，相對地較不期望與贊成其進入

一般大學就讀；而在職業條件的選擇方面，生涯期許較低者對獲得高薪

沒有太強烈的期待，而單純地希望能獲得好收入、保守而穩定的工作、

有安全的職業。在國內一篇針對家庭主要生計者失業對子女影響的探討

研究中也得到類似的結果（周佩潔，2003）。 

    即使從上述文獻看來，環境的困厄似乎是個體成長與生涯選擇的一

大框架，環境卻也的確深刻而悠遠地影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人格特質

發展。然而在 Arroyo 與 Zigler（1995）、Boykin（1984）與 Diaz（199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vJCRv/search?q=auc=%22%E9%BB%83%E8%81%96%E7%B4%9C%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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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文獻中確也發現：由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所處的環境資源較不足，

自然無法盡可能、毫無顧慮地去享用所有的資源，卻也可能因此造就其

看待事情並非只看眼前的，而是有較長遠的謀慮和計畫，例如:為實質改

善家計，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可能會謀求真正有益生涯發展的工作，而非

只看眼前的近利與短期晉升等。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生涯選擇反可能因

環境的經歷而更有遠見和長遠的思索（Robert & Carmen, 2006）。 

    從上述研究中歸納：弱勢環境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生涯發展是

一層沉重的障礙；卻也可能是一座幫助個體谷底反昇的開闊山谷。 

 

小結 

    綜合上述探討，從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內在的自我概念發展，到外部

的家庭關係、求學歷程與社會互動，再到生涯選擇等五大向度觀望社經

地位不利個體的成長，種種研究從不同論點切入探討，卻沒能從中歸結

一主要定論，可能的原因在於：從不同角度的觀點、探究議題切入，自

然得到不同關注的結果。然而，影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發展的因素太廣，

任何相關於「人」的議題都是由時間、空間與周遭的背景、各類元素而

牽引、影響。我們或許可從上述所有觀點歸結出：家庭社經地位是個體

成長過程中外在的支持系統，其與個體發展息息相關，但影響發展最重

要的關鍵，在於個體自我內在如何去定義自己的價值，以及他（她）所

處的世界。社經地位不利個體亦可能因為成長經驗資源的相對匱乏，造

就了這些個體與環境中人、事、物更精彩的長程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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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敘事探究 

自然界和這個世界本身並不會說故事，但人卻可以。 

                     ―Riessman, C. K（引自王勇智、鄧明宇譯，2010） 

 

    在前述社經地位不利相關議題的文獻探討後，研究者在整理、反思

文獻中呈現的資料同時，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相關研究中，含括了量

化、質性不同類型的研究方式：採用量化研究的研究者，關注的是較單

一、範圍較小的個體發展向度，或多半是用量化數據來驗證對於社經地

位不利家庭或個體發展的假設；選擇以質性研究做為主要探究方式的研

究者，欲探討的多為較長程或深度的概念，例如：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

心路歷程變化，或較為長期的發展脈絡。 

    研究者窺見，其中採用質性取向的研究，較能深入看到社經地位不

利個體長程發展的脈絡。研究者因此進一步開始思考本研究可能的研究

方法，並聚焦育研究的核心。研究者在此關注的研究議題較傾向社經地

位不利學生長程的成長經驗，以此出發，研究者試以質性研究為主要研

究方法，開始大量閱讀、搜尋關於質性研究相關的資料、書籍，在過程

中發現敘說探究的取向、視點及研究意圖是非常開放的，適合用於個體

生命歷程的深入探討。在此針對敘事探究的相關文獻進行探討、整理；

並以此文獻的「敘事」架構本「敘事探究」路徑的雛形。 

 

壹、關於敘事探究 

一、何謂敘事 

    敘事探究的本質來自於人類語言存有與表達，同時人也是透過語言

而存在（蔡敦浩、劉育忠、王慧蘭，2011）。 

    「語言並不是意識藉以和世界打交道的一種工具。……語言根本不

是機械工具。因為工具的本性就在於我們能掌握對它的使用，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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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要用它時可以把它拿起來，一旦這件工具完成它的使命，又可把

它放在一旁。……在我們關於自己的知識和關於外在的知識中，我們總

是早已被我們自己的語言包圍。我們通過學著講話而長大成人、認識世

界、認識人類，並最終認識我們自己。說話並不是指使用一種早已存在

的工具去標明我們已熟悉和認識的世界，而是真實地去熟悉並了解這個

世界，就像世界隨時與我們照面一般。」（Gadamer, 1966/1995：1669） 

    在以語言作為通道的本質下，敘事探究是一個以生命故事型態，來

分析人類行動的質化研究設計，主要透過故事的情節，串連起生命中的

事件和行動，使其成為一個有組織、有意義的整體（Polkinghorne, 1995）。 

    敘事是呈現及瞭解經驗的最佳方式（Connelly & Clandinin, 2000）。

故事的敘說（story-telling）乃是理解生命意義不可或缺的要件，每個人

一生都在從事敘事的結構（Marshall & Rossman, 1999）。而個人生活經驗

是連續與整體的（賴瓊雯，2011）。敘事探究中的主體，也就是研究參與

者，扮演著說故事者的角色，藉由「口述」其生活經驗或生命故事（life 

stories）來累積文本（text）。所謂的「口述」是相對於「文字」的概念，

也就是親身敘述以呈現經驗（江文瑜，2008）。敘事探究所著重的，正是

累積這些精彩的「口述」內容，加以分析、重整，以進行有意義的再現。 

    「敘事」也須仰賴特定結構才能將眾多零散的內容整合為一個有意

義的歷程，因此它也存在固定的結構。早期在 1945 年，學者 Burke 將「劇

本主義（dramatism）」的觀點應用到各類型的敘說上，運用如劇本元素

般的傳達者（agent）、場景（scene）、行動（act）、傳達方式（agency）

與目的（purpose）等去詮釋「故事」的發生（引自王勇智、鄧明宇譯，

2010）。後來也有更系統化的敘事結構：Labov（1972）界定「完整形式」

（fully formed）的敘說包涵摘要（abstract）、角色定位（orientation）、言

行舉止（complicating action）、評價（evaluation）、解決方式（resolution）

與結局（coda）。Gee（1986）則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去關注故事是「如

何」被說的，較重視語言傳達歷程中的陳述細節，關切語言傳達的條理、

語調和語言元素中的關聯，而並未將焦點放在文本的文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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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敘事結構發展脈絡圖 

 

 

 

 

 

 

 

 

 

二、敘事分析的特質與重點 

    敘事分析是在故事敘說中蒐集資訊，在詮釋個人生活經驗上，真實

而生動傳達主角的體驗與感受（王政茹，2008）。 

    敘事分析的特質，在於其能為研究參與者呈現具有個體化意義的價

值。因為敘事強調研究的情境性與反思性，在透由研究彰顯潛藏目的與

動機的同時，也重視時空與歷史情境的關聯性（蔡敦浩、劉育忠、王慧

蘭，2011）。Riessman（1993）則提及，敘事是經驗過程的再現，在敘述

經驗時，我也在創造一個自我。敘事並非紀錄事件的真實性，而是將個

人過去龐雜的經驗與感受，彙整為有意義的系統性研究，透過敘述生命

的歷程，協助人們接收與回首遺忘已久的記憶，進而統整人們的思緒，

洞察自身的生命。因此，敘說探究不僅讓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過

程中互動以彼此成長，也能讓其他個體用嶄新的視點關注自身的生命。 

 

貳、將個體敘說轉化為書寫生命 

    在歸納關於敘事的意義與特質後，研究者藉由相關文獻出發，進而

1945 年，Burke的「劇

本主義」觀點。 
1972 年，Labov 發展

的「完整形式（fully 

formed）」敘說結構。 

1986 年，Gee 以「社

會語言學」角度關注

敘說的內涵。 

關注五向度： 
傳達者、場景、行動、
傳達方式、目的 

關注六向度： 
摘要、角色定位、言行舉
止、評價、解決方式、結局 

關注要素： 
敘說中語言傳達的邏
輯、語調元素及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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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敘事探究與本研究議題的連結。如何藉由敘事探究，將本研究關注

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脈絡充分展現，是一重要的思考點，這

則必須從「敘事」更深層的意涵去深入探尋。 

    敘事是一種柔性又積極的探究行動，如何藉由敘事探究，還原生命

最真實最完整的樣貌與意義，則需要真切的煉「心」術了。 

一、動態的敘事之流 

     敘事探究是一個動態的歷程，它之所以能表達出研究參與者生命的

意義性，正是因為其本身就是一個流動的過程。 

    「『敘事』是人在現在對曾經在場的經驗進行反思定序，來理解經

驗的意義；所說的故事具有情節的特性，也就是把每個事件或角色行動

組合成有意義的整體，使得每一個事件的意義得以在某個整體性意義的

關照下得到理解，因此故事總是有敘說的秩序（narrative order）：它是

流暢的，一致的，和諧的。」（李宗燁，2003，頁 206）敘事的流動性，

起因敘事就是說話者跟閱聽者框視轉換的過程（余德慧，1992），因此，

在這些流動的秩序下，將動態的「敘事分析」定序為個體生命歷程的「成

長故事」是研究者希望達到的研究目標，讓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獨

特的成長經驗能透由研究者的貼近而完整再現，並體現這些個體的內在

生命價值。 

二、有形的言語交流，重現無實相的生命經驗 

    生命故事（life story）是由「口述歷史」、「生命歷史」與其他人種誌、

田野調查等逐漸進化而成質性研究的一種形式；生命故事蒐集個體生命

中的相關資源，由他人或本人以講故事的方式寫出，讓個體得以了解自

己生命所處世界扮演的角色（王政茹，2008）。本研究的以個體生命的成

長經驗為主軸，成長歷程中各向度的發展都是個體生命中的菁華。 

    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是由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軸，與變動的空間

軸交集而成。在生命這連續不斷的歷程中，過去經驗如何對人們產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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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都是生命故事探究的重點。生命事件不應該、也不能自生命長流中

抽離或獨立看待，過去種種經歷都會影響人的現在與未來（賴瓊雯，

2011）。從時間軸的關係思考敘事探究的價值，表達，再到經驗與故事的

探究，似乎是跨越生命時間、空間所有交集的最佳方式了。 

三、聽者與說者共譜「心」調：從中找到自我價值 

    敘事探究，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建構了一道心靈溝通的橋樑，讓

這兩個互動的生命平行對話。在敘事探究中，研究參與者所敘說的事，

與被敘說之事的意義，皆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而形塑（蔡敏玲

等譯，2003）。畢恆達（1996）認為，所敘說的故事有如說故事與聽故事

的人合作重新譜寫新曲調，在這樣隱性協商或折衷的過程中，同時也各

自建構了屬於他們生命的新意義，而意義的建構，必須放在共享的文化

意義系統中進行，讓說者與聽者的經驗得以溝通。聽者與說者都能在敘

說中找到自我的定位（吳慎慎，2006）。同時，以故事的形式呈現意義，

更能被關注者思考與消化，每一篇故事之內有著無限的可能意涵。我在

深入了解敘說探究立足點與意涵的路徑中，更加確立自己希望藉由這樣

柔軟深刻的方式，為身為研究參與者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譜寫他們生

命的曲調。 

 

總結 

    從針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與其成長議題等相關研究探討，到對研究

取向中「敘事探究」的初探，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取向益加清晰。相關

文獻和多元的研究著眼方式為研究者開展一條明確的研究路徑，藉由敘

說探究，從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自身「敘事」來建構其成長故事是最適切

的，以關照其成長歷程。而研究者則扮演呈現生命經驗的柔性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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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漸見雛形，是由於研究者始終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命

歷程與內在有關深切關注的欲求，幾年來接觸多位社經地位不利高中

生，在他們身上看到其生命的躍動，因此想為他們書寫屬於他們的生命

故事。那麼，故事從何而說、如何說、又由誰來說，則需有系統地回歸

研究方法與設計了。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者期能細膩刻畫、重現社經地位不利高中

生的成長經驗。而本章主要闡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進行程序，共分為

七節：第一節為研究取向、第二節為研究主體（參與者）、第三節為研究

者角色、第四節說明研究程序、第五節為資料蒐集與整理、第六節為研

究信度與效度，最後一節為研究倫理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取向 

    藉由文獻探討章節中針對敘事探究相關資料的整理，研究者發現「敘

事探究」的特質與本研究想探究的議題相互呼應。因此，本研究以質性

研究中的「敘事探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者透過深入訪談社經地位

不利高中生，以敘事分析的方式去剖析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 

    本研究的主體是人，一個個不斷流轉變化中的生命，因此研究者選

擇了關注社會世界、生活經驗、個人與文化發展的質性研究（胡幼慧，

2008）。Bogdan 與 Bilien（1998）也認為質性典範的特色包含了：注重

情境脈絡、認為世界是豐厚細緻的、重視現象的描述、關注經驗的歷程、

關懷「局內人」的觀點，並從經驗與感受中建構意義等。 

    從陳偉仁（2002）對質性研究的詮釋，其進行從文學探討進入個體

對死亡觀點的研究後，再探討過程中體會到質性研究探究的是個人主體

心智對現象理解過程中的意義，正如該研究中重視的是資優兒童對於死

亡的觀感投射與主觀意識，照見研究中時間與空間脈絡改變下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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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研究者本身以「理解」的態度參與質性研究中主角的世界，彼此

溝通、互動，建構出流動情境中的「實相」。同時，人的生命在成長中具

有變動的性質，個體人際關係的面貌也因具有生命力而呈現複雜的動

態，藉由個體自身的傳達可以被表達和照見（楊雅玲，2009）。因此，要

深入這些動態性、變化無常的生命脈絡中，貼近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

成長經驗，以敘事探究為主軸的質性研究就成為研究者最深切想建立的

探究路徑了。 

    藉由文獻探討章節中統整關於敘事探究的觀點，研究者再次聚焦自

己對於「敘事」的定義：藉由言說，以真實表達自己所經歷、所見、所

聞、所感、所思與所想；同時，也讓研究者給自己研究方向一個新的定

位：即藉由敘事探究：不只再現研究參與者（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親

「身」經歷的生命旅程，也希望能深入研究參與者的內「心」世界。 

    在本研究中，真實而深入的「理解」、「還原」研究主體的生命歷程，

是研究者對於此研究探尋的最大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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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節說明在這以敘說為探究路徑的質性研究中，研究參與者的選

取、邀請研究參與者與其背景分析。 

壹、研究參與者的選取 

    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為原則。研

究者以自身參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合作辦理之第四屆

「惜才育英」計畫中輔導的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為主要的研究對

象，這些對象皆符合研究參與者被設定的角色，同時在與之互動過程中，

也深深察覺到他們每一人身上都有值得探究的生命歷程，故以研究者輔

導的該組高中生為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在該計畫中輔導與接觸的學生共

有五名，分別居住在臺灣的不同城鄉地區，也包含了男、女不同性別的

資優生，目前這五名學生都即將升上高中三年級。研究者將這五名學生

皆納入研究參與者角色。 

貳、邀請研究參與者 

    由於本研究選取的研究參與者是研究者已輔導兩年多的社經地位不

利高中生，從第四屆「惜才育英」計畫開始，研究者與這五位學生始終

都有保持聯繫，除了有寒暑假的營隊、定期私下聚會及電訪外，也持續

都以網路為主要聯繫平台，分享彼此的學習、生活和相互關懷。研究者

在決定研究主題後，剛好恰逢我們討論著又要聚會的時候，這段時間的

聯繫格外熱絡，因此研究者透由電話說明研究的緣由與方式，詢問他們

各自對於本研究的想法，探問這些高中生對於自我成長經驗的生命敘說

和分享的意願。 

    探問的過程中，這些高中生的反應讓研究者驚訝，原本研究者預期

他們會思索一陣子或需要考慮，畢竟是分享私人的生命歷程，有些情節

也許是他們以長久埋藏在心底的，要和其他生命全然敞開並分享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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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歷程也並非容易的事。但他們多數都在聆聽研究想法的說明後，就

直接答應，有幾位高中生甚至為此感到雀躍，在過程中研究者感受到先

前與他們建立起的緊密連結，同時在這幾年互動過程中他們對研究者日

益增加的信任，這樣的關係讓研究者感到非常欣慰，也為他們願意和研

究者分享生命感到榮幸。 

参、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 

    研究者在此將這些年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與觀察、研究參與者國中

時期導師的推薦函、普通班導師每學期的輔導紀錄，結合相關資料等，

以表格形式呈現五名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進行研究時這五名研究參

與者受訪時皆就讀高中三年級： 

 

表 3-2-1  

研究參與者背景分析表 

研究 

參與者 

性別 性格描述 家庭背景簡述 

S1 男 

․個性害羞內向，性格保 

  守謹慎。 

․人際關係單純，較習慣 

  與少數熟悉的對象互 

  動聯絡，不擅長和異性 

  相處。 

․在團體中是屬於慢熱 

  型的人，在沒有安全感 

  的情境下不會輕易表 

  達自己。 

․學習自動自發，對自己 

  課業很有規劃。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書。 

․父親為送貨員；母親在小 

  工廠擔任品管員。 

․個案家庭居住的房屋自九 

  二一大地震後倒塌，所有 

  家具及物品全毀，為了求 

  生存，個案父親當時貸款 

  以重建家園。全家也花費 

  很多物力、經濟與時間才 

  讓生活回歸穩定。 

․個案在家中排行亦為老 

  大，有兩個弟弟，分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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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簡單，不常外出。   個案一歲及三歲。 

S2 女 

․個性溫和內向。 

․待人謙虛有禮，做事認 

  真負責。 

․在群體中總是處於聆 

  聽者與被動參與者的 

  角色，較常默默觀察， 

  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意 

  見，順應環境。 

․不輕易將喜怒哀樂等 

  情緒表達出來，大多時 

  候無法從臉部表情或 

  表達看出情緒。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書。 

․個案的父親為木工；母親 

  為印尼籍的新籍配偶，在 

  工廠當作業員賺取收入。 

․在家中排行為老大，下面 

  有兩個妹妹。目前大妹就 

  讀高一，小妹就讀國一。 

․家裡除父母與妹妹外，也 

  與祖母同住，祖母平日會 

  外出撿資源回收物賺取些 

  許收入貼補家用。 

 

S3 女 

․內歛成熟，溫暖貼心， 

  感受細膩，善解人意。 

․個性較大而化之，思考 

  清晰。 

․人際互動誠懇溫和，常 

  能主動關心他人。 

․學習態度謙卑，對不懂 

  的事會虛心探問、追根 

  究柢。 

․對生活態度積極樂 

  觀，很有規劃。 

․在團體中常主動發 

  言，表達自己想法。 

․父親在個案八歲時罹患糖 

  尿病，後患有憂鬱、躁鬱 

  症等精神疾病，除不負擔 

  家中經濟，也經常有精神 

  異常行為，例如會到個案 

  學校大叫、下跪鬧事等。 

․後其母親向法院申請保護 

  令並判定離婚。而為躲避 

  父親騷擾，母親帶子女舉 

  家搬遷。目前父親和家人 

  已分居。 

․個案排行老二，與姐、妹 

  間皆相差兩歲。 

S4 女 
․個性多愁善感，觀察敏 

  銳。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書。 

․個案父親在其四歲時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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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哲學思維，喜歡和 

  人討論思考類型的話 

  題，對人文議題也非常 

  感興趣。 

․思考有時會傾向較悲 

  觀的思維，偶爾會鑽牛 

  角尖。 

․自我要求高，有完美主 

  義傾向。 

․對學校或群體間同儕 

  總是扮演著如母、如姐 

  一般的角色，會悉心和 

  無微不至地照顧別人。 

  挖土機的工作發生意外而 

  死亡，過世後留下為投資 

  機具貸款的龐大債務。 

․母親原為家庭主婦，後為 

  扛家計從事民俗療法工作 

․年幼時家庭遭逢九二一大 

  地震，母親曾在當時興起 

  輕生念頭。  

․高二後為方便就學，與母 

  親搬到外縣市租屋處。 

․在家中排行老么，有兩個 

  姊姊，與大姊年齡差距十 

  歲，與二姊相差兩歲。 

S5 女 

․個性看來開朗樂觀，總 

  是面帶微笑。 

․喜歡多采多姿的生  

  活，喜歡戶外活動。 

․性格較為依賴，生活中 

  非常需要同儕陪伴。 

․生活關注的重點大多 

  是與人相關，或是基本 

  的生活問題，較不習慣 

  深入思考內在或深層 

  的問題。 

․知足，對外在人事物總 

  是心存感恩。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書。 

․個案父親在其四歲時罹患 

  血癌，七歲時過世，自此 

  以後由母親一肩扛起家庭 

  責任。 

․個案高中以前和母親、相 

  差兩歲的妹妹同住在；高 

  中後因母親工作忙碌因素 

  與通車距離考量，獨自搬 

  到外縣市與外婆同住，假 

  日才會回原來居住地。 

․母親在當地縣市政府擔任 

  約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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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角色 

 

只有生命，可以抵達另一個生命。 

                         ―周志建，2012 

 

    質性研究強調的是「互為主觀的客觀性」的價值（高淑清，2008），

在這樣的價值觀點下，研究者本身就是一個主體，和身為另一主體的研

究參與者互動建構出相對客觀的新意義。如此說來，研究者在研究中的

角色就格外重要了。本節在此闡明研究者的背景，以及投入研究場域的

身分，並從不同角度分析研究者在此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壹、研究者背景 

一、學歷與工作經歷 

    在研究者相關學歷與經歷部分，研究者從大學到目前研究所進修就

讀之學校，皆為師範體系的特教系所。從大學三年級深度發掘自身對於

資優教育領域的興趣，堅定了研究者日後欲往資優教育工作發展的信

念，而後歷經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為期半年的實習、教師證考取的經驗，

並於同一年度考取國小資優資源班之教師甄試。目前即將邁入資優教育

工作的第六年，同時亦於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資賦優異組進修。 

 

二、質性研究相關經歷與學習 

    在質性研究相關的學習與經歷部分，研究者在就讀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四年級時，曾參與一項以「特殊族群資優生」為主要對象的國科會計

畫，協助呂金燮教授進行特殊族群資優生的課程設計、活動帶領與質性

觀察活動，在活動中進行隨堂的個案觀察與札記撰寫；而後在進入臺灣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的學習歷程中，曾修習林幸台教授開設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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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究法」課程，研究者在該課堂內負責的篇章導讀正是探討質性研究

意義的章節探討與摘要，也因此，自己當時在準備導讀前消化篇章內容

及省思質性研究觀點時，引發自身對於質性研究的探究興趣與渴望，現

在回想起仍深刻憶起當時在課堂上與教授、同儕一言一語思辯著質性研

究實質的意涵與真實的存在價值，並從不同「人」身上的觀點看到對這

以「人」為主體的研究取向探究；在碩二時也曾修習過由陳昭儀教授開

設之為期一學期兩學分的「質的研究」課程，對於質性研究概念的脈絡

已有全面性的了解和學習，並在課程內有以同儕為受訪者的相關訪談練

習經驗；此外，亦在研究所時修習的「特殊教育理論基礎：社會學」一

門課中，曾有質性訪談的經驗與訓練，以一位資優生家長為受訪對象，

進行半小時的結構式訪談，訪談前與同儕相互討論以擬定訪談，訪談後

並進行逐字稿的謄寫練習，並再反覆閱讀後並與受訪之資優生家長共同

討論逐字稿呈現的完整性，以訓練訪談相關技巧與增進對訪談脈絡的熟

悉度。在研究所期間也曾協助郭靜姿教授進行女性高中生對資訊發展看

法相關研究的半結構式質性訪談工作，並進行相關逐字稿的撰打與整

理。以上的質性研究學習與相關訪談經歷，在跟隨教授們的學習，及與

同儕、受訪者的互動中，都使研究者對於訪談技巧的訓練和質性研究脈

絡的學習更加熟練與了解。 

 

三、個人書寫經驗 

    在個人質性書寫的經歷部分，研究者過去在就讀臺北市立中山女中

時曾擔任校刊社社長，進行校刊內容的專題撰寫與整體文字編輯、扉頁

引言企畫等書寫；大學三年級時曾獨立進行自我生命歷程的探究，回溯

成長二十餘年的生命歷程，書寫下三萬多字的生命故事，命名為「地圖」

並自行編印成冊（未出版）。近幾年來也持續在生活中書寫，將生活札記

與日常生命的反思以日記形式的文字記錄，近五年的生活札記總計將近

二十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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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成長歷程中的思索與風景 

    進一步追溯研究者個人成長歷程，研究者並非生長在一社經地位不

利的家庭；相對地，研究者從小生長在經濟小康、生活安定的家庭，從

出生到大學，再到工作，始終都在資訊發展快速、熱鬧繁榮的臺北市。

從國小到高中，皆就讀市中心明星學區的學校，所交往、遇到的同儕往

往是生活無虞的。一直到上大學之後，研究者才從身邊同儕的不同背景、

相異成長環境而驚覺到這世界人生命際遇的多樣性。說來愧疚，從那時

開始，研究者才真正地體會到：原來戲劇裡生活的波濤起伏與生命轉折

是真正會出現在人的生命裡。 

    然而，研究者從小就經常思考著生命相關議題，對於生活、對於生

命、對於心靈，研究者總是存在很多疑問，而面對人與人；人與世界；

人與空間、時間的交集，研究者也總是想深入探尋這些意義的價值。研

究者認為，每一個體的生命都有很多值得探究、值得學習的。在探究歷

程中經歷外在人、事、物的同時，或許我們也正朝著深入自我內在的境

地走去。 

    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個人背景部分，在資優教育現場工作的五年

間，接觸了許多不同類型的一般智能優異資優生，每一個學生來自不同

的家庭，在與這些資優生互動的過程與晤談間，深深覺察到家庭環境對

於資優生個體成長深刻的影響。任教以來所帶領的上一屆學生中（目前

已從小學畢業），家庭社經地位在資優生家庭比例上都屬於較為低下的族

群，和資優生的接觸，發現社經地位不利的家庭環境因素，讓這些資優

生的成長較同齡資優生多了許多其他孩子所沒有、或無法感受的經驗、

想法與感受。而後在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參與「惜才育英」計畫的過程中，

從年紀更長的優秀高中生身上，研究者看到更多不同的社經地位不利個

體的生命樣貌，而他們「竭力在自己生命的真實存有中向前邁進」（引自

陳文玲，2006）。上述歷程，讓研究者在短短幾年間接觸了為數不少的社

經地位不利學生，也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研究者對於社經地位不利

個體的成長經驗與發展充滿著想深入探尋與研究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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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實務與理論的經驗背景，研究者在這些位置的交點上邁向

本研究的路徑。 

 

貳、研究者的多重角色 

    除了身為研究者，自身希望能同時以研究參與者的教師角色、訪談

者、聆聽者、及重要他人的角色建構研究。 

 

圖 3-3-1   

研究者多重角色圖 

 

 

 

 

 

 

 

 

 

 

 

一、既定的輔導教師角色 

    身為研究參與者在「惜才育英」計畫中的學習與生活輔導教師，這

樣的身分在本研究中仍然存在並更加彰顯。敘事能用以了解學生內心世

界（王慧蘭，2011），在以教師角色聆聽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敘說的同時，

也是給彼此內心一份上天的恩賜（吳慧貞譯，1991）。而對話的過程中，

同時也是一種近身的理解與關懷。也因藉由研究，更加貼近與理解這些

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生命，也因這樣的連結使研究參與者敞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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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分享生命。 

    輔導老師的角色或許能使研究者角色對訪談的詮釋更完整。研究者

在詢問研究參與者受訪意願的時候，曾有其中一位參與者坦言在研究者

面前接受這樣主題的訪談能因為信任而更能敞開內心。在輔導這些學生

的歷程中，研究者在「惜才育英」計畫中的工作名為「良師輔導」，但研

究者始終認為自己稱不太上所謂的「良師」，只期許自己成為能對他們生

命有些許幫助的「他人」；而現在，研究者則期許自己能藉由這個研究更

加貼近他們的生命，覺察他們的內心世界，然後從對他們的真實聆聽中

重整他們真實需要的內、外在資源，在研究之外，將來提供他們生命中

最適切的幫助。 

二、客觀的訪談者與聆聽者角色 

    由於本質性研究的取向以敘事探究為主，故研究者身為訪談者，及

個案敘說生命故事的聆聽者，多應是客觀且中立的。客觀的角度有助於

讓研究者本身在研究中保持「醒覺」（wakefulness），而不至於因為聆聽

生命太過投入而落入認為情節最終都將回歸完美的「好萊塢情節」（蔡敏

玲、余曉雯譯，2003）。Mishler（1986）認為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

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在質性研究中，十分重視區分所謂

的「第一事實」現場文本和「第二事實」研究文本，詮釋時最關注的是

後者，即並非事實的真相為何，而是需全面性勾勒出受訪者「眼中」的

事實面貌（Thomas, 2009）。這樣客觀又保持覺醒的角色是研究者在過程

中最重要卻也最有挑戰的。 

三、和研究參與者一同講故事的人 

    本研究採用敘事分析取向，研究者也是和研究參與者一同講故事，

建構生命故事的人。在對話的情境下構築相互分享彼此生命，從一次次

訪談歷程共同用敘說口吻描繪出這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命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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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友伴也如兄姐角色 

    另一方面，由於研究者的年齡和人格特質，教師身分較沒有傳統教

師的威嚴與權威，同時也像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姐姐或朋

友，研究者同時也希望能利用這項特點在互動過程中增進對研究參與者

更厚實的探究，在相互信任的背景下，訪談交流的過程更貼近研究參與

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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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我們成就不了偉大的事業，只能懷抱著無限的愛來做一些小事。 

                             ―Mother Teresa（引自黎雅麗譯，2005） 

 

    本研究以敘事探究為主要研究取向，進行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

長經驗研究。故研究程序著重在對五位研究參與者進行多重向度的資料

蒐集歷程，其中最主要的資料來源為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而在資料整

理分析後，再以「生命故事」（life story）的形式撰寫五位研究參與者的

成長經驗故事。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從多重向度資料蒐集中，藉由敘事

的路徑從「心」建構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故事。研究者將本研究

的程序分為前、中、後期共三部分。 

 

壹、研究前期 

    確立主題、文獻探討、選定並邀請研究參與者、發展研究工具 

    研究前期是從研究起始到研究工具實際應用之前的階段。從確立研

究主題開始，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更聚焦研究重點，以及全盤性考量研

究參與者的選取，接著真正確定研究對象。在研究參與者選定後，則和

研究對象進行研究邀約，並發展研究工具，進行訪談大綱的撰擬。 

 

貳、研究中期 

    進行訪談、相關資料蒐集 

    研究中期則以指研究工具使用的過程，主要以資料蒐集、正式進行

訪談為主。由於本研究採取多元個案訪談的設計，研究時分開訪談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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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研究參與者，訪談完一名研究參與者後，才會

開始再進行下一段訪談，如此依照排定的順序訪談（訪談順序則以研究

前期正式邀約研究參與者時，所討論適當的時間而排定五名研究參與者

的受訪時間），完成共五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資料蒐集。正式訪談外，研

究中期也同時進行其他相關文件蒐集的工作，如：研究參與者的生活札

記、往來信件，以及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札記等。 

 

参、研究後期 

    資料整理與分析、撰寫研究結果 

    在研究後期，則以研究資料的整理、分析和撰寫研究參與者的生命

故事為主，同時在研究最後有系統地組織出研究發現與結論。研究者在

資料蒐集階段後，將所蒐集的訪談資料轉化為逐字稿形式的文字資訊，

並進行編碼、統整，以方便接下來的生命故事撰寫。最後，研究者從五

名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生命敘說資料中，整理出研究發現與結論。  

    在此，以研究程序圖來更清楚地呈現本研究的程序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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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研究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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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整理 

    質性研究中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是研究中最菁華的階段，因為質性研

究所強調的建構性和歸納性（Mertens, 2010）皆是從大量聚集的研究資

料中抽絲剝繭、找尋線索，以及萃煉的過程中才得以洞見。 

    本節的第一部分為資料蒐集；第二部分則為資料整理與分析。 

 

壹、資料蒐集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包括訪談資料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以下分

述不同的資料來源與蒐集方式。 

一、訪談 

（一）訪談時間 

    由於本研究的主軸為個體的生命歷程，為一長程的經驗回溯，並非

對單一概念或事件的觀點闡述，因此較適合一段完整且充足的時間，不

適合將訪談切割為太多次片段且瑣碎的時間。關於訪談時間，研究者原

則上對每名研究參與者進行至少二到三次的訪談；每次訪談可能從 90 分

鐘到 180 分鐘不等，每次訪談過程視場域情境和研究參與者的身心理狀

態、情緒和其他因素等，斟酌是否部分延長或縮短訪談的時間。 

    然而，每位研究參與者在真實接受訪談時的狀況皆有所不同，部分

研究參與者在受訪時較需要時間思考問題，主動表示需要較多時間反芻

想法以產出；亦有研究參與者的語言表達較為溫吞、無法完整而明確表

達關鍵意識，因此訪談的時間、次數就可能較多。有研究參與者因語言

表達較為精準、擅用生活實例主動說明想法，因此使研究者在一定時間

內就蒐集到極為豐沛的資料。 

（二）訪談地點 

    訪談地點的選取則以研究參與者方便的地點為主，由於本研究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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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名研究參與者皆居住在臺灣不同縣市，加上研究參與者目前皆是課

業繁重的高三學生，因此訪談地點將以研究參與者為考量主體。訪談地

點針對每位受訪者的想法而決定，選取研究參與者住家或學校附近的咖

啡店，或其他安靜、合適的地點等。訪談地點選取的考量主要以對受訪

者方便，及能讓受訪者舒適、放鬆表達自我為主要原則。 

    基於前述原則，訪談資料的蒐集視真實進行訪談後的情況進行斟酌

調整。為求訪談資料達到飽和，進行訪談與資料整理、檢視的歷程中若

發現資料未臻飽和，或者是研究參與者之訪談語言部分未完整釐清，研

究者也視情況進行後續相關訪談。研究者在此將資料蒐集歷程中訪談五

位研究參與者的時間與地點整理如表 3-5-1： 

 

表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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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102年03月02日 15：30―18：00 

S1居住縣市之咖啡店 
102年03月03日 

10：00―11：50 

13：00―14：30 

S2 102年03月16日 13：00―17：10 S2居住縣市之連鎖咖啡店 

S3 

101年10月05日 

101年10月09日 

102年03月16日 

18：10―20：15 

17：45―20：30 

10：05―11：55 

S3就讀高中附近餐廳 

S3就讀高中附近餐廳 

S3居住縣市之連鎖咖啡店 

S4 
102年02月26日 

102年03月02日 

18：00―20：20 

10：45―13：10 

S4就讀高中附近餐飲店 

S4住家附近咖啡店 

S5 

101年09月29日 

101年10月02日 

102年03月15日 

09：30―11：50 

18：40―20：40 

19：00―20：30 

S5住家 

S5求學縣市之咖啡店 

S5求學縣市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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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方式 

    本研究過程主要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訪談的過程分兩部

分，以完整蒐集相關的研究所需資訊。 

    第一部分的訪談以「生命線性式訪談」為主，訪談重點以生命階段

引導開啟訪談（訪談大綱內容如表 3-5-1、3-5-2），先帶領研究參與者

從時間軸進行成長經驗的回溯。 

    而第二部分則為「整體性的焦點式訪談」，以不同的向度進行細部的

半結構式訪談，以研究者前面針對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成長的文獻探討訂

定出的五大向度：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與生涯選

擇等進行分項的訪談，以補強第一次的「生命線」訪談從每一成長階段

探討的資料，進行整體性的成長經驗資料蒐集。 

   如前段提及的真實訪談情況，在兩階段既定的訪談過程後，由於每次

的訪談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至三小時左右，應能蒐集到頗豐富的研究資

訊，但在撰打、整理逐字稿等相關資訊後仍發現研究資料未達飽和，則

視情況斟酌增加後續的訪談，後續相關訪談則以弱結構式的訪談為主，

以補足個案成長經驗研究的所需資訊。 

 

圖 3-5-1  

訪談脈絡圖 

 

 

 

 

 

 

 

 

 

第一階段訪談：生命線性式訪談 

第二階段訪談：整體性焦點式訪談 

後續相關訪談：使訪談資料達飽和 



73 
 

    本研究訪談的目的在於收集最詳盡且豐富的資訊，以達到質性研究

「以人為本」的本質（謝臥龍等，2004），深度探究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

驗，詮釋出實質的意涵。Crabtree 與 Miller（1999）認為在訪談者與受訪

者雙向關係之下，共同開發出一種「對話之旅」。名為「對話」的情況下，

自然不適合用既定、制式的語言模式去規範訪談者與受訪者，加上本研

究的主題為偏向情意層面的生命敘說，語言流動的空間仍應以研究參與

者—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為主體。Kaufman（1994）則認為深度訪談最

好是採開放式問題進行，讓受訪者覺得就如在日常生活中對話，所得到

的內容較接近受訪者真實的情況。因此，研究者希望以兩階段的半結構

式深度訪談，藉由簡單的訪談大綱和兩層的脈絡引導對話的順利開展，

使研究參與者在自然的情境下敘說生命，以進行研究探索。 

（四）訪談大綱 

    由於訪談焦點是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與成長經驗的敘說，為使研

究參與者能以輕鬆彈性的「說故事」方式陳述，並在適當引導下敞開內

心分享最完整、最厚實的內容，研究者事先規劃了兩階段式的訪談大綱，

以利訪談過程的進行；同時讓研究參與者在受訪前先閱讀過訪談大綱，。 

 

第一階段：生命線性式訪談 

    在本研究第一階段訪談中，研究者建立的訪談大綱，主要是參考

Lieblich 等人（1997）的生命故事「階段大綱」（stage outline）所設計，

以幫助研究參與者有系統地將自己的成長經驗轉化為線性的軌跡，階段

式的關注，並在訪談過程中保持最大的開放和彈性，自然的「敘說」。下

面為研究者針對本研究的生命故事敘說，參考 Lieblich 對生命故事訪談

的架構（吳芝儀譯，2008，頁 33）所訂定的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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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生命線性式訪談大綱表 

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分析 第一階段訪談大綱 

一、將生命的成長歷程轉化為線性思考之引導 

引導語：每個人的一生就像一本書，現在請想像你自己的生命也即將被寫

成一本書。好好想想你的成長歷程與生命，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到未來。

請思索這本專屬於你的書裡，有哪些章節？  

現在，這裡的白紙可以幫助你完成任務。請你在白紙上畫上一條線，並在

線的起頭寫上你出生那一天的年代，那是你剛出生的時候；同時，請你開

始從零歲的生命開始，一直到現在你的年歲。如果我要請你將這條「生命

線」分割成很多不同的部分，你會如何劃分呢？  

二、為生命階段命名與綜觀成長 

引導語：現在，請為每個不同的生命階段命名，想一個你認為最適切的主

題。並請你順著生命階段的變化簡要說明你的生命發展。 

三、階段性思考與提問 

研究者針對研究參與者在紙上劃分的階段，提出以下問題。 

引導語：現在，我要針對你劃分的每個階段，提出一些問題。 

訪談問題： 

   1.請說說你對這個階段的記憶，及此階段中曾發生過的重要事件。 

   2.在這個階段中，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3.對你而言，在這個階段中，誰是你的重要他人？ 

   4. 這個階段對你來說的意義和影響是什麼？ 

   5. 你把這個階段劃分結束的原因是什麼？  

四、統整生命 

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談完每個生命階段後，請研究參與者用整體的觀點定

義他（她）從過去到現在的生命。 

引導語：如果生命是一本書，請為這本專屬於你的書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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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整體性的焦點式訪談 

    在第一階段的生命線性式階段訪談後，研究者聚焦到優秀社經地位

不利學生的整體性成長經驗，延續文獻探討中分類的向度進行思考，從

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與生涯選擇五大向度進行半

結構式的訪談。 

 

表 3-5-3   

整體性焦點式訪談大綱表 

成長經驗向度 訪談問題 

自我概念 ◆整體而言，你認為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請你簡單描述一下自己的個人特質和性格。 

◆你認為別人眼中的你是個什麼的人？ 

◆你喜歡自己嗎？為什麼？ 

家庭關係 ◆整體而言，你喜歡你的家庭嗎？為什麼？ 

◆請你談談父母的教養方式與態度？並請舉例說明。 

◆你認為父母對於你的教育成就有著什麼樣的期望？請 

  你舉例說明。 

◆你認為你家庭的親子互動如何？為什麼？ 

◆你認為自己與手足的關係如何？為什麼？ 

求學歷程 ◆在你的求學歷程中，最讓你得意或開心的事是什麼？ 

◆在你的求學歷程中，有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或挫折？ 

◆在你的求學歷程中，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 

社會互動 ◆你的人際關係如何？為什麼？ 

◆你和同儕或同年齡的人相處情況如何？ 

◆你和年齡比你長的人相處情況如何？ 

◆你和比你年幼的人相處情況如何？ 

◆你認為自己最擅長和上述三者中的哪種對象相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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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生涯選擇 ◆你未來想要就讀什麼樣的大學及科系？為什麼？ 

◆你覺得自己生涯選擇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你所期許的人生是什麼樣的樣貌。 

◆最後，請說說你給自己的未來期許。 

 

二、相關文件蒐集 

    除了研究所需的主要訪談資料外，研究者也將進行相關文件的蒐

集。相關文件包含訪談相關資料與其他外部資料： 

 

（一）訪談相關資料 

    在訪談的情境中，有很多細節是無法用言語或聲音記錄下來的資

訊，因此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的訪談筆記，以及研究參與者在敘說外，提

供的相關文字資料，不但可用以輔助對照訪談資料的完整性，也成為豐

富多元的研究資料來源。 

 

（二）其他外部資料 

    訪談內容和受訪者提供的資訊之外，若能蒐集到其他資料更可幫助

研究者進行嚴謹且完整的分析。在本研究中，所謂的其他外部資料包括：

研究參與者在參與「惜才育英」計畫審查時所書寫的自傳、參與「惜才

育英」計畫時撰寫的讀書心得報告、與輔導教師往來的相關信件與研究

參與者生活中撰寫的文字等，皆是多元的研究相關資料。此外，相關資

料也包括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用以自省和自我激盪、對話的「研究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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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整理與分析 

    質性研究的資料統整分析是研究者和資料間互動的歷程，它是一門

科學（Strauss & Corbin, 1998）；卻也是同時蘊含了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

的一門藝術（Patton, 2002）。科學相對於藝術，正如理性相對於感性，質

性研究的資料分析的確是理性與感性的結合。 

    在質性研究敘說研究中，Lieblich 等人（1997）針對敘說研究的資料

處理提出兩種組織向度，即「整體」之於「類別」；與「內容」之於「形

式」，這些向度交叉分析則形成了四種互異的敘說分析模式，分別是整

體—內容（holistic-content）、整體—形式（holistic-form）、類別—內容

（categorical-content），以及類別—形式（categorical-form）。 

    本研究欲研究和關切的是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完整的成長經驗

與心路轉變，因此採用第一種最著重整體脈絡，全面性關照的「整體—

內容」（holistic-content）進行整體生命故事的敘寫；再輔以「類別—內

容」（categorical-content）模式來進行不同層次跨個案的資料整理與分析。 

 

圖 3-5-2  

資料整理與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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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編碼（coding） 

    在研究資料呈現之前，研究者須先將針對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編

碼整理。而質性研究的資料非常多元，有系統的清楚呈現資料，更能使

研究資料能完整的被詮釋。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含訪談逐字稿、研究參與者的信件及日記、研究

者訪談筆記等訪談相關資料；此外，亦包含研究者自我的研究札記。 

    本研究的資料編碼，考量到資料來源之差異，在此以下列表格呈現

研究中不同相關人物與資料來源的編碼，並以幾個資料編號範例簡單說

明編碼方式所代表的意義： 

（一）正式訪談資料 

    在此所指的正式訪談資料以針對五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為主，研究

參與者以 S1-S5 代表，連接資料蒐集的日期進行編碼，最後加上資料位

於逐字稿中的頁數。 

    例如：「S5031218」代表研究參與者 S5 在 03 月 12 日接受訪談，其

在逐字稿第 18 頁的資料。在此正式訪談資料的編碼方式因顧及編碼呈現

太冗長，而省去訪談的年份。 

表 3-5-4 

正式訪談資料編碼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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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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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資料 

    本研究之相關文件資料包含研究參與者之信件、自傳、網路文字以

及其他產出之資料。編碼內容以研究參與者、資料來源、資訊產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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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類組成。 

    例如：「S3 信件 1000723」代表研究參與者 S3 在 100 年 07 月 23 日

撰寫的信件。考量到相關資料產生的時間年份差距較大，在此加入年份

的日期編碼，以對照資料產出的階段。 

 

表 3-5-5 

相關文件資料編碼說明表 

編碼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碼 

符號意義 研究參與者代碼 資料來源 資料產出日期碼 

符號內容 S1-S5 自傳、信件、讀書心

得、臉書文字、網路

社群文字等 

依序以資料產生的

年、月、日之日期碼

分別表示 

（三）研究日誌 

    此部分編碼內容以研究者之研究日誌及產出日期組織而成。在此研

究者的代碼以 R 表示。 

    例如：「R 研究日誌 1020905」代表研究者在 102 年 09 月 05 日撰寫

之研究日誌內容。 

 

表 3-5-6 

研究日誌之編碼說明表 

編碼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碼 第四碼 第五碼 

符號意義 研究者 

代碼 

資料來源 研究日誌 

撰寫年份碼 

研究日誌 

撰寫月份碼 

研究日誌 

撰寫日期碼 

符號內容 R 研究日誌 撰寫年份以

民國年份 

數字表示 

撰寫月份以數

字 01~12 表示 

撰寫日期以數

字 01~3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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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與整理 

    資料編碼完成後，進入研究關鍵的資料分析、統整階段。本研究資

料分析過程分為兩部分，首先採用著重整體脈絡，全面性關照的「整體—

內容」（holistic-content）進行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故事之敘寫，

並在研究結果章節中進行個別成長經驗之統整；而後採用「類別—內容」

（categorical-content）模式進行跨個案資料分類論述。 

 

「整體—內容」模式的博覽關照 

    本研究的主軸，即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故事文本，

採 Lieblich、Mashiach 與 Zilber（1995）敘事研究分析中的「整體-內容」

分析模式進行整理，根據鈕文英（2007）的觀點，整體—內容分析是從

整體的角度來檢視個體生命故事的內容，而不將之分割成細部；即使擷

取敘事中的部分，也是將其放在整個故事的脈絡中來看。因此，研究者

先從整體文本的閱讀，在統整地歸納出研究參與者生命中細部值得關注

的焦點，再回望這些焦點事件在整個生命脈絡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優

先採用「整體-內容」模式的資料分析方法進行研究，此資料整合方法包

括：反覆閱讀文本、整體脈絡書寫、照亮焦點、區分性主題標示、持續

性檢視等五項步驟（吳芝儀譯，2008；蔡珊珊，2010；林郁青，2010；

王政茹，2008；沈香君，2008），讓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完整有系統的整合。 

    在此簡要說明研究者於「整體-內容」模式分析資料的歷程，研究者

也將沿著這五個步驟去深入文本資料，找到研究的焦點： 

（一）反覆閱讀文本 

    首先，研究者將反覆細讀訪談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文本

資料，藉由閱讀次數的累積，增加研究者本身對資料內容的熟悉與瞭解。

從細讀逐字稿過程中，並搭配回溯訪談情境，從寬廣開放角度去檢視資

料，在「讀故事」的歷程中先有初步的感受、想法和對整體故事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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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脈絡書寫 

    在反覆閱讀之後，由於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成長歷程已有所知，並在

仔細分析研究參與者自身劃分的每一階段成長過程後，先進行社經地位

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長程脈絡書寫；研究者就對研究參與者成長脈絡

的歸納，轉化為整體的觀點；在此時成長經驗歷程漸漸成形的同時，研

究者就可以看出故事中的轉折、特色或值得再更深入探究的部分。 

    為求能重現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敘說之臨場感，

同時能完整反映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整體故事的敘寫主體採第一人

稱「我」為主詞，以此更能反映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的主體性（楊垂芳，

2013）。而在此部分資料整理前兩步驟中，包含了逐字稿整理、剪裁、修

飾的歷程。逐字稿整理的過程舉例如下： 

【逐字稿原稿】 

    好像是我十一歲那年吧，大概是我小五的時候，啊！對，小五。然

後就開始會想一些比較沉重的問題。我就是開始會思考一些有的、沒的，

就一些可能別人都不太會想到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啦……，就像是到底

「結束」之後會怎樣？就是想說宇宙那麼長，然後五十億年前就有了，

然後五十億年後就不見了，那我們只是五十億年中間的一個東西，不是

嗎？我們沒有了那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地球還是一直轉。然後還有啊，

那如果有一天，人類滅絕了，但是地球還是繼續轉……然後呢？然後到

底怎樣呀？我就一直想，想一想突然就覺得沒有然後了！就覺得好可怕

喔！我那時候想到有時候都會哭，我通常都是在睡前想這些有的沒的問

題，可是睡著之後好像還是繼續在想，睡起來就變成是惡夢，我都在惡

夢裡面哭。 

    有時候，我覺得想這些問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不會跟人家

講說我想過這些問題，沒事是不太會提的，而且我也不想跟別人提。有

時候我也會想說有沒有人會跟我想一樣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會有，但是

即使有別人跟我一樣想過差不多的問題，可是那個人年紀應該也是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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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S4022617） 

    我以前有問過我媽類似的問題，我沒問到那麼深，我就問我媽說，

如果現在我們家地震，我們全部都死了，怎麼辦？我媽就跟我講說，反

正是全人類的事情就不要擔心好了。但我實在不太能停止不想那些事

情，我有時候就是晚上洗澡洗完，真的是吃飽太閒，洗澡出來，就決定

我要開始想事情嘍！然後就開始一直想、一直想，就覺得好可怕。

（S4022618） 

【剪裁、修飾逐字稿】 

    好像是我十一歲那年吧，大概是我小五的時候，啊！對，小五。然

後就開始會想一些比較沉重的問題。我就是開始在思考一些有的、沒的，

就一些可能別人都不太會想到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啦……，就像是到底

「結束」之後會怎樣？就是想說宇宙那麼長，然後五十億年前就有了，

然後五十億年後就不見了，那我們只是五十億年中間的一個東西，不是

嗎？我們沒有了那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地球還是一直轉啊轉；然後還有

啊，那如果有一天，人類滅絕了，但是地球卻繼續轉……然後呢？然後

到底怎樣呀？我就一直想，想一想突然就覺得沒有然後了！就覺得好可

怕喔！我那時候想到有時候都會哭，我通常都是在睡前想這些有的沒的

問題，可是睡著之後好像還是繼續在想，睡起來就變成是惡夢，我都在

惡夢裡面哭。 

    有時候，我覺得想這些問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不會跟人家

講說我想過這些問題，沒事是不太會提的，而且我也不想跟別人提。有

時候我也會想說有沒有人會跟我想一樣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會有，但是

即使有別人跟我一樣想過類似的問題，可是那個人年紀應該也是比我大

的。 

    我以前有問過我媽類似的問題，我沒問到那麼深，我就問我媽說，

如果現在我們家地震，我們全部都死了，怎麼辦？我媽就跟我講說，反

正這是全人類的事情，就不要擔心好了。但我實在不太能停止不想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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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我有時候就是晚上洗澡洗完，真的是吃飽太閒，洗澡出來，就決

定我要開始想事情嘍，然後就開始一直想、一直想，就覺得好可怕。

（S4022617、S4022618） 

【剪裁、修飾後之故事文本】 

我十一歲那年，大概是小五的時候，我開始在思考，到底「結束」

之後會怎樣？就想說宇宙那麼長，五十億年前就有了，然後五十億年後

就不見了，那我們只是五十億年中間的一個東西，我們沒有了就什麼都

沒有了，地球還是在轉；如果有一天，人類滅絕了，地球卻繼續轉……

然後呢？想想突然就覺得沒有然後了！好可怕！我那時候通常都在睡前

想這些問題，睡著之後就變成惡夢，在惡夢裡面哭。 

    我覺得想這些問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不會跟人家講說我想

過這些問題。我覺得即使有人跟我一樣想過類似的問題，那個人年紀應

該也比我大。我有問過我媽類似問題，我媽就說這是全人類的事情，不

要擔心。但我不太能停止想那些事情，我有時候是晚上洗澡洗完，就決

定我要開始想事情，然後就開始一直想。 

（三）照亮焦點 

    將故事文本更精細的剪裁、修整後，隨著大量且頻繁觀看文本資料，

並反思研究參與者生命脈絡變化，研究者或許就能漸漸看到其成長歷程

中的焦點，思考影響此個體成長經驗主軸為何，哪些人、事、物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更能聚焦相關於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敘說要

素。在研究者不斷探究、反思資料的過程中，研究焦點和個體成長發展

的脈絡越加凸顯。 

（四）區分性主題標示 

    這個步驟的重點源自主軸和概念編碼的區分與分類，在研究者整體

性和焦點性地關注資料後，即進入文本資料內涵的深究。在此研究者以

不同的主軸命題和概念整理文本資料，先訂定出研究參與者成長經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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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發展脈絡主軸，並搭配研究參與者自我創作的生命線性圖，進行

成長經歷階段的區分；進而在每一階段中放入該生命時間區段發生的關

鍵主題事件。這種分析、歸納資料的方式也類似於所謂的「主題分析法」

（高淑清，2008），先針對每一章節訂定出幾個主要命題，再從每個命題

去思索其中關鍵事件的發展，並在資料中檢視相關概念的敘說。 

（五）持續性檢視 

    成長經驗敘說分析並非是發現問題、找到答案、得到結論的直觀歷

程，它如同生命一樣，是一個動態檢視的過程。因此，即使在前四個步

驟已找到研究參與者成長的焦點和主要脈絡，研究者對於資料的檢視仍

要不斷地持續和關注，且前述主題式區分資料的過程也需要不斷地省

思，檢驗其中是否有矛盾或不合理之處。更多的意義與價值往往可能在

一次又一次的反芻和思索中再現，研究者在探究過程中嘗試更加貼近研

究參與者的成長脈絡。研究者在進入敘說文本的書寫建構期間，仍不斷

地持續檢視文本與相關研究資訊，使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

驗最終能以最真實、最貼合的形式深刻呈現。 

    敘說探究本身就是一個辨認—組織—建構的歷程（蔡敦浩等，2011）。 

資料分析完成後，研究者即開始進行敘說文本的敘寫，將資料作最厚實、

真誠的呈現。針對敘說文本敘寫方式，Riessman（1993）歸納出三種不

同形式的呈現：編年式順序、結果式順序及主題式順序。研究者考量研

究主軸以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為主，關注的是整體面向

的動態成長經歷，因此選定編年式的順序（chronological sequence）為本

研究敘說文本的敘寫方式。在個體生命歷程中，不論是真實的發生順序，

或是被敘說的順序，往往都以時間為線性發展的基礎（蔡敦浩等，2011）。

研究者將跟隨時間的脈絡去開展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歷程，先找出現

場文本中故事線（story line）及相關情節（plots），搭配資料的分析與整

理，組織出主體、場景、事件三者間的關係，再轉化為敘說文本（Riessman, 

1993）；資料呈現時研究者也會不時提醒自己站在客觀的角度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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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內容」模式的精煉聚焦 

    為求本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完成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

「第一人稱」成長故事後，研究者接著再以「類別―內容」的觀點，分

別針對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五個向度

進行統整聚焦，以此進行跨個案分析與討論。關於此五向度的選擇，是

源於文獻探討資料整合時的想法，加上經歷前段「整體―內容」資料的

檢視，研究者認為文本資料內容的呈現也不超出這五向度的範疇，和協

同編碼者討論後認為並無更適當的分類方式，因此決定採用自我概念、

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等五向度進行「類別―內容」

的資料分析。 

    研究者以「類別―內容」模式的分析步驟為原則（吳芝儀譯，2008），

分析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各向度發展： 

（一）選擇替代文本（subtext） 

    研究者依據研究問題，標示出敘說文本中的相關資料。概覽研究參

與者成長經驗的整體文本，將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關鍵的

文句段落，重新彙整為一「替代文本」，方便後續進行更細緻的分類、重

整與歸納。 

（二）定義類別內容 

    「類別」用以劃分研究探討的主軸和觀點，以求將文本意義有系統

的分類。研究者在整理資料後，將類別主要向度區分為自我概念、家庭

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五個部分，在每一向度中另有更

細部的分類和統整，將不同研究參與者在同一向度呈現的類似概念加以

整合，並藉由協同編碼機制進行關鍵概念的定義，進行綜觀的探討。以

下為本研究的類別分析表（詳見表 3-5-7），研究參與者並於表格中分別

列出五位研究參與者在各向度、類別資料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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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7 

類別分析表 

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分析 

向度 類別 資料來源 

自 

我 

概 

念 

自我了解 

對自身特質的理解 

深刻的內在洞察 

獨立的思考見解與自我堅持 

從自我檢視到長程展望 

S1、S2、S3、S4、S5 

S1、S2、S4、S5 

S1、S2、S3、S4 

S1、S4 

人我差異 

較早熟的敏感心靈 

因家庭境遇造成的自卑感 

自我調適的幽默感 

S2、S3、S4 

S1、S3、S4、S5 

S2、S3、S5 

哲思探討 

宏觀世界與我 

與生死的對話 

獨到的信仰見解 

S2、S4 

S1、S2、S4、S5 

S2、S4 

家 

庭 

關 

係 

親子互動 

正面 

因素 

重要的母親角色 

互依互信的關係 

開放的教養態度 

雙親楷模的啟蒙 

S1、S2、S3、S4、S5 

S1、S3、S4、S5 

S1、S2、S3、S4、S5 

S1、S2、S4 

負面 

因素 

賺錢與相處時間的不平衡 

想法層次與學識的落差 

過度關注與介入 

S1、S3、S4 

S1、S4 

S4 

手足關係 

正面 

因素 

生活中相伴 

情感支持與同理 

代替家長的兄姊角色 

做手足的楷模 

S1、S3、S5 

S1、S3、S4 

S1、S3、S4、S5 

S1 

負面 

因素 

無交集的興趣發展 

相異的課業成就和表現 

S1、S2 

S1、S4 

家庭事件與環境 

正面 

因素 

家庭成員離開加速情感凝聚 

對家庭經濟狀況的理解與體恤 

融洽的家庭氛圍 

家族共生與互助 

漸趨平衡的家庭狀態 

S3 

S1、S2、S3、S5 

S1、S2、S3、S5 

S1、S2、S3 

S1、S3、S4 

負面 

因素 

家庭變故的陰影 

家庭經濟的困頓 

父母失敗生命經驗的影響 

祖父母重男輕女觀念 

S1、S3、S4 

S1、S2、S3 

S1、S4 

S3、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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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學 

歷 

程 

學校與班級氛圍 

正面 

因素 

開闊的校風視野 

穩定正向的班級 

多元活動接觸 

S2、S5 

S2、S3 

S2、S3 

負面 

因素 

在重玩樂的班級裡逆向前進 

高度競爭的壓力 

獨善其身的班級風氣 

因資源缺乏而錯失機會 

S2、S4、S5 

S1、S4 

S4、S5 

S2 

學業成就表現 

正面 

因素 

發現自我優異學習能力 

站上成績金字塔頂端 

漸入佳境的成就感 

S1、S4、S5 

S1、S5 

S3、S4 

負面 

因素 

高處不勝寒 

從頂尖到平庸的挫折 

社會與文化再製的無奈 

自認不聰明，全靠苦讀與摸索 

家庭期待的壓力 

S1 

S1、S3、S4、S5 

S1、S3、S5 

S1、S4 

S4 

教師角色的影響 

正面 

因素 

溫暖的正向鼓勵 

教師寬廣視野，放大學習格局 

因材施教的對待 

提供多元學習的方式 

S1、S2、S3、S4 

S2、S3 

S2、S4、S5 

S2、S3 

負面 

因素 

負面不當的回饋 

升學、考試導向的教學 

因不理解而無法提供實質幫助 

對學生生活、情緒的漠視 

教師的狹隘格局影響角色觀感 

S4 

S1 

S4 

S5 

S4 

自我驅策與要求 

正面 

因素 

清晰的自我堅持 

在自知中訂立目標 

做好自己的本分 

服務心態萌芽 

S1、S3 

S1、S3、S4、S5 

S1、S3、S4 

S4 

負面 

因素 

完美主義的束縛 

在挫折中降低標準 

S4 

S1、S5 

社 

會 

互 

動 

環境資源 

正面 

因素 

與生活場域密切互動 

閱讀讓我看見世界 

社會性支持的資助 

S2 

S1、S2、S3、S4、S5 

S1、S2、S3、S5 

負面 

因素 

適應新環境需較多時間 

看見社會黑暗面 

S1、S3 

S5 

同儕關係 
正面 

因素 

君子之交淡如水 

志同道合的友伴 

跨越時空的摯友 

S2、S3、S4、S5 

S2、S3、S4 

S2、S4、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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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同儕的優點 S1、S3 

負面 

因素 

偌大的價值觀差異 

同儕因步調落差而不理解 

被動的交友模式 

生澀的異性關係 

隔層面紗的同儕觀感 

對無謂的同儕紛擾感到無奈 

S3、S4、S5 

S1、S3、S4、S5 

S1、S3、S4 

S1、S4、S5 

S1、S2、S3、S4 

S2、S4 

團隊參與 

正面 

因素 

學校活動與社團參與 

校外營隊活動 

S2、S3 

S1、S2、S3 

負面 

因素 

在團體中看見複雜人性 

團隊參與的消極態度 

為家庭犧牲社團參與 

S2、S4、S5 

S1、S5 

S4 

生 

涯 

選 

擇 

自我生涯覺察 

確認自己的興趣 

符應自我特質的生涯抉擇 

高層次的生涯規劃 

S2、S3、S4、S5 

S1、S2、S3、S4、S5 

S2、S3、S4、S5 

現實考量 

經濟因素 

就業市場需求 

職業的穩定性 

S1、S2、S3、S4、S5 

S2 

S1、S3、S5 

重要他人期望 

母親的殷殷期盼 

藉升學達到社會階級流動 

離家距離的考量 

S3、S4、S5 

S1、S4 

S2、S5 

自我價值實現 

達到自我定義的平衡 

自由自在的人生 

盼行萬里路 

回饋社會 

S1、S3、S4 

S1、S2、S3、S4、S5 

S1、S2、S3、S5 

S3、S4、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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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段落分類 

    研究者進而整理五位研究參與者成長經驗文本中的段落或語句，並

將之分析、歸類至各個類別中，以同一向度、同一類別的範疇中，同時

融入不同研究參與者的敘說內容，以此關照五位研究參與者在成長歷程

各向度的發展。關於研究者對於文本段落的分類，舉例如表 3-5-8： 

 

表 3-5-8 

段落分類表 

段落 類別 理解與詮釋 

整體而言媽媽還蠻民主的，幾乎要

幹嘛都是我們在決定。有時候會問

一問，如果不好她就問你怎麼辦，

就還是要我自己去想、自己去找出

口，不會去理我最後的決定是什

麼。（S4030239、S4030240） 

家庭關係 

―親子互動 

―正面 

―開放的教養態度 

親子互動中存在理性

溝通的交流，母親對研

究參與者的意見持開

放態度，也在討論過程

中引導其自主思考。 

他們對我的影響應該還有獨立

吧！以前不是會有很多通知單，然

後會有很多問卷之類的，我拿給他

們看的時候，他們就會直接問我，

比較像是把決定權給我，他們就是

問我：你要不要去，你想不想去。

（S2031603、S2031607、S2031622） 

家庭關係 

―親子互動 

―正面 

―開放的教養態度 

父母不主導研究參與

者做決定的機會，直接

把決定權留給研究參

與者，培養研究參與者

獨立自主的習慣。 

 

（四）整合研究觀點，從研究結果導出結論 

    每一類別蒐集到的內容，可以統整性的照見不同個案生命發展的脈

絡，而先前設定的研究問題和文獻探討相關的發現，亦可進一步在此部

分進行對照。研究者在此歷程的努力重點在於：將不同研究參與者呈現

在同一類別的資料，進行適當的對比、連結與整合；並搭配文獻資料進

行討論。最後再整理歸納為本研究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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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統整的自我期許 

    而研究者在一連串漫長的資料分析、統整的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

以下列四個重點去關切研究資料和書寫文本： 

 

（一）用開放卻投入的態度與資料對話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時，以開放的態度去面對是很重要的，因為從資

料的整理分析可能帶給研究者無限的可能和新的想法。Glaser 曾說過：

「資料很快會被遺忘，但想法則不然」（引自 Bogdan & Biklen, 1999, p. 

169）。唯有用心投入的與資料對話，不要猶豫提出各種想法和見解，不

斷深入探究所看到的資訊，並深入體會、詮釋，進入「研究者擁抱資料，

跳一場詮釋之舞」（引自 Miller & Crabtree, 1999, p. 127）的境界，冰冷的

資料才能蛻變為具體的價值和意義。 

 

（二）將文字、數碼轉化為整體的生命 

    藉由反覆不斷的閱讀文本，從重複的文字閱讀中和編碼的過程中，

找到研究參與者生命完整的樣貌，看著資料從文字轉化到編碼後的次序

資訊；再藉由編碼的段落中轉化為整體的生命歷程。研究者在反覆咀嚼

資料的過程中，先完整地理解敘說內容的意義與細節，才能對研究資料

作貼切的詮釋。正如同陳向明（2002/2009）的觀點，在對資料整體意義

進行把握時，我們又可不斷審視資料的細節。而當我們再次看歷程中的

細節時，往往又會再有更深切的發現與思索。 

 

（三）以時間軸的脈絡組織成長經驗 

    時間脈絡是本研究資料統整的參照重點之一。整體—內容模式的分

析著重生命整體的脈絡，而生命整體即時間軸的流動。生命中的成長經

驗是長程且變動無常的，但若以時間軸的概念去檢視，生命卻是線性呈

現的。以時間軸的脈絡去思考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除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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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整體外，也可注意到在每一成長階段焦點、重要事件與代表意涵，可

避免資料過於散亂的呈現。 

 

（四）在文本的擴散與聚歛之間尋找研究參與者的位置 

    文本是一種媒介，是通往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的媒介，然而研究的

主體始終都是研究參與者，即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因此資料統整的重

點之一仍在於主體本身。而訪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思考擴散的歷程，

隨著訪談場域和訪談次數的開展，文本的資料可能越堆疊越多；然而，

學習在眾多繁雜的資料裡找到值得關注的焦點也是很重要的。研究者期

能經由訪談的想法延伸，然後再聚焦於關鍵，在這些擴散和聚歛之間的

起伏找到平衡，精確分析這些資料和研究參與者間的關聯性及其生命故

事的整體意義（鈕文英，2007），把生命中成長經歷展演的空間回歸給研

究參與者，並以從整體性角度去書寫研究，產出精彩的文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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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信效度 

    研究者將從兩大向度著眼，以提高本研究的信、效度。對於研究中

最為關切的信效度，我將分別以多元的探究方法與驗證，及研究者本身

不同角度的對話去省思並建立本研究的信實度（Credibility）與可靠性

（Dependability）（Mertens, 2010），使研究能有真正的價值。 

 

壹、多元的探究方法與驗證 

    研究者運用訪談、文件蒐集及札記紀錄等不同方法與來源，進行研

究相關資料蒐集，並藉由資料間相互檢核與驗證，提高本研究資料的真

實度。而在研究文本的產出後，研究者則透過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

檢證本研究資料的信、效度。從研究參與者的確認與澄清、協同編碼，

再到同儕諍友評鑑，建立起多方驗證後的研究真實性，並以此降低研究

者個人過多的主觀而造成研究的偏誤（張書豪，2012；潘淑滿，2003）。 

圖 3-6-1  

研究信效度驗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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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參與者完整的確認與澄清 

    研究參與者在本研究中同時扮演了「說故事者」與「故事主角」的

角色，前者與後者的角度存在著些許差異，此時研究者就有責任讓這兩

個從同一個體出發的不同角色找到最大的平衡。因此，研究參與者對於

文本資料的確認是提高研究效度的重要關鍵。從逐字稿的謄寫開始，到

本研究的資料以文本呈現後，研究者都將初稿給研究參與者閱讀，並請

其針對成長經驗書寫內容的各方面、各部分進行確認、澄清與回饋。研

究者將在研究參與者閱讀並檢視文本後附上質性的意見回饋表，請研究

參與者書寫下對內容的想法與建議，研究者在回饋中得以產生更多完整

的觀點，使研究更豐富而有價值。 

二、謹慎細密的協同編碼 

    研究者邀請兩位協同編碼者協助進行研究信度的檢核，起初研究者

和兩位協同編碼者進行溝通討論，使協同編碼者皆熟悉本研究的編碼過

程與方式。由協同編碼者協助檢視錄音內容與逐字稿的一致性，接著研

究者與兩位協同編碼者針對每一研究參與者、每一次的訪談逐字稿進行

各自編碼，若編碼過程中有相異的觀點和編碼的方式則由三人共同討

論，進行想法的交流與編碼的調整。由於本研究共有五位研究參與者，

且每位研究參與者的受訪次數不只一次，協同編碼過程將以研究參與者

為區分，每次編碼會議以一位研究參與者的相關資料為討論重點，共計

舉行五次以上的編碼會議；必要時亦藉由電子郵件和網路溝通。編碼過

程中或研究者撰寫研究文本時發現問題，也不斷、隨時進行討論。 

 

 

 

 

 

圖 3-6-2  

協同編碼流程圖 

 

   協同編碼者 

   事前溝通 

   協同編碼者協助 

      檢視錄音與 

   逐字稿之一致性 

  研究者與協同 

    編碼者各自 

    進行編碼 

   編碼結果整合， 

     並針對編碼相 

  異部分進行討論 

五位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次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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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協同編碼者背景分析表 

協同編碼者代碼 背景分析 

C1 曾就讀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研

究所，對於人文、社會議題有濃厚的興趣，長期進行

多元類型的田野調查。目前從事電影相關工作，投入

電影、紀錄片等劇本的撰寫。擁有反思性強、人文觀

察敏銳的特質。 

C2 國小特教班巡迴教師，大學時就讀特教系，任教後因

個人特質與志向而前往社會工作相關研究所碩士班進

修，碩士論文也欲探究與弱勢家庭個體發展相關的議

題。成長過程中也經歷許多家庭事件，自中學起父母

離異，求學過程中半工半讀，除自己負擔生活外，亦

需要負擔家計與照顧年邁的祖父母，自身的成長經歷

也使其對於弱勢族群有豐沛的同理心和希望能給予幫

助的情懷。 

 

三、同儕諍友評價批判 

    有鑑於質性研究先天容易受「人」因素之影響，研究過程中除了協

同編碼者外，亦邀請了另兩位同儕進行對研究設計與過程的客觀建議，

並在研究資料整理分析之後，請同儕諍友閱讀研究文本，給予意見和評

析。由於本研究的兩位同儕諍友本身也皆是教育相關人員，對於本研究

個案選取來源的「惜才育英」計畫也擔任相關的輔導教師與計畫參與者

的身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同儕諍友本身的成長經驗也有和研究

參與者類似的生命歷程，對於本研究的書寫角度和內容呈現擁有具體客

觀和建設性的回應，藉由同儕評價的機制，的確使本研究脈絡更完整。 

    關於本研究兩位同儕評鑑者的簡介與背景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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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同儕評鑑者背景分析表 

同儕評鑑者代碼 背景分析 

F1 國小資優班教師，就讀師大特研所時碩士論文以質性

研究為研究取向，在研究中深入探究個體經驗背後的

心靈意涵。自大學起持續參與許多教育相關研究，也

有豐富的訪談經驗與逐字稿之分析、整合歷程；此外，

也參與連續兩屆的惜才育英計畫，分別擔任過營隊課

程設計與教學、「良師」的輔導員角色。成長中家庭發

生巨變，自此經歷許多不為人知的成長過程，也因此

對於自己任教資優班中的社經地位較為不利的學生能

充份關懷與提供生活協助。 

F2 國小資優班教師，畢業於師大特研所。先前撰寫的碩

士論文也是以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為研究主體；同時也

有許多不同類型的研究參與經驗。自幼生長在隔代教

養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家庭成員角色多元、複雜，

因此對人性總有細膩的觀察和探討，對於自我心靈成

長、個體內在的心理歷程也有欲深入探尋究的想望。 

 

貳、研究者本身不同角度的對話 

    研究者在研究中的多重角色，也是輔助提高研究價值的要素。從研

究者、研究參與者的輔導老師、聆聽者，再到朋友、大姐姐等的角色轉

換，在研究產出過程中以不同角度的視點去檢視研究文本。運用這些多

重角色的觀點，以平衡因不可避免的個人主觀因素看研究參與者的生命

故事敘說，減少偏頗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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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倫理 

    身為一個質性研究者，我們得以擁有更多的真實機會和權利，可在

研究中深入他人的經歷，走入他（她）的生命旅程中。然而，這些特權

應奠基於質性研究的研究倫理之上（陳向明，2002/2009）。倫理是融入

研究的一種生活方式（Heppner, Kivilghan, & Wampold, 1999），也是使研

究參與者得到更多同理和尊重的方式。本研究將遵循並重視以下相關的

研究倫理，讓這些個體的成長經驗敘說在獲得研究參與者的支持之下更

顯動人： 

 

圖 3-7-1  

研究倫理圖 

 

 

 

 

 

 

壹、知情同意原則 

    在質性研究中，使研究參與者充分的理解研究的性質與過程，達到

知情同意原則，是研究倫理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別是在本研究鎖定弱勢

族群中的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為研究對象，而研究內容更牽涉到向

度深、廣的成長經驗研究，讓研究參與者完整地瞭解研究動機、背景與

研究者希望達到的研究計畫，都是很基本的尊重，也是研究者會最關注

和做到的。在此原則之下，研究者也會讓研究參與者瞭解擁有隨時終止

研究關係的權利（潘淑滿，2003）。研究者將會請參與研究的五位研究參

與者簽署研究同意書。 

知情同意 

原則 

補償受惠 

原則 

保密 

原則 

公開 

原則 



97 
 

貳、保密原則 

    質性研究有其特定目的和意義，但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是高於研究價

值之上的。根據陳向明（2002/2009）認為，隱私包含了與個人相關的所

有訊息。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也將針對研究內容和研究參與者的真實身

分等研究相關訊息，進行完整的保密。在研究參與者的身分方面，研究

者在研究中以全程的匿名呈現；也因研究內容與私人的生命遭遇相關，

必要時將考量書寫對研究參與者之影響，而斟酌資料的呈現。 

 

参、補償受惠原則 

    若研究過程的訪談中或陳述的內容讓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甚至是

心理層面的負面影響，研究者也將尋求其他專業管道以撫慰研究參與者

在訪談或研究互動中得到的傷害。另一部分，若研究參與者能從研究過

程和結果中受惠，在成長經驗的生命敘說過程中更瞭解自己、或得到來

自敘說的心理療癒效果，這部分也是研究者期望能達到的。 

 

肆、公開原則 

    研究的價值來自於讓社會與更多人共同分享研究成果與發現，質性

研究則更重視和社會「敘說」異質群體的經驗與歷程，能以更彈性和柔

軟的定位去關懷這多元的世界。因此在研究完成之後，研究者將經過研

究參與者的同意與支持下，才將研究的全貌完整公開。在公開的協定之

下，讓這個社會以及其他個體進入這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精彩

的成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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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長經驗 

    本章採敘事研究中的「整體―內容」分析方式，呈現研究參與者各

階段的成長經驗，以縱軸的時間循序呈現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

的生命歷程，呼應訪談的生命線性式概念；並將焦點式訪談的精華揉合

進研究參與者敘說的文本。 

    本章的書寫手法從主詞「我」出發，藉由第一人稱的口吻，即最貼

近研究參與者自身的角度陳述他們的成長經驗。每一節不同的研究參與

者故事，是依據進行「生命線性式訪談」時，研究參與者為自己成長過

程劃分的生命階段，從訪談逐字稿內容中重新組織、依據敘說內容焦點

分類編排、統整呈現，最後再加入研究參與者的生涯期許作結；而每一

節故事的主題，及成長歷程每一時期命題，都是由研究參與者自身在訪

談時思考、命定的。在此文字盡量以最貼近研究參與者真實敘說之口語

呈現，每節生命故事起始亦附上研究參與者在訪談開端時各自繪下的「生

命線性圖」，期能完整呈現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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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總有一天會找到自己的位置―S1的故事 

 

圖 4-1-1 

S1 生命線性圖 

壹、幼年時期：玩樂 

被遺忘的玩樂歲月 

    我對幼年的記憶其實已經很模糊，那個階段大概是八歲以前，腦海

中對這個階段的印象大概就是一些玩具，以及爸媽每天工作回來的那一

刻。在這個階段裡，好像每天就是很和樂的過，要說意義好像也沒有，

就是每天過得很快樂，可是過了以後就也忘了。 

    當時媽媽是在工廠工作，記憶中媽媽換了很多間不同的工廠。我有

記憶的是她曾在一家做蓮蓬頭的工廠；還有一家是做一些那種軟軟的、

塑膠粒零件的公司。而爸爸那時擔任送貨工作，他當時的工作是運送早

餐的原料，比如說冷凍漢堡肉、蛋餅皮之類的材料。他算是那種比較中、

下游的角色，他是送去早餐店的前一個貨源，他就是進新貨並運送到小

批商那邊去，自己進貨，然後自己出貨。爸爸會從事這工作，一開始好

像是覺得比較容易發展，然後收入會比較好，一開始好像是他自己去找

通路，然後那時候也有人跟他一起做，當時他們不知道怎麼協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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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爸媽的工作都算穩定，所以家裡的經濟狀況應該是算還不錯。

而我有兩個弟弟，當時弟弟一個一歲多，然後一個兩歲多，所以年齡滿

相近的，我們三個也都一起玩，且同時都是奶奶帶大的。 

    在我幼年生活的印象中，那時爸爸都是在送貨，然後有時候會一起

載我們其中一個或兩個出去，坐在車上，一起去送貨。聽我爸講說那時

候我都會吵著要跟，我好像蠻喜歡去的。媽媽每天下班可能都差不多是

五、六點，就是一般工廠的時間。 

受奶奶疼惜的長孫 

    如果真要從更小的時候講起，我是由奶奶帶大的，小時候我住在M

鄉，那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小時候的生活印象裡幾乎都是有奶奶的，

爺爺則是在爸爸媽媽結婚之前就已經過世了。 

    奶奶算是我這個階段的重要他人，那時候爸媽在工作，比起爸媽，

這個時期對奶奶的記憶是比較多的。奶奶印象中就是很和藹的、脾氣很

好，我好像完全沒看過她生氣。那階段的生活我們有很長時間的相處。

她那時候就是每天一直帶著我和弟弟們，有時奶奶會在家裡忙她的，像

做家事之類的，我跟弟弟就會在旁邊玩；奶奶有時也會帶我們去附近走

走，去找一些街坊鄰居之類的。我聽爸爸、媽媽講，好像是因為有點炫

耀的意味而去，就媽媽連生三個男生，奶奶應該是有點得意吧！加上我

是長子、長孫，印象中奶奶蠻疼我的，也特別常帶我出去，可能也因為

弟弟們都還小，有時候就只帶我出去。她跟我相處時間比較多，跟我的

對話也比較多。那個階段看到爸、媽下班回來會很快樂，可是跟奶奶講

話比較自然。 

震出家庭的轉折 

    九二一大地震對我家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但可能是因為年紀太

小的緣故，我對那段日子卻沒有什麼記憶。僅存的記憶是那時地震我們

家有倒，從家裡跑出來後去到姑姑家那附近，我們逃出來後在那附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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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沒有搭帳篷，我也忘記了。再次還原的話，只記得大地震當時突

然一瞬間家裡整個全倒了，爸爸、媽媽那時候應該是很傷心，那時候家

裡財產什麼的好像都沒有了，但我年紀很小，沒辦法體會他們的心情。

住到姑姑家之後，後來我們還有在爸爸朋友家借住一段時間，一直到我

讀幼稚園的時候，大概是小一的前兩、三年都還有在別人家住過。那時

候爸爸仍繼續在做送貨的工作，當時好像就是住在他從事相同行業的同

事家吧！ 

恐懼的幼稚園印象 

    我五歲那年在M鄉讀了一年幼稚園，所以幼年的記憶中也充滿了和

幼稚園同學玩耍的印象。但對於當時幼稚園的生活，我記憶中多半是幼

稚園的功課。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覺得幼稚園還蠻可怕的，我幼稚園

有一年是在M鄉讀的，大地震搬家之後我又在外面讀了一年，讀了兩個

地方的幼稚園。那時的印象就是功課很多、很多，還有要一直練習寫字，

但我那時候好像是寫得不好，就可能是我寫字很慢，我印象中有蠻多被

催功課的畫面。不知道算不算是陰影，可是現在回想起來還滿好笑的！ 

貳、國小前期：探索 

遠離安親班的閒適時光 

    國小的時候，每天到學校我最期待的就是下課。那時候對學校、國

小的那個遊樂設施很熱衷，每天下課鐘響，同學就是會一群人跑出去，

然後去搶那個盪鞦韆之類的東西，小一、小二大概就是這樣子。那時候

還小，生活沒什麼特別的目的，去學校就是單純等待下課，然後回家玩，

沒什麼目標的人，就單純休息。 

    一、二年級放學的時候媽媽會去接我放學，三年級之後就是自己走

路回家，因為其實蠻近的，長大一點以後媽媽就比較放心了。但爸爸媽

媽小時候管蠻嚴的，放學都一定要馬上回家，就連騎腳踏車跟同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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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的，也是會問很多，確認沒問題才可以出去。跟外面的小孩子感覺

差很多，可是也因為這樣子我覺得至少我們小時候沒有變壞。 

    那時候幾乎有一半以上的同學放學後會去安親班，那時候我就覺得

自己很輕鬆。我覺得上安親班很辛苦，聽同學講感覺那時候已經是補習

班了，不是安親班，就覺得他們很累。因為家裡有三個兄弟，一直到我

上三年級後，弟弟們也都上國小，放學可以一起走回家裡，爸媽就比較

不會擔心，所以他們也沒有想過要把我們送到安親班。 

好成績的開端 

    那時候所有的段考就只有考兩科，就國語跟數學。因為科目很單純，

那時候成績大家都很好，滿分兩百分，大家都是一百九十六分，我會把

分數記得特別清楚的原因是因為我每一次都是一百九十九分，好像都是

國文被扣分，那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的數學很厲害。 

和藹如母的老師 

    那時候對我比較有影響的人應該就是一、二年級那個和藹的老師

吧！那時候剛進國小還是會怕，然後因為有她就適應的還不錯，她就真

的很像媽媽的身分。她也是住在住家附近，我後來考高中的時候還有遇

到她，對她印象一直都蠻深的。有時候她回家的時候剛好遇到我，然後

她就會跟我談論一下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母親視線下的自主養成 

    當時媽媽當時對我的課業會要求，每天回家都會叫我把功課寫完。

我和弟弟一回家當然是先玩，玩到六點左右媽媽才回來，就會叫我們寫

功課，我就被趕去三樓把功課寫完。那時候寫功課媽媽會坐在後面，坐

在爸爸桌子那邊，等我們寫完之後就會拿去給媽媽檢查一遍，看有沒有

錯字，然後她會檢查連絡簿，把每一個功課看有沒有做完，她都會問我

們。但媽媽其實是管弟弟他們比較多，因為他們有時候會考得比較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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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媽媽就會特別盯他們。媽媽只有讀到高中，可是那時國小的東西她

還是會，就還可以教弟弟他們。爸爸也是只有讀到高中，而且他們是當

地的同一個高中。當時在家的印象幾乎都是媽媽盯功課的情景。但是因

為我都有把功課做完，所以其實媽媽對我不會很兇。 

    我覺得國小很重要。你那時候好了，將來就也好；那時候壞了，將

來就很難矯正回來。爸爸、媽媽小時候比較嚴格，國中之後。可能因為

已經上軌道了，就變的很自由，自由到我現在會這樣我都覺得是奇蹟。

這感覺就像是……確認我一個人會騎腳踏車之後，就讓我一個人騎這

樣。但是對弟弟他們就會管比較多，基本上弟弟的人際關係、交友到現

在都還在管。 

威嚴主外的父親角色 

    比起媽媽，爸爸是比較兇的，就感覺比較有距離感，現在我都還是

這樣覺得。感覺可能要等到大學畢業以後才能跟爸爸平等對話吧！印象

中爸爸較有威嚴感，他比較固執，在家裡幾乎什麼事都是他主導。有時

候我會覺得爸爸的想法並不是完全正確的，有一些比較小的事，比如說

弟弟他們的出門、交友，雖然那個好像不算什麼錯誤的觀念，我也想不

出什麼具體的事例，但整體來說從小到大的感覺，就比較有距離感。 

我們家的管教好像小事都是媽媽、大事都是爸爸。基本上日常生活中，

比如說：一本聯絡簿發下來，上面寫什麼東西全部都是媽媽在管；爸爸

就只有對成績單會稍微過問一下，其他小的東西他都不會知道，像是我

什麼時候要段考，他可能都不會知道。 

    那時候爸爸還是一樣在送貨，可是生意就比較沒有那麼好。早期的

生意其實也還好，但是越後來越差，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爸

媽）也沒有跟我講。那時候因為奶奶搬去二伯伯家住，那時候對奶奶的

印象就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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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小後期：以當好孩子為榮 

嚴師壓力下的成長 

    小三時有換導師，那時候有適應了一陣子，跟本來的老師很不一樣，

三年級老師比較嚴格，之前那個老師感覺跟幼稚園有點像，就比較接近

媽媽的那種，後面這個就比較是真正的老師，印象中她大概三十出頭左

右，她要求就比較多、較嚴格，會催繳作業什麼的，個性也比較兇，有

時候我們吵鬧，就會聽到她很大聲罵人的聲音。那時候下課好像就不會

再出去玩。我覺得自己小時候的個性比較很開朗，後來上了小學好像越

來越內向，之後又變得比較陰沉。我覺得自己個性的轉變有一部分是因

為小三那位老師的影響，因為那時生活壓力比較大，就覺得不能像之前

那樣子、那麼自由。那時候其他同學就開始有很多批評老師的話，對我

來說是還好，就老師變嚴格了；但其他同學就有比較多的批評。然後那

時候，成績就會被區分出來。我也是那時候成績才開始變得比較好。 

享受讚揚與光環 

    我從那時候開始發現自己是可以讀書的。那時候，因為老師比較嚴

格，就讓我比較有壓力，這時候就是一直跟著老師，什麼功課都交、什

麼活動都參加，就比較認真。這個階段裡最讓我開心的事就是考試，因

為會有很強大的成就感。那時每次考完試，我的成績很好，同學就都會

讚揚我，當時我很喜歡被讚揚的感覺。你考了一次第一名，就會不想失

去，然後就繼續認真維持。那時候還蠻喜歡因為考第一名而被別人關注

的感覺，就覺得很厲害吧！那時我應該算是一個自以為很完美的人吧！

在同學眼中我就是一個超級好、超級乖的人，那時我還很開心自己是那

個樣子。但現在就沒那麼喜歡被別人關注了，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不突出

的人比較多，然後會為了維繫和同學的關係，慢慢變得跟他們一樣吧！ 

    五、六年級的時候又有再分班一次，可是後來剛好又被分到那個老

師的班。所以那個老師帶我從小三一直到畢業，她算是影響我很多。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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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她比較嚴厲，但我還是覺得她對我們不錯。 

    那時候的我，好像是完全為了自己心裡的成就感，喜歡那種分數的

數字很大，可是排名的數字很小的那種感覺，就看起來很整齊，不會像

有同學的分數參差不齊，然後數字不大不小。當時爸媽應該也為了我的

成績而驕傲，可是那時候我不太在意他們跟別人怎麼講我，就純粹只是

在意名次、想要考試而已。爸爸、媽媽的觀點怎樣對我來說其實不是很

重要。即使長大之後比較懂事，會比較依他們，可是我還是沒有把他們

的意見看成是一定要遵守的。對我來說，我覺得老師的意見可能比較可

以說服我，可能因為那個老師比較嚴厲、有威嚴，第一次遇到這麼強大

的人吧！因為那個老師的嚴厲，我就會把事情做好，可是很多東西都沒

有感覺到，那時候我的印象都只有在功課上；後來的老師沒那麼嚴厲，

就比較多跟同學玩、打球的印象。 

自我要求的形塑 

    我覺得我基本的性格應該是在這時候形成的。那時候開始比較龜

毛，像媽媽就說我很龜毛，可是我其實覺得還好。我自己覺得是堅持不

是龜毛，就比如說我東西放的位置，還有我發回來的東西，我有自己的

折法。這段時間除了成績、對榮譽感的要求，主要就是對自己要求很強，

那也是之後為什麼我成績會好，就從那時候開始會認真念書，那之後任

何求學、考試的時候我都看得很認真。成績方面是那時候開始訂基礎的。 

    我覺得當時弟弟也多多少少有崇拜我！我和弟弟因為年紀太近了，

所以其實比較像朋友，小時候就一起玩，現在也是，而且越長大感覺越

像朋友。雖然三個人相處好像沒有說誰的主導性比較強，但如果要一起

做事、一起討論，最後決定的話應該還是在我身上吧！ 

第一次貼近至親的死亡 

    奶奶在我小五那年因為車禍過世，奶奶好像是七十二、三歲的時候

發生車禍。那時候她好像去伯伯家住，爸爸三個兄弟的家奶奶都會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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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那時剛好是住在二伯伯家，當天早上不知道去買什麼東西、過路口

的時候出車禍的。事發當時好像是媽媽不知道接到誰的電話，那時我們

在家寫功課，媽媽接完電話就哭哭啼啼的上樓，說奶奶過世了。我一開

始覺得沒什麼感覺，可能是因為不太相信，真正覺得奶奶過世的時候已

經是一段時間後了，大概接到消息兩、三天之後才有感覺。那段時間覺

得很傷心，可能是深刻覺得奶奶過世，之後的兩、三天經常哭。現在再

想起來感覺比較淡了，但還是會有一種不捨的感覺。這算是我親身經歷

到第一個親人的死亡，那時候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感覺之前很常跟

你相處的人，以後再也看不到，心裡就有一種複雜、空虛的感覺，因為

感覺以後看不到那個人了。但我覺得人死後應該就是消失了，就也沒有

再特別想。 

肆、國中時期：發展 

進入陌生的求學場域 

    國中之後，我在課業和人際方面好像有一點適應不良，我讀的是離

我們家最近的國中；但是有的人國中都有在挑，蠻多同學都是去那種升

學率比較高的國中。那時候對國中同學、環境就都比較不熟悉，國小時

比較熟悉的一些人，就都沒有在身邊啊！我因此適應了一段時間。 

努力與好成績做朋友 

    印象中，國中一、二年級的時候我都在讀書、考試、注意成績。到

國三時生活重心都一直還是在課業上。嚴格說起來我國中跟國小一樣，

好像都沒有什麼改變。拚功課當時是讓我最開心的一件事，考完試之後

拿到成績單會很開心 

    但國中那時候的課業，讀書開始會花我比較多力氣和時間，記得要

考試之前，有好多天的八點檔都不能看。我那時候覺得看八點檔很輕鬆，

然後因為要考試，就覺得不能看很可惜。那段時間裡，我還是盡力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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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績。但我覺得自己的成績也沒有到最好，那時候的同學，我知道比

我強的大概就有七個到八個。坦白說，那時候就開始覺得讀書蠻吃力的。

其實我從國小到國中就都覺得自己不聰明，但國小時自己硬努力上來，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毅力，那時候覺得讀書很自在，那時候只特別覺

得自己的記憶力很強，背東西很輕鬆。除了課本以外，我蠻喜歡看課外

書的，可是印象中很少看，我記得當時喜歡看那種跟動物有關的，像圖

鑑那種，有時候都會去學校圖書館借書。 

若有似無的同儕友誼 

    那時候在學校跟同學也是很快樂的。不過就是以男生朋友為主啦！

國中的時候其實男、女生是分很開的，都有自己的團體，跟女生幾乎完

全沒有什麼交集。那時候和同學的記憶很開心的，下課時比較喜歡跟同

學一起；可是那時候又覺得說其實很多事情自己來就可以了，就比較沒

有那麼依賴同學什麼的。回想起來我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朋友，印象

中好像都是自己在努力之類的。 

截然不同的同儕世界 

    國中一、二年級的時候，班上的讀書風氣其實還好，有些同學就都

不讀書，也蠻愛玩的。國中的學校有很多小混混，我看他們就覺得「沒

救了！」當然更不會想跟他們一直玩下去！媽媽對我蠻了解，覺得我不

會和他們一樣，但就比較擔心弟弟他們。弟弟們的交友問題就比較讓爸

媽擔心，尤其是二弟。他們會跟弟弟講比較多交朋友的事，講說不要交

壞朋友之類的，就都是那些很老套的話。其中尤其是爸爸管比較多，媽

媽則是有點管不動的感覺。其實她在國中的時候就已經管不太動，高中

之後又完全失控。但他們都沒有特別跟我講過什麼。那時候媽媽一直都

比較放心我。但我也有察覺到媽媽對我的期望比對弟弟的高，應該說是

希望我成績好、將來可以比較穩定一點。像他們的話就是希望可以有一

技之長，不要闖禍，然後將來自己活得下來就好。那時候我還是把成績



109 
 

看得很重，每次考試一定會把所有東西念完，不會有需要猜題的。但也

因此那時的生活就變成我考試的時候弟弟他們在樓下看八點檔，我自己

在上面讀書；弟弟那時就已經不太讀書了，他們都會說我功課好。 

親、師的聆聽與信賴 

    我和媽媽會和她分享生活上、學校發生的事，像學校發生什麼好玩

的事都會跟爸媽講，一些比較私人的事都只會先跟媽媽講，然後媽媽再

告知爸爸。比如說學校有什麼活動啊，然後什麼時候要去學校，就除了

上課時間以外什麼時候要去學校，都會先跟媽媽說。但是功課方面的事

就不太會和媽媽分享，因為她不太懂。 

    國中時候的老師，也認為我是一個乖學生，也沒什麼在管我，那時

候有點像被大人忽略的乖學生吧！可能是因為這樣，課業方面的獨立算

是那時候培養的吧！國中時候的老師對我來說印象比較深刻的就只有兩

個班導，但卻也不會把他們算進是影響我很多的人。 

淡然面對家庭經濟問題 

    我以前對於家裡的經濟狀況沒有特別的想法，覺得日子還是過得

去，過得去就好了，阿姨們也都還蠻常幫我們家的。可能是因為從小就

這個環境，應該是習慣、一直這樣，就會認為是正常。 

    家裡低收入戶的身分，我其實是到國中要申請摩根方案時才知道

的。之前我自己覺得應該沒有那麼差，到後來我才發現家裡每個月都蠻

吃緊的，就爸媽薪水大概在發薪日前幾天就會呈現沒錢的狀態。家裡還

有一些負債，有房貸要繳，就現在住的這間房子，爸媽的薪水要繳那個

房貸基本上是蠻辛苦的，加上又要應付三個小孩的生活，就有點困難。

我印象中一直到高中後的幾年才開始申請那個就學減免。 

    不過因為課業方面都有點應付不來，然後爸媽也沒有特別要求，也

沒特別想說要打工。國中時生活基本上都還算封閉，基本上就是在學校

跟家裡之間而已，也沒有特別說需要出去花錢的時候，需要錢的時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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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媽媽拿。高中後遇到家庭背景比較好的同學，就很佩服他們爸媽。並

不是說我爸媽沒有那麼積極賺錢，但感覺他們蠻多機會沒有把握到的。 

對父親職涯的省思 

    聽說爸爸以前本來要考警察，後來因為一些問題資格不符，就沒有

去了，好像是爺爺跟別人有什麼糾紛，類似像前科之類的。後來常會聽

爸爸講說差一點、差一點可以去考！ 

    後來他去工廠上班的時候，有一個上級跟他蠻好的，結果後來爸爸

也是辭職不做了。當時那個主管蠻喜歡爸爸的，想要升他，結果爸爸不

太喜歡那個環境而離開。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只要爸爸不喜歡的，就不

會硬要待在那邊，委屈求全。我覺得爸爸這樣是沒什麼不好，過得快樂

就好。所以像現在這樣，我也沒有覺得特別好還是不好。反正日子過得

去嘛！但是如果可以讓我選擇，還是希望可以輕鬆一點，就是不用擔心

收入之類的問題。現在就知道其實家裡過的不是很輕鬆，就想要收入可

以改變的話，看能不能以後過得比較充裕。至少自己好、家人就好啊！ 

    爸爸在我國三的時候他也有換過一次工作。他換房仲業的工作，變

成推銷房子那種。但爸爸只有做一下子而已，他說他不喜歡，明明沒有

人去看房子，還要硬說有幾個客戶在注意。比如說帶客戶去看的時候就

要說有幾個人在關注這樣。爸爸跟我說他很不喜歡這種感覺。後來他又

換了很多工作，找了幾家工廠，然後才找到現在這家他比較喜歡的工廠，

是一家做麵的。爸爸的工作是輪班制的，因為那個機器二十四小時會一

直跑，就需要輪班。而且他很長要值夜班，大概一個禮拜日班，一個禮

拜夜班這樣，所以是蠻累的。然後他日班、夜班的調換我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希望爸爸工作時間比較一致，像我現在比較忙，

回家以後有蠻多時間是在書房的，所以其實跟爸爸接觸就比較少。前陣

子我每天都待在書房，有時候還不知道爸爸是上早班，還是晚班。基本

上爸爸工作時間真的是很不一定，有時候六、日都不用上班，有時候一

到五也會有放假，時間跟我們差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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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的瓶頸，疲憊而消風的氣球 

    國三之後的班級很競爭，我也是可以跟之前一樣達到那個成績的高

度，可是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排名到前面。後來就有點發覺說：這

麼努力有點沒有意義。因為同學的關係，讓我覺得自己沒有很聰明，那

時候可以到和他們一樣的高度會覺得是因為同學沒有那麼努力，然後我

好像努力過頭，後來自己就想說是不是可以不要那麼努力，就跟他們達

到一樣的高度，加上自己突然累了，就像氣球消風了，對自己的要求也

沒那麼高，就不想要再那麼盡心盡力，就放鬆跟他們一樣，覺得有在念

就好。我覺得像國二那種自己可以突出、其他人亂成一團的環境，我比

較可以享受自己突出的感覺，即使其他人很愛玩、混亂，我還是可以達

到自己的榮譽。     

    後來那些同學又衝上T中、T女中，我那時候第一次基測考試有點失

常，國文錯很多意料之外的，還擔心連現在就讀的高中都上不了，後來

知道自己可以上，就不想再考了。我當時怕自己沒辦法應付T中的壓力，

其實我很怕競爭，在競爭很高的時候，就很容易覺得疲勞，也會覺得頂

尖的學校裡面有很多很可怕的人，就所謂的怪物啊！ 當時我成績沒到T

中，只能到G高中，反而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那時候我的自我要求就

沒有很高了，那之後一放就放的有點鬆，就完全不想再考第二次基測了。 

伍、高中時期：決定 

追趕成績的再度循環 

    我覺得真正稱得上有朋友其實是高一之後，我高一的時候其實真的

很封閉，每次進到一個新環境我都會這樣。一開始我根本完全沒有交朋

友那個動作。就完全不理它，完全沒有在管同學之類的，只在乎課業，

所以剛上G高中的時候，只覺得有課業方面的適應問題。那時候的人際

是完全封閉的，因為剛進到新環境，而且那時候我想像的高中課業壓力

很重，一開始就拼命念書，和同學之間就完全沒什麼交談，下課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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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下一節上課要上的東西。那時同學一開始覺得我很誇張，班遊的時

候我還帶單字本去背，在遊覽車上背單字。 

    我高中第一次考試的成績算很好；可是後來又覺得沒有必要那樣

子，然後又開始放鬆。其實我高中三年，有點像小三到國三求學的過程，

遇到新環境，一開始先很緊繃，然後再放鬆。 

    經過了國小到高中，我就會想，現在如果到一個新環境應該會先管

好人際關係，再去管好課業之類的東西吧！覺得那樣比較有趣，至少比

自己一個人做有趣、好玩多了！那時候自己常一個人努力，但其實真正

很孤獨的時候是不會覺得自己孤獨的，之後回想，好像覺得那時候沒什

麼。有時候回去看以前的自己會有點佩服，但又覺得其實可以換個方式。

佩服，卻又覺得沒有必要弄到那麼偏激。 

來自多元背景同儕的刺激 

    高中之後跟國中比起來，多了很多活動，比如說社團、決定組別、

決定大學的方向之類的，幾乎都是在那時候決定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需要做很多決定的階段，但我覺得決定事情對我來說很不容易。 

    G高中的同學是從比較多學校過來的，每個人家庭背景都差很多，

所以討論時就會有很多意見，然後很多意見是我聽不懂的。在討論的過

程我有時會聽不懂那些東西，然後就會想說讓他們決定就好了，放給那

些比較有主見的同學決定。這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在常識方面比較弱，開

始覺得之前常識很少。我覺得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在能力方面就差很多，

尤其是需要大家一起討論、要有人主持的時候，那就會變成一種經驗，

就像他之前當幹部，然後到高中就可以發揮得很好。我國中的時候盡量

避開當班級幹部，那時候我想說只要念書、怕麻煩，所以基本上都盡量

避開；到高中後開始有很多事情要討論，就會開始覺得那些能力是很重

要的。像高中時班上有很多需要計畫的活動，在規畫這些活動時，就覺

得：「哇！他們好厲害喔！他們怎麼那麼自主！」，就很佩服他們。 

    我覺得周圍的人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常習慣順著別人的意思。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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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在同學之間，比如說較多人做那個，我就會跟著做，這時候就會開

始發現自己好像沒什麼自我的意見，就覺得什麼都可以、好像什麼決定

對我來說都沒有什麼太大差別的感覺，應該說是沒有什麼主張吧。高中

以後這種情況開始變得很嚴重，好像變成我主要的個性了！可能是因為

高中有很多活動，開始就要表決什麼的，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但

我就覺得別人講出來的每個東西都是差不多的，對我來講，反正只要一

個結果，可以做出來就好了。 

    現在如果再讓我回到國中，我可能會看能不能多參加一些學校的活

動、班級討論之類的。其實那時候很自我，就覺得我書念好就沒什麼問

題，有時候還會覺得自己自私，好像只想顧好我自己而已！可是當時可

能因為怕麻煩，加上我又想要維持好成績，所以還是只管自己的功課。 

從偽裝開啟的人際關係 

    我在交友方面是很被動的，就是先跟我親近的人才會跟他比較好。

我的朋友裡在個性方面很多都是那種我覺得很平衡的人啊！可能因為這

樣，我覺得我在他們面前應該是會偽裝。即使到現在相處都還在裝，就

努力裝融入，可能要裝到變自然。一開始裝的時候比較辛苦，久了就自

然了，而且會覺得比較輕鬆。至少要想辦法先融入男生再講；和女生相

處我覺得會怕，而且可能不只一點點怕。我覺得自己是自卑的，而且偏

向極度自卑。我常覺得自己很彆扭。我覺得自己很奇怪，有點搞不懂自

己在幹麻的那種感覺，連自己是什麼樣子，都還在摸索和平衡。想找一

個可以再舒服、可以讓自己比較舒服的樣子吧！ 

    高一下之後，我開始會做跟大家比較像的選擇，跟同學比較像。之

前太封閉，後來接觸（指朋友）之後就覺得這樣比較好、比較有趣，心

情會比較放鬆。我開始會參加班上的事，那時候人際關係才開始比較開

放一點，後來就覺得這樣比較好。 

    高二的那個班上有很多學校的風雲人物，有幾個在學校蠻有名、蠻

出風頭的，我就覺得他們那樣好像蠻快樂的。如果是不用顧什麼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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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是蠻羨慕他們的。但他們成績很差，這就是我顧慮的。我還是放

不開成績，因為想要平衡，就沒辦法把成績全部丟掉。那時基本上的生

活，就延續一年級下學期，比較有在跟同學交流；有什麼活動我也都盡

量參加，就表現得很合群，覺得自己比較輕鬆、比較像正常人吧！回想

起以前，那時候覺得自己很優秀，但其實是很自閉。 

    我有時候覺得我整個很彆扭、很奇怪，即使是現在也還沒完全平衡，

可能還在調適吧！我覺得身邊很多人的平衡都已經做得很好。像去參加

摩根惜才育英營隊時，就會發現有很多人可以輕鬆地融入環境，像那種

我就覺得他做得很好。不只是摩根，像在很多團體，很多人到了一個新

環境之後，就可以很輕鬆地展現他自己。我認為至少出社會前，自己要

找到一個可以適應整個社會的生活態度。 

    這段時間裡朋友對我的影響很深，然後朋友裡面每個人都不太一

樣，你就會去選擇，就會佩服某些人，就覺得很佩服同儕，然後同時又

觀察、摸索、學習自己的平衡。 

對父親興趣探究與投入的側觀 

    我爸爸是什麼都有興趣的人，但我覺得他比較三分鐘熱度。我們家

牆壁上畫的那幅圖、那些木工，都是他在偶然情況下做的，木頭那個是

比較最近做的，之前畫那幅牆面上的畫，好像是他前一陣子的興趣吧！

他興趣很多啊！其實爸爸也蠻有趣的。像他最近就在網路上查那些木工

卡榫那些，他想要去研究那些。現在我比較忙，但是有空的話我可能會

想要和爸爸一起做吧！媽媽基本上只要不是什麼壞事，她是不會說支持

或反對的，就比較順著爸爸。 

外部社群資源的支持 

    參加摩根的營隊，對我的高中生活有很大的幫助。那時候上高中跟

人比較有接觸的開始，就剛好是摩根的第一次營隊，就是那時候開始覺

得那樣蠻有趣的，才會開始去跟人接觸；然後之後才會想說自己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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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反正我覺得對我跟人之間方面有很大的影響！然後我也有跟學校

老師說，這個活動從高一到現在，對我的個性影響蠻深的。像我後來在

學校變得比較多話。它不會說是那種短暫的一次性營隊，可是說太長好

像也不會，也不會太短。應該就是能夠認識的最短年限吧，就是三年。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輔導老師的角色可以幫我什麼，但其實現在的幫忙

已經是完全超乎我想像了。 

多角度窺探自我展現的盒子 

    私下的我感覺就像一個盒子那樣，平常如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

話，就不會放什麼東西。一個盒子沒有放東西，就像一個人不太需要有

什麼個性之類的！空白的被放著，感覺不出有什麼特別。我覺得自己一

個人、跟爸媽相處的時候、跟弟弟相處的時候、和同學相處的時候……

基本上我自己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人。然後我覺得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是最

沒有包裝的，就完全不需要思考什麼。我又覺得，我應該算是一個很做

作的人，因為很多面啊！然後看情況表現哪一面。其實好像不是真的那

麼自在。因為每個場合都不一樣，談話內容也都不一樣，如果要用一種

表情去面對所有的話，我認為有一點說不過去。因為在意別人的眼光，

盒子裡要放什麼可能要看對象而決定，但主要還是我自己決定要放什

麼，我還是可以篩選的。 

    小時候的盒子可能是裝得最滿的，可是裡面都是空白紙那種感覺。

有的甚至是廢紙，現在感覺那些考試、成績的東西不是具有很大的意義。 

    我覺得在爸媽面前已經算是一個最合適的樣子了。對弟弟們而言，

就是可以跟他們玩得比較開心，什麼話都可以講，在弟弟前面算是比較

自由，感覺跟自己在一起的時候是蠻接近的，不太需要什麼思考。 

    現在的老師大概覺得我比較被動；以前的老師可能覺得我很優秀，

不需要擔心。那時候老師之間好像都會談論我吧！當時好像到哪裡老師

都知道我，可是現在回想起，就覺得那時的我好累，好累！在比較不熟

的同學裡，可能會覺得我脾氣很好，班上很多人覺得我脾氣很好，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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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脾氣是很差的，應該算是很不好，比較熟的同學才會知道。 

    和年紀比較大的人相處，會讓我覺得比較有壓力，這算是一種階級

嗎？就感覺不是同等那種感覺！像是跟堂姊他們，或堂姊以上的親戚，

只要跟年長的講話都會有一點壓力。跟年紀比較大的人講話，都會覺得

意見比較難傳達，可能怕自己會表現得不夠好，怕自己沒辦法應付吧！ 

    其實我有一點不是很喜歡自己，因為要換表情，面對這麼多人要換

表情，其實是蠻累的一件事，說不要換又放不下。整體來說，對人的方

面我不是很喜歡自己那種方法；可是就自己來講，我會覺得身為一個人，

我算是一個不錯的人。總之就是跟人際有關的，我都還沒辦法平衡。我

會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在別人面前卻一定要做什麼……的那種感覺。 

陸、給未來的自己：找到自由自主的道路 

雙親對軍警職涯的期許 

    對於升學、工作那部分，基本上爸媽都還是支持我的，爸爸對我升

大學的選擇基本上跟媽媽蠻像的，就是都看我自己的想法。但他們還是

比較希望我是當軍人、警察較穩定的那種職業，可能是經濟、工作比較

穩定。而且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自己不是很想要有大學那樣一直念

書的環境，所以他們才會說比較偏向軍校、警校那邊。基本上他們對我

稱得上是教育的就是在國小那個階段，上國中之後可能就是自己來。 

基本上我蠻喜歡我的家庭，我覺得氣氛應該算是好，雖然我也沒有去其

他家庭待過，不過這個氣氛我是蠻喜歡的，感覺不錯。以前最小的時候

和爸爸比較親近，長大之後是有點距離，現在在磨合中。 

從讀書壓力掙脫的期望 

    過去這段讀書的時間，讓我覺得說以後如果可以挑一個不用有這麼

有壓力的環境，可以順順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應該說是

有一點厭煩念書吧！真的！就感覺自己不想待在那麼有壓力的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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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可能都沒有壓力，但至少我會應付得比較輕鬆。 

    我理想中人生的樣貌，就是有錢、有假日啊！有錢、有時間可以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自由的時候想做什麼都可以。就像是某天放假，然後

自己突然想跑到哪裡去看一下，就可以直接出發，不用擔心任何事。我

希望有一天可以那樣子。基本上我喜歡旅遊，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不同環境對我會有影響。我們家很少旅遊，基本上爸媽很少想到

這方面的事；就算是很長的假日，也幾乎都是在家裡無所事事。 

希冀找自我定位 

    高中之後，對我來講最大的差別是改變吧！就可以跳脫之前的我。

雖然現在是還沒平衡的狀態，可是這和之前比起來，算是找一個方向的

歷程。之前是呈現好像沒有感覺的狀態，基本上是很努力的過，可是回

頭想就覺得當時沒有什麼事情。 

    我給自己未來的期許，就覺得希望可以撐到可以有能力生活為止。

可能我不是很喜歡現在這個樣子，就趕快努力到出社會吧，就比如說到

軍校、警校畢業，或一般大學畢業，可以出去、趕快穩定，就希望快點

撐到那時候。然後希望自己是用比較自在的方式撐過去，不要中間太曲

折。但以我的個性，我知道我一定會很辛苦，應該是蠻累的一段路，但

是基本上還是一定會過去的。我現在一直在嘗試，就多走幾條路吧！多

試試看不同的東西，總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希望大學那四年可以找到真

的是自己比較喜歡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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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平靜如水―S2 的故事 

 

圖 4-2-1 

S2 生命線性圖 

 

 

 

 

 

 

壹、幼年時期：在天地間冒險 

從生活的探索中開啟獨立視野 

    小時候我跟阿公、阿嬤相處的過程比較多，因為爸媽都在外面工作。

我家附近有田、有山、有溪，我很喜歡去爬山，然後去溪裡玩，還有去

田裡幫阿公阿嬤種菜、拿鋤頭什麼的。有時候還會和表哥、表姊、我妹

呀，一起去田裡面控窯。爺爺、奶奶在離家附近有一個豬寮，有養豬、

養雞之類的，我小時候會常常跑去豬寮。 

    我就讀的幼稚園是一個貼近大自然的幼稚園，那個幼稚園旁邊有一

座小山丘，我們會在上面，園長、老師會在路上設闖關遊戲，讓我們邊

爬山邊闖關。我們幼稚園裡面還有游泳池，夏天的時候，就會在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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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玩。我們幼稚園也有鼓隊，雖然我沒有參加，但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階段的我是很有冒險精神的人，就很喜歡挑戰一些事情，例如

說登山、種菜啊。像我們那個溪不是平於地面的，是有斜坡下去的，又

有圍欄，旁邊是下水溝蓋，然後我就會和隔壁鄰居的哥哥一起爬著下水

溝蓋下去，然後下去溪邊，還有像爬樹、爬屋頂，在那種只有一隻腳可

以走的圍牆上面玩之類的。我那時候大概四、五歲，但一直到上國小之

後都還有繼續在做那些事。 

    我小時候自己玩的時間比較多，因為我妹跟我個性不太一樣。我妹

比較喜歡窩在家裡，我比較喜歡出去、到處亂跑。即使到現在還是，有

時候還是會到處晃晃，還蠻喜歡出去的，可能在附近走路或騎腳踏車晃

晃。基本上我和妹妹喜歡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我喜歡模型、製作的這類

東西，可是我妹她們不太愛這些東西。 

    可能是因為這個階段的養成，我非常喜歡往大自然走，像是野外方

面，或古蹟建築之類的。我喜歡住家附近的一些紅磚屋、老屋舍，像是

那種屋齡比較老的房子；而高樓大廈很多、或很單調的地方，我就比較

不喜歡。 

與祖父母相伴的時光 

    那段時間大部分都跟爺爺、奶奶在一起，他們應該是那時影響我最

多的人吧！他們常帶我出去，可能因此養成我喜歡外出的個性吧。但如

果說性格來講，我覺得我都和家裡的人相反耶！像我爸、我媽，還有我

阿嬤，都是個性火爆、比較衝，講話很大聲，看起來很有威嚴的那種人。

但是我就是不會講話太大聲，也不會衝動或生氣之類的。只有爺爺比較

溫和，可能和爺爺比較像吧！ 

    當時幼稚園的生活每天在學校待到下午四點，回家的話就是跟阿嬤

在一起。有時她會騎三輪車載我們出去；有時她會做一種東西，那個我

不知道怎麼說，就是葉子一條一條看起來很像塑膠的材料，用那個做一

種東西，我就在旁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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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爸爸和媽媽每天幾乎都有工作，爸爸是去工地工作，算是那

種基層的木工，上面的老闆有接案子，叫他過去、他才會過去。媽媽則

是工廠的作業員，負責操作機器，她一直都在同一家工廠工作，一做就

是十幾年。 

母親的外配角色教會我的事 

    我媽媽是印尼人，以前好像是爸爸去印尼認識的。媽媽國籍的不同，

我在小時候就知道，然後到國小就更清楚了，因為國小的時候，晚上有

一個課程是讓外籍新娘可以到學校裡面學中文。我對媽媽以前住的地方

印象不太清楚，只記得到雅加達以後還要轉機。媽媽的家庭經濟也沒有

算很好，聽說外婆家搬蠻多次家，幾乎每次回去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媽

媽其實不太會跟我聊這些，我只有聽我爸說過吸管的事，就是一開始他

好像叫媽媽去拿吸管，可是媽媽聽不懂，然後就不知道要拿什麼。可是

我覺得我媽其實在學語言方面還蠻厲害的，我對學語言這方面還蠻崇拜

我媽的。她現在在家裡講中文，有時候會講印尼話，有時講台語、或者

客家語。媽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印尼人、或越南人之類的，就都是東南

亞的外籍新娘。 

    我覺得外籍新娘其實也和我們是一樣的，只是語言不同而已。我覺

得外籍新娘都還蠻厲害的，可以懂很多，就算是我們是本島人，也不一

定知道這些事情。我認為只是語言不同而已。對婚姻來說，本國、外國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在我從小到大的印象裡，奶奶和媽媽相處的情況非常好，因為我奶

奶還蠻挺我媽的。像我爸有一些惡習，像是抽菸、喝酒之類的，然後她

（奶奶）就會聯合我媽教訓我爸。不過我爸呀，基本上不太會聽。平常

大部分學校的通知單什麼的，我都是給我媽看，因為我媽看得懂，而我

爸看不懂。但是通知單的內容，我媽也都是尊重我們的意見，看我們要

不要去參加，都是看我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爸爸、媽媽在家裡都可

以決定事情，算還蠻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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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平衡的家族環境 

    我的兩個妹妹一個和我差一歲，一個差五歲。我們家就三個女兒，

奶奶不會說很傳統、一定要有孫子什麼的。我阿公、阿嬤都很平均，就

不管你是男是女都可以，現在還覺得生女生比較好！可能因為現在男女

比例失衡吧，然後他們覺得女生較乖巧、孝順。我爸生我們三個都女生，

我叔叔生兩個都男生。我覺得還蠻平衡的。印象中，爺爺和奶奶有一點

因為我是長孫而比較疼我。爸爸、媽媽就不會，他們都很公平，有什麼

東西他們都會說要姊妹公平去分，不可以有誰多、誰少。 

    我爸跟我叔叔，其實我們兩家是住在旁邊，就是原本的祖厝分成兩

邊；兩個堂弟比我小蠻多的；我嬸嬸也是外籍新娘，也是印尼人。媽媽

和嬸嬸還蠻有話聊的，但她們講話的時候我都聽不太懂，小時候媽媽有

教過我印尼話，但是太久沒碰就忘記了。我還有一個姑姑住在附近。 

貳、國小時期：與自然相戀，體味生活 

小小法布爾，從宇宙找學習資源 

    我小時候在別人眼裡應該是個非常文靜的人。在國小的時候，教室

裡面有一個地方是圖書區，我常常直接待在圖書區看書。小時候我很喜

歡動物，也很喜歡昆蟲，我們家養過非常多種動物，像是狗、豬、雞、

鴿子、羊、山豬，還有鱉、魚、鴨子跟鵝。我還喜歡看大自然方面的書，

或者是關於宇宙的，或是例如做玩具之類的。我一直覺得宇宙是一個很

神祕的地方，然後它裡面的星空很漂亮。因為宇宙是黑黑的，我覺得黑

色有一種很安定的那種感覺，然後裡面有很多東西，都是地球上很難看

到的。對天文方面大概就是欣賞的興趣吧！ 

    這一段時間發生了很多事，像我有養過很多種昆蟲。晚上的時候有

很多趨光性的昆蟲會停在牆面上，我就會去抓牠們。然後我也養過螽斯，

我曾經想做實驗，那次我放了一盆水，想看牠會不會被淹死，結果……，

因為人的話不是頭放下去就會淹死嗎？然後我把牠頭放下去，結果牠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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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原來牠們是腹部在呼吸的，

所以你把頭放下去也淹不死；後來還有養過螳螂，我就觀察牠如何獵食。

我那時候會把不同的昆蟲抓來，一方面給牠食物吃，然後一方面觀察牠

的習性。我曾經試著觀察螳螂獵食的動靜。我放在一個盒子裡面，然後

我另外抓一些小昆蟲進去，就觀察牠是如何獵捕昆蟲的，後來我觀察很

久，就發現昆蟲只要經過牠面前，有在動的時候，牠才會伸出爪子去，

用鐮刀去抓來吃。那時候得出這個結論，可是當時不知道是為什麼會這

樣。之後我看了書籍之後才知道螳螂的眼睛視力不太好，所以牠只會獵

捕牠視線範圍內有在動的東西。所以像小螳螂出生的時候，很有可能會

被自己的螳螂媽媽吃掉，因為螳螂媽媽眼睛看不清楚。我還觀察過觀察

過蝴蝶破蛹而出。也有觀察過壁虎自動斷尾的時候。當時我是因為想知

道某個為什麼，才會特別去做那些事。那時候我的感覺是：生命是一個

非常奇妙的東西，然後生物的身體構造也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事情。那時

候很注意天文和昆蟲的東西，是我不同部分的興趣，可是我從來沒有想

過要把它們當成是生涯的選擇。 

自主、開放的生活節奏 

    小時候我都是立刻寫完功課才會去做其他的事。爸爸媽媽也不太會

干涉我們，我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國小中年級以前的成績其實不怎

麼樣，就是別人可能都考一百分、九十幾分，然後名次很前面，我就不

是那種人。爸媽當時也沒有特別要求成績；高年級之後，他們也沒有什

麼要求，但那時功課就變好了，可能跟當時有補習有關吧！中年級的時

候有一個課後輔導，我媽讓我去上那個，課後輔導完以後才回家。回家

之後，功課基本上都在學校做完了，回家就開始跟隔壁鄰居開始玩，我

們玩很多的東西，因為我們家有一堆的木材，然後就用那些木材搭起翹

翹板之類的，就開始玩。小學高年級時，我媽問我要不要補習，我想說

去補一下好了，然後補英文跟數學。英文的話上一下子就沒上了，就不

想上了；然後數學就繼續上下去。可是好像上到快畢業前就沒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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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科展展現自主的實驗精神 

    我小學印象最深刻的事，應該就是科展吧！那時候參加過兩次的科

展。一次是中年級的時候，一次是在高年級的時候。那都是我和同學自

己想要做的，然後老師來找人，看誰有意願想做，再自己決定主題。中

年級那個時候是在做紋白蝶的實驗。我們是紀錄牠成長的過程；高年級

的時候是做廚餘的生活回收再利用。我們每天中午會去專門收廚餘分類

的地下室，把發酵以後的汁液等東西採集起來，檢驗它的PH值，然後把

它們拿來試驗、拿來當清潔劑使用之類的。每一種不同的材料弄出來的

不同汁液，像是肉類啊，果皮之類的，把它拿來用小便桶的尿垢，看它

的清潔效果如何。那一次名次好像是全市團體組的第一名，然後另一個

是第二名。 

動手做、做中學，堅定自我性向 

    小學這個階段對我來說，對於培養我創意思考，跟動手做這件事情

的興趣，有很大的關係。那時候我在家有親手做一些木工，最多的其實

還是玩具。因為小時候的玩具都不太會去外面買。我還曾經做電動車，

用馬達讓它跑起來。可是那些東西後來不知道被我媽收去哪裡了，可能

被丟掉。 

    我覺得在小學階段裡，我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除了好奇以外，

還會去實驗看看、實際動手去做出來。過程中有時候爸爸也會參與。爸

爸是一個很開放、很尊重自我意見，很會引導的人。其實這部分爸爸的

影響非常多，就是因為他工作做那些東西，所以家裡有非常多的器具，

小時候就會拿那些器具來玩。然後有時候我去問爸爸，他不會直接回答

我，他會先問我為什麼，或者是「你覺得要怎麼做才好？」他會反問我

的想法。 

    小時候我對機械也還蠻有興趣的，我喜歡創作，像做東西、實際的

去操作。我會看一個玩具的構造，那時候我會想，它到底是怎麼樣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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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然後就會自己看書籍、看它的原理之類的，看完以後，在腦子

想過一遍以後，就自己開始想可以有什麼材料可以做成這樣的東西，就

會開始動手去做。如果做到一半突然遇到難題的時候就會開始去找爸

爸，他會教我一些東西，或是告訴我要怎麼用。 

    小時候我曾經跟我爸說要在那個庭院裏面蓋一間房子，就是一間有

專門用途的房子。好像是書室還是什麼的。我爸就說如果有空，他會蓋

一個給我，然後我就因此期待很久，睡覺的時候還會想那個外觀、布局

之類的。就是因為爸爸，我現在才會決定要走建築。 

淡然的人際互動，在相異中觀察學習 

    這階段媽媽的角色就是照料家裡的生活。媽媽是非常感性的人，雖

然我沒有跟她聊什麼，可是可以從她的言行舉止看出來，像是她看電視

會入戲很深，然後就會有一些謾罵之語，或哭出來之類的。有時後有一

些事情，她講一講也會突然哭出來。我覺得她有點悲觀傾向吧！媽媽比

較在意自己的打扮，她覺得在外面就是要體面一點，不能夠太隨便。有

時候她會和朋友去逛街。就這一點來說我就沒有和媽媽很像。 

    印象中我和大妹在小學的時候，好像沒什麼碰面，就算在學校遇到

也不會打招呼，在學校完全沒有什麼交集；回家偶爾會說說話，基本上

就淡淡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差不多，我們的相處模式就是這樣。爸媽下

班後因為累了，通常就坐在那看電視，也不太說話。其實我跟我家人差

不多就都這樣。我跟我爺爺最常出去，他最常帶我出去，但是他話也沒

有很多，所以就也沒什麼特別的談話。我跟鄰居在玩的時候也還好，不

會特別講什麼話。 

    這段時間，影響我的其實有蠻多人的，像是鄰居那些哥哥、姊姊吧！

其實他們家跟我們家也算是親戚啦！我們住的那邊大部分都是姓鄭的，

應該都算是遠親。那時候下課回去都是去隔壁跟他們一起玩。因為他們

會比較照顧我，那時候自己比較小。然後我從他們身上學到那種應對吧，

那種跟別人相處時候的應對、距離之類的。但長大過後就和他們比較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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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沒有那麼多的交集了。 

獨處的哲思能量，自我信仰的形塑 

    我還蠻喜歡獨處的，獨處的時候會聽音樂或看書；有時候也會想事

情。有些時候是自己的事情；有時是關於社會上的事。像我會想人類到

底是什麼？比如說：人類的行為表現、然後他們的一些矛盾點之類的，

我會想為什麼，然後我還會想：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其實跟萬物都是一

樣的，可是為什麼會有那種特別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想法？……就有

點比較類似哲學性的東西。 

    印象中自己最早思考這些事情是國小低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媽騎

摩托車載我，前面是紅燈，她就想要直接騎過去，然後她卻又說：「這

是壞的，不可以學。」我當時就在心裡想：既然這是壞的，為什麼你要

做給我看呢？ 

    到現在我得到的結論就是：人類本來就很矛盾。這可能是因為你要

當自己，可是你又要面對社會，然後這個社會又給你很多的限制，或者

是又把你特別形塑為什麼樣的人。不過，我都在做我自己。我完全不在

意別人怎麼看我，因為我覺得自己本來就是要做自己。別人的期許也許

可以加在你身上，但是不能夠改變你的一些本質，對（篤定）！你可以

順應別人做一些事，如果你想順應的話。 

    我姑姑是佛教；我們家應該是佛教跟道教一起。我沒有什麼宗教。

我覺得信仰是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就你可以摧毀它，可是你可能摧毀了

這個宗教以後，那個人的精神支柱也消失了，那個人可能就會因此崩潰

之類的。而我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是要做好我自己，不要做後悔的事。在

做某些決定的時候，就會想到這一層。 

對外在環境的泰然客觀 

    我本身不是很在意物質，或是金錢。我小時候就是即使有想買的東

西，可是我會想到家裡的情況，然後就會做出一些抉擇，就有時候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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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這東西，可是又不是非常想要一直擁有它的話，我就會直接捨棄掉它。 

    而且對於家裡的環境，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好，既然都待在這裡，

那就這樣吧。我是一個很安然自適的人，就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可

以很泰然的那種人。我本身是個心情比較平靜的那種人，只有跟同學在

一起的時候，會稍微變得比較外放一點。 

    外面環境在變化，我的心還是很平靜，可是我對外界的事情還是會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那些也純粹是想法而已，不會特別影響到我。我

在成長的過程中，有覺得自己和身邊同年齡的人是不太一樣的。我覺得

別人的情緒起伏都很大，可是我卻可以那麼平靜。曾經有同學說我簡直

就是面無表情，只有一號、那一套表情，沒有任何情緒。對我來說沒有

什麼心情好或不好。對我來講就是一種平的感覺。我本身心情就很平穩，

我覺得要不平還蠻難的，但還是會有高峰、雀躍的時候，只是高峰是很

短暫的，因為高興可能只是一瞬間或幾秒鐘，馬上又會恢復到平的狀態。

我覺得這種平穩的狀態很不錯，可以保持自我，不會跟外面隨波逐流，

然後又很隨和。 

    這個世界還蠻有趣的，如果只有善的話，像善良；或只有惡的話，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我覺得不管是熱心助人吧，或殺人案，對

我來說都是一種世界的平衡。像是非對錯，表面上看起來是善事的，內

在可能不見得是這樣子，所以我不會一元去看到這件事就直接論斷它的

對錯，或者是善惡。我有我自己的道德標準原則去看，就是尊重、禮貌、

包容跟公平。我有時候會靠著周遭環境跟這個事件的關聯，試著做一點

推斷，就是比較客觀地去看。 

參、國中時期：黑色戲碼，白色的我 

笑看逆向的班級風景 

    我讀的國中是離我家最近的。我國中所處的那個班級，應該算是放

牛班，就是很多、幾乎一半以上的同學都不愛太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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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國中生有很多思考還沒有很成熟的時候，會有一些幼稚的舉

動，例如說，他們會特別排擠某個人，或者是欺負老師之類的。國中生

很喜歡搞小團體，那時候班上有非常多的小團體，然後我就會觀察、看

到很多面，應該說是欺負人、惡的一面吧！比如說：明明就是同一個團

體，應該算是朋友，可是某一個人可能只是做了一點小事情，或者是他

只是喜歡某個人而已，就被這個團體排擠或欺負；然後呢，這個被排擠

或欺負的人離開以後，沒多久就又要回去那個團體。可能是個性相近之

類的，然後導致他們吸引在一起。 

    我國中的成績算是前段、前面的，前五吧！我在那個班級，可能算

是功課前段的，不太會去做這些事情，導致有些人就會想要來找我麻煩，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做一些沒有什麼太大意義、但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事。

像是他們可能會翻桌，或是直接把桌子翻掉。有時候是翻自己的桌，我

不明白的是為什麼要翻自己的桌，還要自己整理很麻煩。有時候是翻別

人的桌子，有時候是弄倒椅子，或者是弄一些噁心的事情，像是：在梳

子上沾一些污穢物，然後就開始去梳別人頭髮什麼的。 

    國中的時候，有兩個人蠻常來找我的麻煩，一個是我媽朋友的女兒，

一個算是她的小跟班。其實國小的時候，我和那個我媽朋友的女兒還蠻

不錯的；國中的時候可能是受到環境影響吧，她旁邊就突然多了一個小

跟班，那個小跟班就會常常對我說一些話，她就會跟我說：「唉呦，你

的鞋子怎麼這樣！」之類的。然後我是以觀察者、看戲的角度在那個事

件當中，我就會看她今天說這樣話、隔天又會說什麼……，我很期待她

會說出不一樣的話，結果每一次都說同一句，害我有點小失望！當時周

圍的人都覺得我被欺負了，但是我自己不這麼覺得，我有點像在遊戲當

中。結果別人就有點看不下去，可能看我被欺負，就覺得他們太過分了，

但我就覺得沒什麼大不了，「有那麼嚴重嗎？我有被欺負嗎？」那種感

覺，因為我完全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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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國中這段時間裡，朋友是比較重要的角色，也不是說特定哪一個

朋友，因為她們都是差不多的性質。那時候的朋友都是會想要去讀書，

喜歡看書、喜歡閱讀，然後對善惡很分明的。她們對我的影響是在那個

環境當中，特別是那個對學習來說不是非常好的環境當中，讓我可以在

學習這方面比較穩定，在那個動盪的環境裡有較可以支持的力量。像我

朋友裡面，有一個人比較有正義感，她看到不平的事情會想跳出來解決。 

    我在班上有五、六個比較要好的朋友，我們算是同質性比較高的，

就會去念書的那一類。我們會一起玩，或一起討論某些東西，然後做很

多事情都是一起做的。我在裡面還是沉默寡言，就比較類似傾聽者的角

色。平常聊天可能會聊到一些小時候的經歷，但比較不會聊到那些哲學

的什麼。 

課業外的多元調劑 

    當時生活除了課業以外，我還有加入籃球隊。我非常喜歡運動。我

國小時本來想加入田徑隊，可是我中年級的時候跑步測驗沒有過，就沒

有參加；然後高年級的田徑隊教練就來找我們，那時候我想到要買釘鞋

什麼的，要花錢，後來就沒有去參加。那時候我就想說，如果國中有籃

球隊或足球隊的話我就要去參加。加入籃球隊以後，就把體能練得更好

了，也學到很多籃球方面的知識，還有團隊合作。 

    有時候我會和朋友去逛街，不過其實我對逛街沒有什麼興趣，我和

國中的朋友都很喜歡看書，所以我們比較常去書店。有時候是朋友拉著

我跑，他們去哪我就去哪。 

寬廣知足的家庭支持 

    那段時間裡，爸爸、媽媽工作情況和之前差不多，但爸爸收入可能

和是時數、就工作日數有關，收入還是比媽媽少一些。小妹那時候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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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她的個性比較外向、愛玩，所以某部分比大妹跟我玩得起來。我就

會跟她玩一些武術之類的東西。其實也不算武術啦，就如何絆倒別人之

類的。二妹和小妹都比較愛美，對於一些東西的看法比較相近，所以她

們較常一起討論事情，就有點類似社會對於女孩子期待的那種類型；我

就比較偏男生，如果依照社會上是那樣分的話，是比較像男生。 

    爸爸、媽媽在那時候還是不太會干涉我的功課，把成績拿給他們看

的時候，他們都說盡力就好。爸媽對我的影響應該是獨立吧！像以前不

是會有很多通知單，會有很多問卷之類的，要決定參加、不參加。我拿

給他們看的時候，他們就會直接問我，說你決定就好，就什麼事都讓我

決定。他們比較像把決定權給我，他們就問我：「你要不要去、你想不

想去？」 

越趨穩定的自我意識 

    國中的時候，我變成一個非常穩定的人，穩定而冷靜的人。之前對

外在事物還是會有一些特別的動力去探索它；然後到這個階段，對外在

事物雖然會有心想探索，但是已經變成算是單純的觀察，有點類似可以

有、也可以不要那麼深入。然後就是因為養成這樣的性格，才能安然自

適的度過一些危險期。我那時候還會想，如果那些被霸凌的，能有我這

樣的心情或想法，大概都不會想去自殺之類的吧！我覺得這樣的我就是

我本來的性格、本質。 

肆、高中時期：每分忙碌都是快樂 

踏入嶄新而密集的學習場域 

    我的高中生活很忙，有一堆比賽，課業又很重，可是我還蠻享受的，

就享受這些過程，對於準備比賽的過程，或課業的進行之類的。 

   我是免試入學上現在就讀的O高中。我國中的時候沒有說特別想去哪

個高中，更完全沒有想要上W女中。我對W女中、T大什麼的一直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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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興趣。我就讀的O高中在當地算是一個開放、創新，宏觀，學風算

自由的一個學校。我們在服裝上沒有所謂的制服，書包也沒有規定。學

校講求的是視野、創新，給學生較多的思考。 

    我在O高中待的班級還蠻特別的，就是研究方法實驗班。那時候會

讀那樣的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所有免試上那個學校的就在那班級

裡。所有的免試生就進入這個班級，學校特別為這些免試生規畫一個課

程，其中有門課就叫做研究方法實驗。 

    我們有時候下午三堂全部都是方法實驗課，會教我們如何撰寫小論

文之類的，然後如何去研究、研究方法是什麼，也會讓我們思考很多的

議題。高一的時候是沒有分科目的，所以每一科都會上到。如果是化學

跟物理的話，就會去實驗室做實驗；歷史是我們討論地方產物跟地方的

關係。我們分很多組，看你要討論的主題是什麼，就去找相關的歷史資

料，去思考、去問老師，寫出一篇小論文、做簡報，然後報告；公民的

話就會讓我們討論一些社會上的議題，我那時候好像是討論全球化吧！

我很喜歡這種學習方式，跟其他學校很制式的方式不一樣。 

在正向班級中學習，欣賞師生美好特質 

    我在之前混亂的學習環境下情緒是平的；可是到正向的環境就有上

升一點。 

    我覺得當時高中的班級對於學習是一個很好的班級，還有班上的穩

定性和團結性都很好，每個人相處情況非常好，就跟國中完全不一樣。

我們班算是一個還蠻優秀的班級，我們是班導帶的第一個高中班級，他

原本沒有在兼高中課務的。他本來在行政單位。然後他是一個非常注重

禮貌跟誠實的人，對我們有一定的要求。可能也因為我們班導的個性，

他會跟我們講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是應對進退。我們班看起來跟其他

的班級是不一樣的，因為其他班級都是考試上來、分發的。 

    我記得高中第一次比賽是比新詩，我們班導是國文老師，那時候我

們新詩得第一名，結果被其他班級說是被內定的，就開始有一些謾罵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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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我們班、整個班級。我們班有一些情感非常豐沛的人，就對這些攻

擊非常反感；後來接下來很多比賽，像整潔比賽、秩序比賽，很多大型

比賽我們班都得第一名，又陸續被別班攻擊。這麼多次過程中，我們班

導都跟我們說了很多，後來對於這些惡意的言語就可以處理，可以到無

視他們攻擊的境界了。 

    我們班有很熱情、有正義感的人，我覺得他們是對於服務這件事情

來說，是非常值得令人欣賞的。像我們班如果有選幹部之類的，通常都

是自願，很快就一次解決了。我們班也比較沒有自私、競爭的這種情況，

我們班算是互相幫忙，就是不只要自己好、也要別人好，這可能跟我們

數學分組考試有關係吧。我們數學成績會由比較好的人當組長，分組是S

型分配，每個人成績有好有壞，然後考試的時候就一組一組坐，組長要

負責，用討論的方式，最後交出一份考卷來，然後那份考卷的成績就是

所有組員的成績。 

淡定看輸贏起落與人際脈動 

    我其實沒有很在乎外面的人事物，我活得很快樂，也還算有積極的

態度吧！我記得寫週記的時候，老師給我的評語就是「淡定中有積極」。 

    我對於輸贏的結果不是特別在意。我覺得比賽過程好玩就好，勝負

其實還好。高一時有莎士比亞戲劇比賽，那個時候其實我們真正的敵手

只有一班，然後宣布第二名的時候，同學都在想說，如果第二名是一班，

那第一名一定是我們了。結果第二名真的就是一班，宣布我們第一名的

時候，我周圍的人，所有人都跳起來，歡聲雷動，然後我就還是很淡然

地坐在地上，一點表現都沒有，因為我真的不是很care比賽的結果。 

     這段時間裡，我覺得自己和之前一樣沉穩、冷靜。只是高中以後會

跟別人有多一點互動，然後可能比較外放一點。我跟班上每個同學都差

不多，應該說都很合得來，但也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沒有特別屬於某

個部分、團體。我覺得這樣還不錯，因為完全沒有衝突點。只有一個朋

友是從國中開始就很要好，雖然不同班、不同學校，但是比起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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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還算蠻常聯絡的。 

    高一剛開始的時候，同學覺得我是一個很安定、想有穩定感和安全

感的一個人。可能是我太少講話，然後沒有做什麼事情，導致他們這麼

認為。可是，三年過後，他們就覺得我是一個想法很特別的人，而且，

很遲鈍的一個人。遲鈍是指像別人嚇我也嚇不到我。高三的時候班上有

發生一些事情，導致班上氣氛有點變化，可是因為我沒有參與其中，所

以我也不知道，是老師最近特別提出來說，我才知道的，後來才發現班

上好像很多同學早就知道。可能是某個小團體，然後因為某個人的緣故

鬧得不愉快，然後彼此又拉不下臉。我原本完全沒有特別發現這件事。 

全然接納自我，投入議題的思惟 

    我一直很喜歡我自己，我沒有討厭過我自己。 

    我覺得自己比較特別的特質是可以一直保持平靜的心，還有對事物

的看法。我同學都覺得我的想法很特別，高三上的時候有輔導課，有討

論很多不同的議題，性愛、死亡、倫理、道德之類的問題，然後最後每

個人要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部分說一段話，那時候輪到我要上去的時候，

就有人開始很期待、用很期待的眼神看我。我上去講的是倫理道德的議

題。後來我原本還有要講另一個死亡的議題，可是時間已經超過，最後

我就拋了一個問題下去，然後就下台了。 

從旁觀察吸收父親的堅韌 

    高中的時候，爸媽有時候會因為爸爸抽菸喝酒的事情吵架，或是為

經濟狀況吵。有一次爸爸好像沒工作，就離開那個地方，然後我媽叫他

去另外一組人馬那邊。我爸就拖了很久才去，我媽就一直念他、一直念

他。爸爸就只是默默地，悶不吭聲，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在生氣。 

    爸爸算是內斂的人，我沒有聽過他抱怨、怨天尤人的；但是他也有

很活潑的一面，像有時候他會捉弄我媽之類的。對於工作的那些起伏，

看起來就都很一般，他可能有想些什麼，但不會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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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問題再浮現，造就獨立決心 

    高一下的時候，爸爸身體就變得不好，工作就變的更少，一部分應

該也是因為公司接到的案子變很少。然後高三的時候就更嚴重，他的肝

變的很不好，非常的不好，嚴重一點要換肝，如果他不戒掉菸、酒的話，

他就沒辦法過。他後來就沒再抽菸，酒也沒再喝了。然後一些他以前喜

歡吃的很辣的食物，現在也都不能吃了。 

    小學之前我家經濟狀況其實應該是還過得去。爸爸生病之前還有一

點零星的工作，生病之後就完全沒有收入。國中之前是義務教育，學費

那些的都不用。而且之前爸爸有工作，學校學費又只有一兩千塊，就會

付的起來；可是高中之後，都是上萬塊起跳的。高一我有坐交通車，學

費就更貴了，要三萬多。而且後來又漲價了，變更貴了。所以就毅然決

然改坐公車，完全不想去坐交通車，雖然有時候坐公車會遲到。 

    高中後，我因為家庭的關係變得想要更獨立。像有一些花費就變得

不想要爸媽出錢。雖然家裡經濟對我來說衝擊不是很大，可是有一點推

進力。其實我從國小就很想自己獨立。到高中家裡經濟狀況變得更不好

的時候，就想要對自己完全負責。我平常是沒有零用錢的，偶爾我媽才

會給我們一點錢。高一暑假我有去外面打工；高二也有在學校打工。雖

然有參與摩根方案，每學期會有一筆錢、有獎學金，但因為學校學費很

貴，所以其實也不太夠。我媽跟我說，如果我要讀大學，可以用就學貸

款，因為像現在我妹跟我讀一樣，花費非常大。我就跟我媽說，生活費

我會自己賺。而上大學的花費實在太多了，然後申請又是一筆很大的花

費。很多大學都要面試，然後面試一次都要一千塊以上。而且基本上不

太會有人載我去，我要自己去。 

積極參與企業贊助方案，從社會資源中延伸學習 

    我會申請摩根的方案，是因為那時是美術老師知道我平常就有在領

一些清寒的獎學金，他就叫我參加這個。那時候不是要寫自傳嗎，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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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沒有什麼太大的期望，就送出去；後來突然要面試，面試是在C縣市，

我媽還說C縣市好遠，叫我不要去。可是我就想說，如果去的話，真的有

上，就會有一筆資助，我就說服我媽讓我去。後來是我姑姑載著我們去。 

    後來錄取了，參加營隊要跑到臺北去，我就想說可以讓自己學一些

生活經驗，像是自己出發到別的地方。在營隊裡的話，我好像還是扮演

我自己。營隊裡的有一些內容，其實是我生活上本來就會去做的。但我

覺得這樣的營隊可以讓原本沒有辦法得到過多資源的人，能有一個共同

的學習機會，或者可以有一筆資助，可以讓他們……算是後顧無憂的感

覺。除了經濟上，還有一些資源，就是資訊、知識那些的。 

伍、給未來的自己：展翅高飛 

在廣泛的興趣中聚焦最愛 

    我是到高三寒假快結束的時候，我才確定自己想要走建築學系。在

之前因為我的興趣太過廣泛了，我喜歡的東西太多了，高三上的時候我

本來有歸納出一些可能會想去的學系。那時候第一個就是建築學系，第

二個是心理學系，第三個是財經，然後第四個……，就真的跳很遠。那

時我們有做一個測驗，我顯示出來的結果是「暫無適合學系」，我就去

找輔導老師，她說我的志願差別實在太大了。後來我又想了一下，心理

學系是我原本想要輔修的東西，不是主修；至於考古，因為臺灣沒有考

古學系，如果要念的話可能就要到大陸去念，但是經濟上沒有辦法，所

以先去除它；財經的話，我覺得我數學可能會跟它有一點小小的距離；

民族學系的話，只能算是興趣。那些可能只算是有濃厚的興趣而已，不

能算工作。而建築才是原本就排在第一位的，我本來就喜歡設計、喜歡

創作，而且小時候本來就會想這些，想一些有關建築的東西。 

憧憬大學，期待勇敢出走 

    我讀高中就是為了要上大學，所以才特別念高中；上大學算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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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吧，因為我覺得上大學就可以專注在你想學的那部分裡面，可以學

得很專心。因為我喜歡專精於某個部分，就專注於那個上面。然後，因

為大學上課時間很自由，就可以自己分配時間；也可以在外打工，讓自

己完全的獨立出來。我非常期待上大學，所以對於高中畢業完全不會有

任何感傷的感覺。 

    我以前就想要大學離家越遠越好。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元的世界，

我也希望學有專精，就像是我想學的建築，在那個領域上能夠更加突出；

然後能夠考上建築師執照，真正的去設計出我想要的建築。我喜歡自由。

我理想中的人生是有很多的變化。我能夠到世界各地去旅遊，我最希望

是自助旅遊，有點類似到處流浪。就到一個城市，如果資金沒有就自己

去賺錢，然後繼續走、走到下一個國家去。 

    我生涯選擇的關鍵是我的興趣，而且我可以持之以恆的一直做它；

還有就是它在未來有很大發展的方向，就除了符合社會的需求以外，對

於自己有很多元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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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若要長滿果實―S3的故事 

 

圖 4-3-1 

S3 生命線性圖 

 

 

 

 

 

 

 

壹、幼年至國小前期：陽光照耀初生的小樹苗 

優渥穩定的幼年生活 

    我對上幼稚園以前沒有印象，只有看媽媽以前錄的那些錄影帶來回

憶。我只記得，在小學三年級前的時期，我都是無憂無慮的。幼稚園以

前，媽媽還沒有出去上班，都在家裡照顧我們。媽媽連續生了我們三個

姊妹，從小都是她自己帶我們。媽媽以前曾經說阿嬤就是因為媽媽沒有

生男生，好像就不大重視我們這一家。 

    我們小時候是住在眷村那邊，我們原本住Q縣市，搬來P縣市的時候

剛好那裡有人在租吧，我們就租了。會從Q縣市搬到P縣市，是因為爸爸

要工作。爸爸、媽媽以前原本都是住在Q縣市。 

    我是讀P中學的實驗幼稚園。以前爸爸是科學園區裡面的員工，就還

要抽籤的那種。小時候生活還算不錯吧！從幼稚園到學校去只有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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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很快樂，整天去學校就是玩，可是幼稚園好像什麼都還不會，別人還

有學什麼ㄅㄆㄇㄈ，可是我們學校都不用。 

三姊妹的互動，中間路線的養成 

    那時候還小，和姊姊、妹妹每天都在吵架，但是吵一吵又好了。我

覺得我排行老二，夾在中間讓我的個性變成：「喔，好啊！」、「那就

這樣」。有時候媽媽叫我讓妹妹，我就說：「喔！好啊！」姊姊就會比

較有主見。可能因為剛好在中間，所以想法也就比較中間。 

關係平衡的父母親角色 

    媽媽是這個階段我最重要的他人，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找媽媽。比

如說：放學來接、教功課都是媽媽，煮飯也是媽媽，餓了就找媽媽；那

時候印象中的爸爸是一個工作很忙的人，但其實是還不錯的爸爸。那時

候，爸爸和媽媽還不錯，頂多就是吵吵架也沒什麼。假日的時候，全家

都會一起去爬山，小時候都會覺得蠻好玩的。 

粗線條的少根筋時光 

    小學低年級時幾乎完全沒有什麼煩惱，就一天都開開心心的，可能

那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吧！就每天上學也都是在玩、跟同學一起玩，除

了每天要背論語什麼的，沒有背好還要罰站，可是現在想一想那時期也

還好，就普普通通的。 

    我最記得小學一年級有一次考聽寫，我聽了，可是我不知道老師在

念什麼，就考了零分，而同學都考一百分，可是我完全沒有那種很難過

的感覺，只有覺得我怎麼會考零分，呵！老師跟媽媽講，媽媽也不會罵

我。那段時期，我應該就是一個大剌剌的女生，幾乎不太會去想別人在

想什麼。 

 



138 
 

貳、國小中期：風雲變色 

雙親關係的破碎 

    小學三年級時，有一天我回到家，媽媽就跟我說跟爸爸可能會離婚，

我就哭著說「為什麼？不要、不要！」媽媽就安慰我，然後後來就沒有

要離婚了，可是還是有一些問題，之後還蠻常大吵大鬧。有時候爸媽在

他們房間吵，我們就會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偷哭，我會覺得難過、害怕；

還有一次好像吵到爸爸還有掐媽媽，然後我就一直哭；印象中他們也曾

經吵到一直哭、一直哭。 

用淚水面對少了母親的家 

    我小三到小五的期間，他們越吵越僵，結果後來媽媽就沒有住家裡

了，她就去外面住，然後我們三個就跟爸爸住。那段時間至少有半年以

上吧，沒有跟媽媽一起住的時候，就覺得很難過。媽媽有時候會打電話

回來，問我們說爸爸在不在，她就會趁爸爸不在時回來看我們。媽媽回

來看我們的時候，我們和媽媽會一起抱著哭；晚上睡覺的時候也會想媽

媽，然後在那落淚。 

父親病後的轉變 

    那陣子爸爸情緒反應特別大，小事情爸爸都會放大，就變得情緒起

伏很大，我們就覺得很恐怖，可是我覺得當時我沒有想到要怎麼幫爸爸，

就只是覺得他很討厭、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然後還一直打我們，就非

常討厭他，覺得他是一個讓我很想要逃離的人，可是又不行。媽媽也不

知道要怎麼辦，就覺得很無助、不知道要怎麼辦……。 

    那時爸爸已經開始生病了。爸爸在公司也跟別人處不好，脾氣很不

好，他覺得別人的意見都不是意見。爸爸好像開始有憂鬱症，後來比較

嚴重就變躁鬱症，又有糖尿病，加上那時候爸爸、媽媽買車的貸款，就

經濟壓力、還有各種方面的壓力很大。其實那時候爸爸已經是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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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待人處事的地方做不好，底下的員工都不喜歡他，後來，爸爸跟

別人有很大的衝突，最後他就被裁員了。在那個時期之前，我們家的經

濟狀況原本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爸爸是從什麼時侯開始生病的，但我覺得是從個性開始。

爸爸給我的印象很節儉；然後好像他待人處事都不好。 

學習偽裝和堅強 

    那一陣子我去學校，應該都是有一點掩飾自己的。媽媽有認識一個

我同學的媽媽，她就叫那個媽媽多照顧我們一點；鄰居的爺爺跟我們也

蠻熟的，也會跑來幫我們什麼的。可能因為我表現還算正常，當時的老

師並不知道這些事。我記得我小學時也沒什麼極端的情緒，就默默接受，

去學校就融入學校生活，回家要面對的時候可能才會比較被影響吧！ 

    那段時間我外表會裝得很堅強，其實回家常自己偷偷哭。晚上燈關

掉、蓋棉被要睡覺的時候，我自己蠻常在棉被裡面哭。那時我和姊姊、

妹妹睡不同的床，我不會哭出聲音，就自己一個人流淚。我不知道她們

有沒有偷哭，但感覺一定有啊，怎麼可能不會有！ 

糾結的家庭情節，和母親一起離家生活 

    小五暑假的時候，有一次爸爸用衣架打我們，那一次他特別兇，之

前可能只是罰站、半蹲。那時候姊姊被打得最慘，因為姊姊會頂嘴，爸

爸說什麼、姊姊會頂回去，所以姊姊被打得很慘。那次爸爸打我們，我

們就打電話給媽媽，媽媽就趕回來，而且還打了113。當時爸媽有肢體上

的衝突，就是互抓的那種。 

    後來警察來後我們就被帶走了，跟媽媽一起去住社會局的一個中

心。我們在那裡住了一陣子，大概是一個月左右，或是幾個禮拜。這個

階段媽媽還是我最重要的人，就像小學要寫你最喜歡的一個人、榜樣之

類的，就都是寫媽媽。那時候媽媽還是主要負起照顧我們責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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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童話故事的生活，造就自我省思 

    這個階段對我來說，我開始覺得自己好像跟別人不一樣。就覺得自

己遇到這種情形、覺得為什麼別人家庭幸福美滿，像童話故事裡講的那

樣，可是自己就不一樣。個性開始就有一些轉變，我會覺得：我好像比

別人不好一點，會比較自卑，就覺得自己不夠好。當時對爸爸的轉變也

很大，應該是已經到恨的那種感覺，恨他當時為什麼要打我們、為什麼

要這樣欺負媽媽之類的，不喜歡他的個性，就不喜歡他。 

參、國小後期至國二：雨後天晴，小樹苗的忐忑 

生活場域轉變後的調適 

    後來我們搬去L鄉鎮住，我也轉學了。那時候搬到L鄉鎮，是因為離

P縣市有點遠，卻又不會太遠，搬家目的就是不要讓爸爸找到我們。那時

候填學校的資料，媽媽都說不要填我們真正的家，電話也不會填，因為

爸爸可能會從很多管道找到我們。 

    那時生活算有蠻大的轉變，因為旁邊已經沒有爸爸了，不會覺得沒

有爸爸很奇怪，卻又好像還是有一種疙瘩，覺得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後來就慢慢調適、調適、調適。 

    那時候我走路回家時甚至怕會遇到爸爸，因為很怕他會出現。有時

候走在路上，看到遠遠的那個人，就會想說「該不會是他吧！」就會害

怕的低著頭走，走近以後才發現不是，就會有那種忐忑不安的感覺。我

一直慢慢調適、調適，過程中有時候不太習慣。 

    那時候爸爸、媽媽在打離婚官司，打了蠻多年的，打到高一才結束。 

母親一肩扛家計，姊妹共同學獨立 

    媽媽從家裡經濟出現問題時就開始上班了，當時她是做業務，下班

時間很不固定，經常到九點以後才回來。可是媽媽不會讓我們覺得生活

有差別，她盡量一個人扛起來，滿足我們生活的需要。記得那時學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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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後我們都直接回家，晚餐我們會自己去買便當。那時外婆也有幫忙我

們家的經濟。這個階段除了媽媽，姊姊和妹妹對我有比較多的影響。媽

媽不在的時候我們會講一些媽媽工作的辛苦、負擔，或是針對媽媽的想

法做討論。 

    那陣子爸媽他們還在打官司，媽媽還有帶我們去過法院，我們就坐

在那邊聽媽媽跟爸爸對質，我就會覺得很無奈、傷心，再加一些害怕吧！ 

切不斷的親情掛念 

    那幾年間，爸爸有時候還是會來找我們。記得國二時，他有來找過

我一次，因為媽媽已經有先跟老師說過，老師會事先問我要不要見爸爸。

爸爸那時候情緒還是很不穩，他來學校人家一看到他就會知道他是情緒

不正常，可能就會比較注意。我和姊姊、妹妹在不同學校，爸爸會去不

同學校找我們。我唸國二的時候，妹妹才國小，他也有去國小找。他會

找我們，應該就是想見我們、想念我們吧！但當時他來見我，我還是覺

得對他很害怕。爸爸一直到我上高中都還是有來找過我，但因為後來已

經有保護令，他就不能看到我們。 

清淡隱藏的人際關係 

    國三之前，對我成長過程有影響和重要的人就只有家人，因為我覺

得我這個人不太會跟別人變成那種很好的交情，我跟同學也不會吐心

事，有時候明明很想要變成很好的朋友，可是就是熟不起來。在很小的

時候，我個性是那種大剌剌、很開朗的；後來家裡的事情就有一點影響

到我的個性。現在想起國中以前的人際關係，就都只是同學，已經沒有

繼續聯絡的朋友。 

瞬間成熟接受命運 

    我小五到國二的階段裡，漸漸努力想淡忘這些事情，應該算是有恢

復一點以前的快樂吧！去學校時會比較轉移心情的焦點；獨處時也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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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想這些事。 

    從小學開始，因為家裡的事件，就覺得自己比別人成熟。我瞬間有

種被提拔長大的感覺，心裡的成熟度突然增加了，就比較會替別人著想，

想別人心裡在想什麼，感覺已經比同年齡的人成熟了。我也因此跟媽媽

更親近，就不會怕在媽媽面前哭，本來可能比較會掩飾自己，在那之後

就還好。 

    那時候我有想過為什麼這些事是發生在我身上，就覺得為什麼會這

樣子，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就覺得一切都是命運吧！當我現在再想，就

覺得是老天給我的歷練，就人生中的一部分吧！每個人的人生本來就不

大一樣。 

肆、國三時期：漸趨茁壯，好奇四周觀望 

遇見恩師，在多元的視界學習 

    升國三的時候，我們又搬到B鄉鎮。 

    從那開始，我重心就轉到課業了，我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我們班

上每個人都很喜歡她，因為她對教學很有熱忱。她是教國文的，很年輕、

教學很認真和用心，不會像有些老師很……。她那時當我們的班導，在

課業上想很多方法來幫我們，她還有叫她功課不錯的弟弟來教我們什麼

心智圖的。搬上有些同學可能會有不同的目標，就覺得為什麼我一定要

讀書，她還請藝人來分享心路歷程。國三壓力很大的時候，她還會帶我

們出去玩。那時老師就說每一次模擬考完，如果有達到標準，就會帶我

們出去玩。她帶我們去臺北玩了很多次，有一次去幾米的畫展；還有去

紅樹林、去溜冰、去福音園玩團康。她還幫我們在班上買一個書架，放

天下雜誌和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書。 

    她講過一句話很重要：「莫忘初衷」，就很感動我。她提醒我們不

要忘記自己當初的那個夢想，這句話我到現在還是很記得，算是我的座

右銘吧！我很喜歡她，就覺得：「我也想要成為一個這麼好的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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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算是拓展我內心的視野。 

不斷往前進的開闊環境 

    國三到了那個班級後，我開始體會到每個人都不同，像夢想，就覺

得他們會比較有夢想，然後就會帶動你自己，周圍環境比較不一樣，你

會覺得自己好像也提升了一些。夢想不單是指求學，還有其他的。國二

以前的學校因為比較鄉下，大家對成績沒有那麼要求，視野也比較沒有

那麼開放。 

    那一年班上的大家一起拚基測，下學期時每天都夜讀，就覺得很有

理想：大家要一起考上一個很好的學校。這時候的我，就是一個專心努

力的人，覺得一定要考好一點的學校，不要去那種爛爛的學校，讓媽媽

覺得負擔更重。但我們那時候是小學校，只希望不要考上私立的，完全

沒想過後來能考上P女中，我媽也蠻意外的。我因此覺得自己好像也沒有

那麼差，好像還是蠻有希望的！ 

伍、高中前期：與花兒、小鳥的交談 

學習與差異對話 

    升高中之後，我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人，來自更寬闊的地方。 

    這個時期的我就像是樹，花兒、小鳥也算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

可能會聽不大懂他們的語言、不知道他們互動的方式。花兒像是那些跟

我比較不一樣類型的人，高中的新環境開始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我們

的語言可能不同，生活、相處模式也不同。 

    高一的新環境對我而言還算蠻不同的，因為進P女中的學生通常家境

是比較好一點的。成績好的人蠻多都是家庭環境好一點，爸媽栽培出來

的。我覺得家庭環境不但有差，甚至很明顯。那時候我會覺得旁邊很多

都是一堆價值觀跟你很不同的人。例如買東西的時候，我同學有人每天

去學校開的便利商店買東西，我就會覺得：「每天買一罐就要好多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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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會覺得是浪費，但他們可能視花錢為理所當然，覺得你怎麼那麼小

氣之類的。我可能因此有一點自卑，有時候講到經濟方面的東西時，自

己會覺得有一點差別的感覺。 

矛盾變動的交友世界 

    高一時，我想認識很多不同的人，就會想要去交朋友。剛開始有比

較好的同學，可是後來又會漸行漸遠，因為那個同學個性比較不好；後

來又遇到一個同學就還蠻合的，可是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又覺得好像沒有

那麼合。我發現自己會有一個交朋友的循環，會容易覺得膩，一陣子就

覺得沒有很喜歡她（朋友）的感覺，卻又不會把自己的不喜歡很刻意表

現出來。像高一有個同學，她明明沒有幹嘛，為什麼我要討厭她，我就

覺得自己好奇怪、好矛盾。我會為那些消失的關係覺得遺憾或想要改變，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就沒有去做。我可能不太會主動跟別人互動。

比如說：那段時間很好，可是過一段時間沒有交集，就覺得變淡了，好

像我跟你以前沒有發生過那些事情一樣，就漸漸淡掉了。 

    這個時期我常會去思考自己為什麼交不到朋友，或者檢討自己的心

態，像有些同學把我當好朋友，可是我卻無法把她們定義為朋友。你會

去發現這個問題，然後想要去試試看，可是我還是沒有成功！有時候和

不那麼常在一起的朋友反而會覺得比較自然。我覺得可能和我的家庭有

關連吧，就比較獨立。做事情我都會覺得自己完成就可以了，壞處只是

如果有很多事情要做會比較累，你會覺得要自己把它完成，不會想說要

找別人來幫你，就覺得自己做比較快。 

欲升又降的課業成績 

    那時候家裡情況比較穩定了，我剛開始想要在課業方面變得認真一

些。升上高一時就想：我都進P女中了，我一定要很拚！那時候每天五點

放學，坐公車回家，晚上七點就開始看書，可是考完之後卻覺得自己好

像沒考那麼好；同學比我晚開始看書，卻考得很好，後來我就有點自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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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成績就更往下掉了。 

陸、高中後期：成為一棵小樹，與空氣的互動 

全心投入社團運作 

    這時期的重心都在社團。在社團裡，我從別人那邊得來東西，就像

樹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同時我也會排出氧氣，然後又回歸空氣，所

以我們是一直互相幫忙的。空氣比較大的部分是指社團，也算是外在的

人事物。 

    高二之後，我參加的吉他社社團事情很多，我們社團幹部常常會聚

在一起，雖然不同班，但有事情的話都會一起出來討論事情，也會出去

活動，就會跟幾個社團同學特別熟。我們的社團很像家庭的感覺，就覺

得那種感覺還不錯。可能是社團的相處模式不是每天時時刻刻會遇到的

那種，大家也有共同的興趣吧！之前對人際的懷疑就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了，好像有變好一些。 

    社團的營運我們每個人都負責一點，像之前寒假都還有社聚，就像

大家庭一樣，回去看看更高屆或更小的學弟妹。這個時期，我覺得自己

的角色就像一個小螺絲釘。因為那時社團是整合運作的，你的職位是教

學，所以就要把教學的部分弄好。你弄好的話，別人也弄好，整個社團

就會比較好，很興盛的感覺。那時候的我，就專注地把自己事情做好，

就真的像小螺絲釘一樣。 

享受班級團隊的凝聚與成果 

    求學階段讓我最開心的，應該是高中時班上活動的這方面。因為我

們學校活動超多，參加活動時就真的還蠻開心的。比如我們有軍歌比賽、

合唱比賽、有氧舞蹈比賽，就很多班級性的比賽。雖然很累，有時連假

日也要練習，但跟大家一起相處的時候就很開心。我們班還蠻強的，最

後都會得名，像我們合唱比賽得第一，排球比賽也得第一，就覺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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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得到收穫，算是很開心。我很喜歡在團體裡的那種凝聚力、向心力。 

在家庭避風港中獲得長姊同理 

    這時候開始，姊姊對我的影響變多了。高中開始，媽媽會一直說「你

為什麼都在玩社團？」我就覺得她都不懂，就只有姊姊懂，因為姊姊之

前也是吉他社的幹部，我覺得她們（指媽媽、妹妹）都不能懂，媽媽跟

妹妹就會念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玩社團，就只有姊姊說「我懂！我

懂！」 

    雖然這時候我的重心都在社團，我還是會很想回家。回家感覺比較

舒服，就可以跟媽媽、妹妹、姊姊相處，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很喜歡

回家。參加社團之後幾乎每個假日都有活動，不是要練吉他，就是要進

行事前籌畫，每個假日都出去，就覺得都沒有跟家人相處到，回家又覺

得很放鬆、很珍貴。大家高中都很喜歡出去玩，但我是很想回家。 

漸入佳境的課業 

    從小我在課業方面一直都算蠻順的，除了進P女中後有一段時間，因

社團的緣故，成績比較沒有掌握好。到現在，我覺得應該算是漸入佳境，

高三後沒有把重心放在社團後，我整個就一直看書，我覺得自己還蠻有

耐力的，認真讀書後考出來的成績就還蠻前面的。有時候同學覺得很累，

我卻不會覺得累，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 

    媽媽對我們成績的看法，是比較接近放任的態度。她會跟我們說道

理，可是不會說限制我們，比如說：她不會特別要求考試要考幾分。就

算考不好的時候，她就說只要你盡力就好。媽媽對我們的要求是只要我

們平安，然後不要學壞。她也說大學科系的選擇，要選一個有興趣、不

會後悔的那種。像姊姊之前選了認為以後有出路的物理光電，結果讀得

很痛苦，讀了半年就重考，現在就讀商業設計，就念得很開心，成績也

還蠻前面、蠻優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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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向的社會資源幫助，增添成長與學習 

    我覺得自己受到還蠻多社會資源方面的幫助。 

    家扶每個月固定都有幫助我們；學校也會有蠻多獎學金，通常竹女

的學生比較少需要獎學金，他們家境大部分都是小康，教官就會給我們

領一些獎學金。P女中是P縣市第一名的女中，獎學金的資源相對就蠻多

的。媽媽說我現在獎學金如果有剩下來的，大學之後就可以用來繳錢。 

    參加摩根的惜才育英營隊和獎學金的贊助，也讓我多了學習資源。

像之前有機會被推薦去大陸，那是我第一次出國，我能跟著中華資優學

會一起去覺得蠻興奮的，很新奇的感覺，而且有一種代表臺灣的使命感。 

    我們當時是去石家莊，主要是看他們上課的時候，我會覺得大陸小

孩真的很積極，比如說老師問一個問題，他們就會很積極地回答，侃侃

而談；如果是在臺灣的話，大家可能就會低下頭。可是比起來的話，臺

灣學生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制式化，比較靈活一點，這就是差別吧！我覺

得他們這一代好像比較沒有那種「大陸人比臺灣人優秀」的想法，不會

覺得說「你就是臺灣人！」他們感覺很歡迎我們去。如果是政治的話就

會覺得有點對立感，可是我們去就不會有那個感覺。 

柒、給未來的自己：憑藉意志長滿果實 

在趨平穩的家庭中延續調適 

    現在家裡算是平衡和穩定了，應該不會再有什麼太大的波折。我希

望可以維持這個平衡。可是我在想說，之後如果我們都上大學了，那媽

媽一個人怎麼辦，感覺怕媽媽會不會太孤單或什麼的。 

    我現在不大會想爸爸，對他也沒有恨了，但就覺得保持距離就好。

對爸爸還是存在一點害怕，可是不會到恨。這不一定是永遠的感覺，如

果以後需要照顧他的話，我可能還是會去做。到現在我還在調適對爸爸

的心態，還有對這整件事情。每個階段有最重要的意義，可是心情的調

適還是一直延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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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解出發，衡量大學生涯選擇 

    我想考一個好一點的公立大學，可以減輕媽媽的負擔。因為姊姊是

讀私立的，就感覺負擔有點重。有時候我會覺得，要想一個讓自己壓力

不要那麼重的心態，像「不是大學來選我，是我去選大學」的那種感覺，

不要把考試當成是一種壓力，就像老師講的：「把看書當成是一種學習，

而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當作為了多增長一點知識。」 

    我的興趣是在電腦、資訊方面。我有想過以後想當網路工程師。 

    有很多人上了大學才發現自己不喜歡那個系，感覺還是要先進去看

看。我覺得大學的師資、資源都還蠻重要的，有些大學會說他們有得過

什麼獎，但我不是很在意那個，我比較想要知道它上課在教什麼，我覺

得那個對學生比較有用。 

充滿價值創造與回饋的生命期許 

    我覺得生命剛開始像小樹苗，在長滿果實前可能要經歷一些過程，

過程中可能會被風雨摧殘，可是你如果想長滿果實的話，就必須憑有一

股意志力。當每一階段的目標達到時會長出一些果實，再掉下來；然後

再長出一些果實，再掉下來。這棵樹要長滿就要有強大的意志力。 

    我認為我的生命能長滿果實，感覺要到大學之後吧！先考上一個自

己想要的大學，然後在大學學到東西；再去國外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

情，不一定是去國外讀書，可能去走走看看，得到比較不一樣的經驗，

學習到不一樣的事物。 

    我覺得還是要有穩定的工作，但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些不一樣的

經驗，不是為了要生存下去而工作，應該是要為了擁有比較不一樣的經

驗，工作是為了生活中更多的體驗，可是它不會是生活的全部。因為如

果你是為生活一直工作，賺很多錢，可是你賺那麼多錢，也不知道要幹

嘛呀！我認為賺錢是能夠提供自己舒適的生活，另外可能可以去不同的

地方；可以幫助別人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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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於自己的未來期許，感覺有點想要改變一些什麼。像如果我選

資管相關科系的話，可以創造一些什麼東西，可能是做一項突破性的東

西，反正就是對社會有貢獻，不是只是當一個普通的人，就一直賣一樣

的東西。 

    我沒有想要隨波逐流、跟大家一樣，感覺太無趣了！我覺得自己想

要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比較與眾不同。就像大家都想要這個東西，可

是我不見得需要它，我就不會想要拿。感覺人生也才一次，就應該做一

些不一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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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S4 的故事 

 

壹、幼年時期：失憶 

用聆聽拼湊的記憶 

    出生到六歲這個階段，我完全

沒有記憶，這階段最重要的事，就

是四歲時爸爸的過世，應該算是生

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因為沒記憶，

所以卻又不會覺得那麼重要。那段

記憶其實是在後來加進去的，後來

長大的時候，有人說爸爸四歲過

世。從媽媽口中，大概知道一些關

於爸爸的事。那時候他是開挖土機

的，他要從一個地方運東西到另一

個地方，剛好那時候不知道是濕滑

或閃車，他就撞到山壁，他的頭被

卡在那山壁跟車子中間，後來就失

血過多就過世了。在那之前，媽媽

都是在帶我跟我姊姊，帶我們兩個順便帶別人家小孩，也算當保母吧！ 

    爸爸是長子，但爺爺、奶奶重男輕女觀念超嚴重，媽媽只生了女兒，

以前可能因此沒有得到他們的重視。因為現在證明了男的也不能幹嘛！

以前爸爸還在的時候，我們六、日會回去山上的爺爺、奶奶家；爸爸過

世之後就比較少回去，只有過年、過節才回去。 

父親消逝對家人的影響 

    爸爸對我而言的影響，要看是這個角色還是這個人。如果是這個角

圖 4-4-1 

S4 生命線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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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那感觸就很多，因為沒有父親，所有東西都要自己來的那種感觸；

如果是我爸這個人，就覺得比較複雜。後來聽我媽闡述我爸，據說他是

個野心很大的人，我們家會淪落到現在其實跟我爸也有關係。我爸算是

很衝動行事的人。 

    以前爸爸和媽媽的感情算很好。媽媽對爸爸的離開，感覺上應該就

是緬懷比較多，也不會有太大的情緒起伏，有時候講一講、笑一笑而已。

媽媽算是經歷過風風雨雨，看了很多事之後才再回來南投的。在我印象

裡，媽媽在我們面前不會有太多情緒。我們應該都是屬於堅強的女人！

可能也因我媽經歷過很多事，她到後來應該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姊姊

應該比較天真，所以不會想那麼多；我會想辦法自己調適。 

期待最放鬆的茶飽飯足時刻 

    我五歲開始讀國小的附設幼稚園。那段記憶我最開心的事是每天早

上吃點心，還有吃飯。以前讓我覺得很快樂的事，就是每天可以吃飯！

那時候就覺得吃飯很開心，茶飽飯足吧！在爸爸過世之後小叔叔因為沒

地方住，就搬來我們家住。那段時間都是媽媽或小叔叔來接我放學。叔

叔一直到結婚前才搬出去住。 

覺察自己的特殊與早熟 

    我小時候好像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耶！我小時候會有莫名的堅持，

所以我在幼稚園好像因為我莫名的堅持而常常哭。例如：我下課會很堅

持要拿一個東西去給我姐姐，我姐姐不要拿，我就會去追她，然後追到

跌倒就哭了；我以前還會很堅持吃東西前一定要把東西拿到鼻子聞一下

才能吃，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已經習慣成自然。到現在，我盡量克制自

己不要這麼堅持。現在已經沒有那麼惡化了。 

    這段時間說來應該是無憂無慮的，可是我覺得不是。我從幼稚園開

始就會想一些很奇怪的問題，一直到國小都是，所以我才會覺得吃飯很

快樂、很輕鬆。現在想起來，卻無法回朔那個時候想了什麼，不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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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依稀覺得那時候也不是那麼無憂無慮。 

    我幼稚園在還不會三十七個注音符號的時候，就會看國字了。那時

候我上幼稚園，我姊上國小，我可以跟她一起看國字。後來我媽跟幼稚

園老師討論之後希望我不要再多讀一年幼稚園，因為怕我已經會國字

了。媽媽那時候沒有特別驚訝，因為小時候已經有很多人跟我媽說過類

似的話，說我怪、我很特別。例如說，我那時候想事情想很快。像那時

候我叔叔在洗澡，我想要上廁所，我就叫他出來。他叫我從一數到一百，

一般幼稚園的小孩可能都笨笨的從一數到一百，但是我就只說「好啦！

一、一百！你趕快出來好不好？」這些想法都是直接反射的，就是很快

就這樣想。媽媽看待這些事其實蠻平常心的，她比較會關心身體好不好、

健不健康，不會關心智商怎樣。 

貳、國小前期：愚 

提早入學的學習挫折 

    我提早入學，所以我六歲就讀國小。 

    我小學讀的學校是在X縣市蠻有名的升學型小學。印象中，我們沒

有什麼快樂的童年，就是讀書、讀書這樣。後來我國中跟很多同學說：

「那個不是國小就教過！」他們都說「哪有！」我們學校教的都蠻深的。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笨的階段。我那時候因為寫字很醜而常被老

師罵，還會因為作業字寫太醜被老師打，其實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還蠻

不好過的！  

    小一的那個老師常打我們。我小時候常跌倒，我記得我國小每天都

在受傷，很容易跌倒；然後我握不住筆，就會被他打，我當時就覺得為

什麼要以這種東西去評論一個人，所以我好像就從那時候開始有很多反

抗、很奇怪的想法。我到現在都還是有點怨恨他，還是覺得沒辦法釋懷，

覺得他為什麼可以這樣教一個小孩。 

    我那個時候常常做錯事。我是一個很不靈巧的孩子，我手很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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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打翻東西，所以我以前衣服常常是髒的，我自己也解釋不出為什麼，

像我吃飯就一定會掉東西。我頭腦好像動很快，可是我動作肢體就比較

不協調。我那時一直覺得自己很笨，可是又很奇怪。那時候我成績不算

很爛，可是也沒特別好，說沒有很爛是因為還是有人會找我來作弊。我

那時候就想說：「我以後就真的要這樣過了嗎？」我記得我小時候還跟

我媽說我不念高中，「我這樣就好了！」我從小就是一個還蠻消極的人。 

發掘自己的優異能力 

    小一、二的成績不是很好，但我那時候發現自己其實很會背書，也

發現自己英打還不錯。我們那時候一天要背一首詩，沒多久我就＂哇！ 

背起來了耶！＂；而且我好像是全班第一個背會九九乘法表的人。那時

候我發現自己把詩念完一次就背好了。國小一、二年級時，我好像還有

訓練過自己一目十行，那時候看童話書，我看一頁的速度是人家看一頁

的很多分之一。我好像就是看書比較快，一條一條看，我每個字都有看

進去，可是看完就會自己分出關鍵字。那段時間好像也發現自己會拼立

體的拼圖，還有會音樂。但那時候對我來說有點痛苦，感覺自己和別人

很不同。 

    我有時候還會想一些奇怪的問題，印象最深的應該是二年級想的一

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一群虎頭蜂來盯我，叮到我死的最後一刻，我

會想什麼？」那時候我只是剛好看一本書，說有一個老師被虎頭蜂叮，

為了保護學生而殉職。我就想：那她最後一個剎那的念頭是什麼？我那

時候還很認真地去找出那個老師的遺照，把她的臉改成哭臉，試試看會

發生什麼事！我那時很認真在思考死亡的感受。 

同儕人際的無法相融 

    小一、小二的時候，我人緣真的很差，我不會去融入班上任何一塊。

小時候很多人談論說有很多玩具什麼的，我也不會參與，因為我也沒有

嘛！而且從小我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認真，一點點的玩笑我就會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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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是個很容易動怒且常做錯事的人，那時候我好像曾經打同學

打到他去縫針；而且我小時候會賞我姊姊巴掌，她就開始哭。總之我以

前的情緒張力很大，現在已經克制很多了。 

忙於工作而缺席的母親角色 

    從小媽媽因為忙於工作，對於我們的課業幾乎是放任的。國小開始

她就不太看我們的功課，我功課沒寫完，或字寫得很醜，也都不會怎樣。

她比較在意生活起居，或是相處。那時候放學回家，我幾乎都在抄課文。

記得以前早自習都要抄課文，但同學都是早自習過了就算了，我會堅持

把那個課文抄完。這段時間裡，課後幾乎都是電視和鄰居陪我，對媽媽

反而沒那麼多印象。叔叔也是工作到晚上七點才回來。小時候我經常會

去找鄰居玩。媽媽因為開始要出去工作，所以會把我和姊姊放在家裡、

自己出去工作。我小時候還曾經跟我媽開玩笑說：「媽媽，我要告你青

少年兒童保護法！」 

參、國小中、後期：啟蒙 

優異能力真正開展 

    這個階段，我至少開始過著有目標的人生，就是我要讀書。那時候

開始，有很多奇怪事就發生了，讓我就覺得自己其實是可以的。當時我

跟我媽說想去學圍棋；那時候的成績開始有進步，月考成績考得還不錯，

當時月考完有嚇到，發現我數學還不錯、可以跟男生比！因為我們那所

學校看的不是那種平均成績，我們學校很重視數學，所以男生數學比較

好，成績通常會比較好。 

    那時候碰了電腦，我就發現我很會看電腦，我很快就可以熟悉一個

東西。原本我真的很不會用電腦，從一個很笨的門外漢；在一、兩年之

間神速進步，我到國小五年級一分鐘就可以敲到差不多七十幾個字了。 

    這個階段裡，我什麼都學、也什麼都想！那時候讓我最快樂的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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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拿到成績單時更快樂，寫考卷時也很快樂，玩電腦快樂，沒有跟

同學吵架也快樂。雖然感覺就是很苦悶，可是遠觀來看是快樂的。那個

階段雖然事後想起來快樂，但生活整體看起來其實是很壓迫的。 

深刻體會人我差異，思考人際問題 

    讓我覺得困擾的是，我會覺得其他人都很笨。像我們班有那種成績

很好的男生，除了讀書以外的知識是零，完全沒有任何生活的能力。我

會覺得這樣的自己很怪，就是比別人突出，太突出、太特別。我記得那

時候常跟同學吵架，因為我就是無法講出好笑的笑話，沒辦法符合那個

年紀。我覺得他們講的都很低級、很無聊。 

    我國小身邊的同學都是怪人，我遇到很多奇怪的同學。我那時候比

較認識的同學都是男生比較多，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有人的想法可以這

麼怪！他們都可以很專精於一樣事情，所以我無法融入他們的世界，他

們也不曾試著要社會化！另外還有一些很消極的朋友，像是有人會割

腕。小學之前，只是覺得他們（同學）很幼稚，倒不會覺得自己比較成

熟；到國中才知道是因為自己看過比較多東西，想法會跟人家不一樣。 

    那階段裡，我只有和一個成績很好的同學比較好，她後來變我很好

的朋友。她對我國小後面四年影響很深，我們後來有再同班過一次。可

能因為我們背景很像，她的人生也是很精彩、很複雜，我們就互相扶持。 

    我國小覺得自己是個社會化的人，但到後來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個

社會化不足的人。我國小一直錯以為自己很適合當一個領導者，然後人

際關係很好；後來到國中我才發現，跟我想像的是真的完全不一樣。原

以為自己適合當一個領導者，是因為女生上課都不敢講話，只有我敢跟

老師講話，講很多話。老師問什麼、我就回答什麼，然後又很愛講。後

來發現自己怎麼那麼討人厭啊！ 

對於「老師」的負面印象 

    這段時間對我的啟蒙，是我遇到一個國小老師，她找我去朗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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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讓我做很多事。她真的幫了我很多，像我後來會接觸到朗讀、演

講這一塊，應該也是因為她，那時候我一天中午光是練上台、下台就可

以練三、四十次。每天中午都在重複這些事，練不好就重來。這些訓練

也讓我的思考速度變得更快。她算是對我恩威並濟的一個老師。 

    然而，她卻也是罵我罵得最兇的人，甚至比小一、二的那位老師還

兇。她給我的印象是尖酸刻薄的。我記得國小的美術是她教的，她把我

的畫貼在後面，我原本很開心，結果她在班上對著所有同學說：「這幅

畫貼在後面不是因為畫這幅畫的人很厲害，她畫的畫還是像幼稚園一樣

難看，可是因為她很認真。」這句話很傷！聽起來一點都沒有安慰的感

覺！這個我一直記得！雖然她想表達我很認真，可是她認真的表達成我

的畫畫很醜。 

    我五、六年級遇到的老師就好多了，是個還蠻nice的人。後來五、六

年級過得比較好，但那個老師也是讓我很糾結、很複雜，因為他覺得我

太早熟，覺得我把事情都壓著，他就一直想逼我說出心裡話。他是好老

師啦！但是我不喜歡被過度關切。我覺得自己就是這樣，我可以自己調

適的事情，就不會想要別人來插手。 

    這段時間的經歷，讓我對小學老師的觀感都不是很好。 

寄情鋼琴、與姊為伴的生活 

    我國小三到六年級，關於家事的技能是完全沒有的。我到國小六年

級才會開瓦斯爐。那時候大姊已經不在家，到外地生活；家事幾乎都是

二姊包辦，那時候她才四、五年級，可是她就會做所有家事了。二姊很

懂事。我們兩個都早熟，但是不同層面上的早熟，她是做事情層面的；

我是內心層面的，所以我都不做事的，我那時候真的什麼都不會。 

    那段時間，比較特別應該算是彈鋼琴吧！希望我學鋼琴是爸爸的遺

願，爸爸希望家人都接觸音樂，像大姊以前是讀高中音樂科。雖然說我

爸過世了，媽媽還是拚了命要讓我們學鋼琴。我從四歲學到九歲，那時

候彈鋼琴就變成一種紓壓。後來因為時間、金錢關係，就沒有再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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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背景的省思初探 

    那時候媽媽還是忙於工作。我開始比較知道家裡的經濟情況，就會

比較省。小時候還會要求有的、沒有的；長大之後就不會要求，可以怎

樣就怎樣。那時候跟同學的環境比起來，我是有疑問，沒困擾。沒困擾

是因為我同學都蠻好的，不太會去問這一塊；然後有疑問的是因為我以

前不知道什麼是「歿」，到那時候才知道，一直到國小我爸的形象跟記

憶才被建構出來。到國、高中之後，我對於沒有爸爸的感觸才真正比較

深，像當我發現自己要換燈泡、要自己打蟑螂的時候感觸就比較深。對

我來說，那和母親角色有差，在情感面上有差。 

母親預習死亡，引發自身哲思 

    國小三、四年級開始，媽媽會灌輸我們一些關於死亡的事情，然後

告訴我們她遺照放哪裡、她死後第一個要打給誰、怎麼處理她的東

西……。我跟我姊原本很排斥她講那種話；到後來就習慣、接受了。可

能是因為媽媽自己看過太多死亡，除了爸爸、叔叔，還有她自己的爸爸

跟媽媽，就是外婆他們。外婆他們過世前幾年，幾乎都是媽媽帶著他們

的，等於是慢慢預知外婆的過世，外婆那時候得慢性病，我們看著外婆

就會知道死亡那一天會來。媽媽只是想要把那一天先演練過而已。 

    那時候，爺爺跟外婆在一年內過世，一個過世完，不到一年另一個

就過世了。所以我開始會去想一些比較沉重的問題，雖然我以前就會想

一些嚴肅的問題。 

我十一歲那年，大概是小五的時候，我開始在思考，到底「結束」

之後會怎樣？就想說宇宙那麼長，五十億年前就有了，然後五十億年後

就不見了，那我們只是五十億年中間的一個東西，我們沒有了就什麼都

沒有了，地球還是在轉；如果有一天，人類滅絕了，地球卻繼續轉……

然後呢？想想突然就覺得沒有然後了！好可怕！我那時候通常都在睡前

想這些問題，睡著之後就變成惡夢，在惡夢裡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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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想這些問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不會跟人家講說我想

過這些問題。我覺得即使有人跟我一樣想過類似的問題，那個人年紀應

該也比我大。我有問過我媽類似問題，我媽就說這是全人類的事情，不

要擔心。但我不太能停止想那些事情，我有時候是晚上洗澡洗完，就決

定我要開始想事情，然後就開始一直想。 

肆、國中時期：開竅 

被同儕隔絕於成績頂端的孤寂 

    我國小時成績都是拿全班前三名；後來到國中才發現我可以拿到全

校前幾名。我就讀的那所國中算是當地普通的學校，升學壓力不如小學

那麼大，但國中的壓力來自不一樣的地方，我國中開始被霸凌、被同學

排擠，然後又常講錯話。那時候媽媽對我來說就變得很重要。 

    我國一那個班級是硬被抽出來的一班，我們班剛好抽到來自同一小

學的學生比較多，三十個裡面就有近一半是同個小學的，他們都彼此認

識，就很難打入他們的世界，加上成績問題、個性問題，那時候我很不

適應。那些同學是比較愛玩的類型，原本我有和幾個女生很好，後來常

吵架，真的是「勾心鬥角」的吵，那陣子感覺是「用生命在吵架」，那

時候我因此受到蠻多挫折的。 

    我國一時成績大概都是全班第一，跟下面名次差不多都差大概二、

三十分，同學因為我成績太好覺得我很囂張。我當時就覺得：「為什麼

我要過得那麼痛苦！」那時候老師是支持我的，可是如果沒有老師，一

般生活我還是被排擠的很嚴重。那陣子都是依靠著姊姊跟媽媽。那段時

間我變得更孤僻，我開始自己會看書，無聊時會看金庸小說；我那時還

參加合唱團，就是用很多種重心逃避那些人際上的事。我變得越來越想

要低調，不希望一直成為別人攻擊的焦點。也因此，演變成後來我很習

慣總是低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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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角色重要的情感支持 

    媽媽是這個階段我最重要的人，我覺得媽媽是可以成為我典範的

人，因為她經歷的夠多，可是我很不能接受她講的話，可能是覺得她要

講的我都知道。尤其這段時間我情緒起伏很大，更不能接受她給我建議

或意見，就算只是跟我分享她的經驗，我都覺得不需要。我不想跟她講

太多事，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她太了解我了。但那可能是一種母子與生俱

來的感覺，即使我都不講，媽媽還是很理解我。 

網路集體霸凌事件，形成長久陰影 

   那時候，我有時會覺得心裡很難受，可是還不會怎樣；一直到國二時，

有一次同學在網路上罵我，那時候很流行部落格，他們就連署在部落格

上罵我，還故意把我的東西打馬賽克，可是看那圖片外型就知道是在講

我。我那時想過最偏激的是我要在學務處面前自殺，但是沒有真的做。

我讓那件事一直放著，放到國二結束，可是完全不敢去看他們留言什麼。 

    國二是最嚴重、最痛苦的時候。尤其是國二分班前最嚴重，我那時

每天上課都很痛苦。那時候的老師，全部都是跟我一對一上課，下面二

十九個全都鬧哄哄的，老師就只對著我上課。當時班上要分組的時候，

只有一個同學會和我同組，可是那個人需要朋友，所以她大多時候還是

靠他們那一邊。那些事隨著後來分班才過去。 

陰影後的人際觀點轉變 

    這段時間，我是個看清自己的人，看清楚自己原來在人際關係裡超

弱勢的，也看清了很多事，像自己不適合做什麼。和別人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講的點他們不能接受，他們講的點我不能接受。 

    從此之後我就看開了，覺得人的一生可以不要有朋友，可遇不可求。

有朋友是好事；沒有朋友就是命、注定。從小到大，我唯一一個算是朋

友的，是一個我家鄰居，她跟我同校十二年，可能因為讀一樣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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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比較可以互相接受。後來我看到一個人就會馬上把他貼標籤。所有

人對我來說，大概是分可溝通或不可溝通。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

可是我不會想要變成任何一個誰。 

對教師過度關心排拒與反彈 

    那陣子，有老師發現我會被同學踢、欺負什麼的，就把我找去輔導

室，我就跟輔導老師說是老師小題大作，我很不喜歡跟老師講這些，因

為我覺得老師不能幫我解決問題啊！如果透過老師的話，那學生永遠無

法成長。我覺得那些是我自己要去成長、調適的東西。我不喜歡太浮泛

的關心、關心，有時候別人聽完會覺得：「那也沒什麼啊！」我就不喜

歡那樣的態度；可是如果講出來又希望人家安慰你，又覺得這樣好短暫，

就你只是抓住一個東西，可是你還是要靠自己去把它拉出來。因為人家

給我安慰是得不到任何幫助的，我就想乾脆省掉這個步驟吧！ 

    我認為老師的角色就是上課，必要時候調解。我遇過一個還不錯的

老師，那時候我就問他說「老師，我到底做錯什麼？」他就說「我不能

說任何人錯，因為大家都有錯。」我就開始去反思自己到底是哪裡做錯。 

    我需要很大的獨處空間，給我自己發展。我很喜歡去規範別人，還

有規範自己，可是我卻不能被別人規範。 

對叔叔過世的遺憾，學習用信仰紓解 

    國三的時候，叔叔在我要模擬考的前一天過世了，而我是最後一個

跟他講電話的人。叔叔和我、姊姊很親，那陣子他因為感情因素而心情

不好，我媽那天晚上就叫我關心他。我就打給他、跟他聊很久，但那時

候快要模擬考，我其實沒有心要跟他講電話，結果我掛完電話還跟我媽

說他很好，那天凌晨他就過世了。後來我一直都還蠻後悔的。我覺得錯

不在於我，可是我就是覺得有點自責。 

    這件事也影響我對死亡的看法。我在前面兩個親人過世都哭很久，

到那個叔叔過世時我只哭過一次，而且那是因為他用傳統儀式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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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我才哭出來。後來對悲傷已經變成只是記得，但已失去表達什麼東

西的那種動力。不會特別調適，也不會突然講出來，就有聽到才會有感

覺。到後面看這些親人的死亡，越來越覺得就像一場戲呀！有時候想到

一個問題、癥結，就會把自己拉回來，用宗教把自己回來。 

    小學時媽媽叫我和姊姊去教會原來是很排斥的，後來因為在那裡有

被關心，就比較喜歡去。我一開始會進教會是因為人際關心，有一段時

間的確是因為有人關心很好，但到後來相不相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

以應該說是有「人」當成管道，但和信仰本身不牴觸。加上後來經歷親

人過世的低潮，反反覆覆地去懷疑、推翻、再建立相信。對我來說，基

督教比較不會這麼個人，比較講求團體，也比較貼近生活，至少比較符

合我的個性。 

伍、高一時期：瓶頸 

進入頂尖升學環境的撞牆期 

    我剛進H女中時嚴重適應不良，那時候我幾乎是怎麼讀、怎麼忘。

數學題目都看得懂，可是卻忘記怎麼算；英文每次都覺得自己背的很熟

練，可是看到題目馬上又空白。那陣子，我會用摔東西來發洩適應不良

的情緒，這種情形國中也有過。我摔東西不是那種摔會壞的，是摔書而

已。最嚴重的時候大概一個禮拜兩、三次吧！然後會對我姊大吼說：「你

幹嘛叫我來讀H女中？」我是抱著兩個家族期待去讀H女中的，我媽跟我

爸兩邊家族都很不會讀書，所以我背負著家人很大的期待。 

    適應不良的原因其實不能說是城鄉差距，因為很多從X縣市去的學

生都很優秀，可是就覺得說：為什麼我會比別人弱？是真的！讀書就跟

不上！我高中一開始讀書的方法錯了，我都是一直撞，然後換到不同的

模式。一開始我是按照國中那一種模式讀書，那半年來一直調整方式。 

    那時候我還住家裡，所以為了較長的通車時間，我什麼活動都沒有

參加。我就看別人過著光鮮亮麗的人生，選了一個周六、周日要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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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團；我就覺得自己不能去，回家又都六點了、吃完晚餐七點、做完

家事八點，之後才開始讀書，十點就去睡覺，隔天五點半就要起床……，

我就覺得，那段日子過得還蠻痛苦的。 

學習關注公共事務，從受尊敬到失落 

   高中時大家都很漠不關心彼此，那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公共事務上，

我那時候什麼幹部都不是，只是個小老師，但我管很多班長該管的事，

幫大家宣布、帶動氣氛什麼的。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同學，我就花很多

時間在公共事務上，因為我不能接受擺爛，我不希望全班一起爛，我就

算一個人也要把整個班弄好。我也是在這時候贏得所有人的尊敬！ 

    後來，班上同學反應還是很冷漠，頂多看到我會講一下，但大家還

是顧自己比較多。所以到高一下我就沒有繼續做了。做了那些事，我雖

然沒有得到什麼成就感，可是我還是不後悔。 

對自我充實的高度要求與檢視 

    這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失敗的人，這個階段被我特別區隔出

來，因為這段時間我最討厭自己。雖然這段時間我幫班上做了很多事，

可是我覺得不能夠駕馭自己生命的人，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人。你可以幫

別人做很多成功的事，但前提是你自己要先有辦法掌控自己的事情。這

樣的要求有點高，可是我就是要這樣要求自己。 

    那時候我做了很多事，但我覺得對我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希望自己是個有東西的人，不單指成績，就至少要補充一些知識、內

涵。我高一上幾乎都沒有任何的知識。那時候，我花太多時間跟精神在

矛盾、在撞牆。 

溫潤和煦的姊姊，無聲的依靠 

    這時期姊姊對我而言很重要。她讓我可以發洩，我可以大罵特罵她！

她讓我去反省很多事，就是關於她和我，我覺得她當我的姊姊也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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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那麼神經質、那麼瘋狂的妹妹；她自己常常因為名字跟我擺在一

起而難過，她覺得我會讀書，她自己讀不好，她雖說不在意，卻沒有想

像中的豁達。我們家的人都是看起來很豁達，其實並沒有。其實姊姊很

澎拜，內心也很複雜，她大多時候還是高興有我這個妹妹。 

體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這段時期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反省！我會開始反省：我不可能一直

都這麼順遂，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比較聰明，後來發現沒有。因為我的成

績表現從國中那種都很好，掉到高一那種大壞，就可以知道其實我沒有

很厲害。我那時候才可以明白國中老師跟我講過的：「我不過是苦讀的，

我沒有比別人聰明。」；我才明白國中老師所謂「其實大家最後都是殊

途同歸。」讀好學校吊車尾和讀次等學校成績較前面，或許是差不多的。 

陸、高中後期：破繭 

邁向穩定與踏實 

    我一直到上高二才開竅，就突然有一天我就真的懂了。這種事我每

一段時期都會有過，我也不能解釋到底是怎樣，除了國中比較沒那麼明

顯，國小跟高中都有，我覺得是一個點，時間點還沒到，我就認了它。

這時候開始，我學校成績慢慢進步，生活也較充實。至少我有找到自己

的興趣跟目標，活得比較有重心。 

異地而居，母女的調適與成長 

    高二之後，我和媽媽搬來H縣市，然後還去學很多東西。這段時間

要重新去適應另外一種生活，那時候我住的地方比較暗，晚上十點之後

就很怕一個人在自己的空間裡，就還蠻害怕的。 

    以前我跟我媽都太會為彼此著想。像我跟我媽說我要回家，我媽會

以為我想回家，但其實我是因為不要讓我媽做很多事情；我媽要來載我，

我就跟我媽說不要來載我，以前生活中常會有這樣的情形。這種衝突跟



164 
 

負擔在搬來H縣市之後更多了，我開始要學習放手，我開始想：「她要

做就讓她做吧！」 

    我們家每個人都經歷過很大一段調整期，除了二姊以外。我媽要試

著不去管我；我要試著不去干涉我媽；我大姊要試著長大。長久以來一

直在彼此磨合，經年累月，磨了十幾年終於磨好了，調整到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是蠻開心的。現在我大姊還是很幼稚，可是我們覺得她過得開心

就好；我和媽媽也都不會去強求對方做什麼事了。媽媽現在就只是關心，

有時問一問生活，如果不好她就問說怎麼辦，但還是要我自己去找出口，

不會管我最後決定是什麼。高中後，她可能覺得畢竟能夠照顧我的時間

不多了，就想要盡一個媽媽的立場，會盡量來接我下課，多一點相處。 

人際調和的進與退 

    這段時間的同學，讓我更社會化一點。 

    曾經想過，如果說同學他們是十七、十八歲；我覺得自己大概是三

十歲的心理年齡吧！我一直比較喜歡跟一些阿公聊天，像跟一些種田的

阿公聊，他們會講很多經驗累積的智慧，像這個穀物要怎樣收成……，

和他們講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高二開始，我不太想再一個人、那麼

的獨立，所以還是勉強的想要把人際關係弄起來，不然分組很麻煩。我

必須把自己變得跟別人一樣，去學會怎麼去接受別人，我國中那段時間

很不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到後來還是要學會接受別人的意見，去聽、去

配合，我到後來就變得很少講話，比較常是聽話的人。到後來，自己倒

也習慣這樣，就覺得靜靜的也蠻不錯的。 

    到高二的班級後，我才有認識比較好的同學，可是磨合期很久，到

現在才勉強把彼此磨合。我高中的同學，幾乎都是公務人員的小孩，感

覺他們價值觀跟我差比較多。像是我可能比較不會花錢去買的東西，他

們可能會願意花錢去買，例如：娛樂方面的東西。但我高二、高三的同

學都還蠻能夠推己及人的，他們都知道我家狀況，然後我們會在一起，

也是因為個性比較像；跟我不熟的同學就不會知道我們家有什麼情況。 



165 
 

    我現在對交朋友的想法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我把之前那段（人

際挫折）放在後面，覺得反正過去都已經過去了，但應該還是沒什麼變，

因為我現在走路都還是頭低低的；如果有一天我走路可以挺一點，我能

夠忘記或對這些事全部釋懷，甚至開始忘記的時候，應該就是真的好了。 

在宗教社群中再遭遇人際問題 

    基督教信仰在求學過程中給我一些支持，但也讓我有些挫折。過程

中我對教會投入的程度，也和我在教會的人際關係有關。我高中在教會

已是組長階級的，我們教會不是看年紀，是看內心層面的，我在高一時

就要輔導大一的人，但那時候我和那些大學生畢竟還是有差異，我跟很

多人的代溝都很深，我又不能遷就自己融入他們的世界。那時候我覺得

那些大學生討論的話題很瑣碎，又沒有教養，我還覺得他們很幼稚。後

來因此就有一陣子沒再去。 

柒、給未來的自己：實現 

平凡卻不平庸，自知而不自卑 

    我很平凡，可是我可以活得很不平庸。我覺得平凡跟平庸不一樣。

我至少是有理想的，至少不是說成績到了選這個學校；時機到了就做這

個工作，然後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那一種人。 

    我覺得自己和別人比起來，還是有差別，說特別也不會，因為每個

人其實都還蠻特別的。差別大概是思維、模式，還有得到的經驗都不一

樣。我的思維算是比較務實，不會有那種飄在高空中或比較浪漫的感覺，

就比較不會。 

    有時候看自己會覺得我蠻有自信的，有時甚至自信過剩；可是很多

人看都會覺得我很自卑，他們會覺得我是不相信自己。別人看自己跟我

看自己其實差蠻多的。我覺得我只是比較了解自己，真正有些東西是自

己了解的，只是有些是比較負面的部分，這應該是別人所謂的自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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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只是了解自己有什麼缺陷，這樣而已。經過以前的求學經歷，我已

經知道自己的模式了。我每一段時間都是很笨、開竅；再很笨，再開

竅……。我還是想上T大，去T大如果再混個三年很笨，第四年才開竅，

我也不介意了。 

在生涯道路中邁向自我實現 

    我大學科系想要選擇跟人較沒有接觸的，像資工方面的科系。一部

分覺得自己人際關係很弱勢；另一個原因是我不想要跟人有關係，廣泛、

規範的關係，因為我自己知道我不適合當領導者，可是我也不能接受被

領導。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間，我不喜歡當一個要去想整體問題、當一個

主導全部的人，我可以被管，可是不要干涉我太多，可能比較接近研發

部門的那種。 

    而我生涯選擇的關鍵應會先考量經濟因素；後面我訂的目標、遠見

則是看自己的興趣。我的目標是很早就退休，然後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不要為了做一件事而去做一件事。像是：我曾經

有想過四十歲退休，然後去領養一、兩個小孩，去教小孩之類的；或許

是說去做一些幫助他人的事。舉例來說，如果有一天我變成很厲害的人，

退休後有人請我去當顧問，用那種很尊敬的眼光看我……類似這樣。我

還是會希望自己是有價值的，不一定要被人家尊敬，可是至少要覺得自

己很有價值。也許到最後錢也不重要，只要有價值就好。 

    媽媽對於我未來的生涯選擇，口頭上是說我好就好，可是如果我真

的跑去倒垃圾、收垃圾，她應該也不會這麼開心。但如果是我真正開心

和想要的選擇，她應該也會支持。就像有位棋士的媽媽被訪問，人家問

她：「請問你女兒的成就是你最大的快樂嗎？」那個媽媽就回答：「不

是，是我女兒的快樂是我最大的成就。」我覺得我媽也是這樣，就我快

樂、她就快樂。 

重新定義社經地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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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還蠻在意家庭經濟的背景，可是我一直在修正，到現在就覺

得還好了。我以前本來認為，至少講出來要會有人知道你。後來我就覺

得社經地位是人去定義出來的，每個人對社經地位的高、低是不大一樣

的，想一想就感覺每一行都差不多平等的。對我而言，社會地位比較高

的職業是自己過得比較開心，或有那種崇大抱負的；而不是那種小情小

愛階段，沒有什麼國家大義的。舉例來說，就像賈伯斯回去當蘋果執行

長的時候，他的薪水只要一塊錢，他的社經地位在我的標籤來說是高的，

不是因為他是蘋果的執行長，而是因為他只要一塊錢的薪水。 

    我給自己未來的期許，就是能夠繼續認真過日子，然後不要忘記初

衷吧！至少活著要有意義，不要像行屍走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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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假裝樂觀的人生―S5的故事 

 

圖 4-5-1 

S5 生命線性圖 

 

 

 

 

 

壹、幼年時期：純真 

模糊童年歲月，簡單的小幸福 

    我爺爺、奶奶在爸媽結婚之前很早就過世了，爸爸家裡有四個兄弟，

大哥是開機車行的，爸爸以前的工作是在我大伯的機車行修車。國小以

前，我們家一直都過著幸福的小家庭生活。爸爸生病之前有時候會帶我

們出去玩，小時候的印象中，爸爸常開車我們全家出去玩。 

我幼稚園是讀一間國小的附設幼稚園，幼稚園對我而言是更無憂無慮

的，我記得幼稚園就是吃早餐、吃點心，其實我對小學之前的階段印象

很模糊，只覺得我有很快樂的童年。 

用天真填滿的父親癌病與離世印象 

    妹妹剛出生沒多久之後，我差不多四歲的時候，爸爸得到血癌，常

要在醫院作化療。爸爸從發現生病到過世大概過了三年或五年。生病尾

端的時候，媽媽要照顧爸爸，我就會去住姑姑家或住外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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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是在我國小一年級時才過世的。爸爸過世時，我只記得很晚睡，

十二點才去睡覺，小時候只覺得「哇！怎麼這麼晚睡！」記得我和妹妹

就在家裡走來走去、走來走去，看到很多人在哭。那時候太小了，基本

上對那段時間沒有什麼印象。 

    對於爸爸的離開，小時候我不太懂，但我覺得一部分也是習慣吧！

因為你小時候本來就沒有，所以後來也不會覺得奇怪。有時候還是會想

到，可是就也沒有特別覺得怎麼樣。但想到的話當然還是會為這件事情

難過。在我記憶裡，小時候我都不懂這些事，後來也還是會跟媽媽聊爸

爸的事，就會問她說以前爸爸怎麼樣……。 

    印象中媽媽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才調適過來，應該說她那一年過

得很差吧，可能就是都睡不好、吃不好，她就變得很瘦。反正後來她的

身體就很差，兩、三年後，身體一直會長蕁麻疹。 

貳、國小時期：幸福 

提早入小學，享受優異表現的回饋 

    國小之前，因為離家最近的小學沒有附幼，我是唸另一間國小的附

幼。那時幼稚園老師說我已經可以上小學，可能她覺得我比較聰明吧！

所以我就提早上那間國小的一年級。原本是要讀離家比較近的國小，那

時考慮到分班的時間，讀到三年級才轉回來家裡附近，一直讀到畢業。

記憶中，那個階段的我還是都很開心。 

    我覺得小學老師都很好！我記得有一個老師她把我們分六組，然後

就採分組的積分制度，看整組的表現。每一次段考最高分的那一整組就

會被帶出去玩，印象中我很常出去玩，感覺只要有我的這組我們就會出

去玩！ 

堅強有韌性的母親典範 

    從那時候開始，家裡就是我們三個人，媽媽很辛苦，除了上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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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我和妹妹，然後賺少少的錢。那時感覺她很辛苦，上班很累，回

家要弄給我們吃，又要帶我們跑來跑去、載我們上上下下的。 

    媽媽原本是家庭主婦，後來爸爸過世，她才跑到縣政府做工讀生，

然後她一直從工讀生，做到臨時人員，一直到這一、兩年才變成約僱人

員。她就一直做做做、做上來的，就還蠻辛苦的。媽媽的工作性質很雜，

我覺得各式各樣都有。她之前在圖書館，有時候會調來調去的，就每個

課、室都待過。 

    媽媽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說她累，應該是不習慣在我們面前表現出

來吧！她不會跟我們講，可能覺得她可以一肩扛起所有事吧！媽媽總會

把很多事都扛起來自己做；她在辦公室也是一樣，就默默地做，然後什

麼都做得很好。她都不會叫累，可能是希望我們兩個過得很好吧！ 

    如果媽媽有壓力或有特別的事情，也是等我們長大一點點，大概我

五、六年級才會講。我們三個都很好，媽媽知道我所有大小事！到現在，

我們吃飯時會把生活中所有事情講給她聽，她通常都會認識我們兩個的

同學。媽媽是我們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人。 

沉浸於圖書館的滿溢書卷 

    因為媽媽那段時間曾經在圖書館工作的關係，我和妹妹常待在圖書

館，我覺得就是因為待在圖書館，那時候書讀的比較多。我覺得小時候

就待在圖書館，真的不一樣。 

客家小鎮生長，時空無距的樸實友情 

    我的家鄉幾乎都是客家人，民風淳樸，空氣很好。客家人就很好客，

感覺家鄉這裡的人跟都市人不太一樣，我覺得這裡的人都比較熱情！小

學那時候交的朋友，到現在都幾乎還有碰面。國小每分一次班，就會認

識更多不同的朋友，但大家幾乎都認識。我和我的國小同學們，甚至是

國中同學，見面都在家裡附近的圖書館，在圖書館看到，就會小聊一下。

高中之後大家也許是到不同地方念書，但是假日大家都還是會回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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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大家就會聚集到圖書館。在我們這個地方，出去外面念書是是蠻正

常的，因為這裡學校的選擇比較少。 

    有一個從國小一年級到現在都還要好的同學，後來去外地念高中

了，但我們到高中都還有一起補數學，我也曾經去她高中的縣市找她玩。

我們兩個小學時很奇怪，明明她和我坐很遠，我們可以考出來分數完全

一樣，也錯同樣的題目！可能是我跟她很有默契，連基測成績都一樣。

可能是我們讀書都一起拚吧！ 

參、國中時期：淬鍊 

與美術班擦肩而過，進入放牛班見聞 

    國中時，我原本是要考美術班，但是沒考上，我就被分到普通班。

我覺得美術班在程度上差很多，老師跟同學都是。老師會比較嚴、會管；

同學就是成績的差異。雖然那時美術班是沒有考學科，只有考術科，可

是好像大家都知道美術班是比較好一點點的班，就會特別去學畫畫，我

小六也有為了要考而去學畫畫！但就是沒考上。 

    後來我就讀一般的班級，我真的覺得同學有差，感覺就是在那種放

牛班。有些同學有時會偷偷翹課出去玩、去網咖，不太愛讀書。現在想

起來覺得也還好；因為後來我還有聽過外地更可怕的風氣，還有會吸毒

的那種！其實我覺得那些愛玩的同學本性都是善良的，有時候應該是家

庭原因造成的行為吧！譬如父母離異，或也是單親，可能有點路走偏了。 

    這時候我就會想，一樣是單親或父母離異，身邊一樣都只有單親，

我卻跟他們不一樣。這時候我就覺得媽媽很厲害！我覺得媽媽在我們身

上付出很多，她很認真管教我們，不會用打的方式來教我們。 

出淤泥而不染，當成績金字塔頂端的異類 

    國中時的老師有的嚴格、有的鬆，我們那班的老師是比較鬆的，所

以就比較多亂七八糟的現象，像以前國中好像有說不能染髮，有人就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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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走在路上痞痞的樣子。我國中成績是我們班最好的，很輕鬆，非

常輕鬆的可以維持，那時候我只要在這（指一個高度），下一名就在這

（指距離很大的另一段高度），差非常遠。 

    班上的同學大部分時間不會特別管我，他們可能覺得我是怪人、異

類，就是會讀書啊！他們就會說「你到底怎麼讀書，讀得這麼強？教我！」

之類的。但他們也只是隨便說說的，不是真的想讀。他們不會排斥我，

等於是跟我和平相處，他們出去玩也比較少會約我，因為我通常都會說

不行、我要讀書之類的。我記得他們那時候最常說的是要去打人，但通

常也只是一群人走過去圍著一個人，在那邊一直罵他，這種時候我頂多

就是在旁邊偷偷看一下。 

    對我來說，我在國中的那個班級就像是「出淤泥而不染」，想想我

還真的不知道那時班上的其他女生在做什麼，因為她們都在玩、在打扮，

每天都「你愛我、我愛你」的，反正就是不讀書啊！我跟他們比較沒有

什麼共同的話題。我完全不會想像她們一樣，我那時候就只想趕快考個

好高中。國中三年來，我一直都想到臺北讀北一女，後來因為考得不太

好，媽媽才說叫我去考離家近一點的好高中。那時候我的生活就都是讀

書，最多就是跟同學出去玩，就只是幾個女生約一約跑去看電影。 

恐懼同儕排擠，以低調做自己的防護罩 

    在小時候，我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比較主動、大方、比較勇往直前

的人吧！可是長大後，變的很在意別人的眼光。印象中，這個轉變是上

國中之後才有的，應該是因為我不想變成被人討厭的人，而因此會比較

在意別人。雖然國中同學只是比較愛玩，但是他們會特別排擠某些人，

所以我就會變得不想被大家討厭吧！ 

    和其他成績好的同學比起來，我沒有被他們排擠的原因是沒有那麼

自以為是，可能也因為那樣，所以我才變得比較不敢表達自己。這樣好

像好怪喔！因為這樣（指怕被排擠）而變這樣（不敢表達）。我記得國

中時，只要有人被排擠，我都會傳紙條安慰他們，然後我就會變成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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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還是會跟被排擠同學講話的人。我那時候的角色，就有點像一個中

間者吧！ 

    快升高中時，我感到很開心，我覺得自己終於要脫離我們班。我以

前一直想要進美術班，因為同學的組成很不一樣；那時候就覺得我終於

可以換個不同的環境、換不一樣的同學！ 

親、師的驅策與支持 

    國中階段，媽媽和老師對我的影響是一半一半，各有一部份。 

    國中時的我可能算自主性高的人，表現出來很像可以不受影響，可

是我覺得只是因為有媽媽、老師盯著我。我覺得我是需要有人盯著你的

那種人，不然我會一直很怠惰。那時候媽媽會一直叫我要讀書。 

    國中的國文老師超兇的，就管很嚴，可是我覺得有差，我國中的國

文原本很爛，後來就感覺有明顯進步。平常他也算是有關心我們，跟我

們班都很好，而且就只有他治的了那些不乖的人，大家一想到國文課，

就會很乖。我覺得國中每個老師都對我很好。 

肆、高中時期：茁壯 

邁向外地求學生活，寄居親眷家庭 

    要上高中的時候我很期待，想說感覺同學一定人很好，因為那裡的

同學跟我會比較差不多，感覺會比較有話題聊。 

    高中開始我要到外縣市念書。我去到Y縣市第一個感覺就是：空氣

很差！就覺得那裡真的是大都市，到處都充斥著二氧化碳。那時候開始，

我要一個人住到離高中較近的外婆家住。外婆和舅舅一家人同住，那對

我而言是一段新的開始，一開始去那裡住有點不習慣，有時候覺得上學

要等車等很久。剛進高中時感覺考試怎麼都考很爛；高二開始，常覺得

書都讀不完，考試成績也不好，放學回家一個人進到房間空蕩蕩的，每

天都要一直讀書，那時候就覺得比較孤單。對我而言，高中的生活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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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只有考試、讀書、考試、睡覺。 

在城鄉差異間看見人性 

    進到F高中之後，我卻反而發現國中同學比較善良。F高中的同學，

表面上都感覺很和樂，團體向心力也蠻強的，可是分開來看，我覺得每

個人就比較自私和現實。我真的覺得會讀書的人，可能都會覺得書就是

一切，其他都不重要，他們就比較沒有人情味的感覺，比較自私自利，

就是「我好就好，你們關我什麼事」這樣。 

    比如：國中時同學都會等我；高中的時候同學都自己走掉，我就覺

得，為什麼同學都不等我？雖然很難具體的說，但就是一種感覺，就覺

得高中的人都比較自私。最近有球賽，班上就有一些人都待在教室，大

家不是應該都要去加油嗎？我就會去啊！但是就會有很多人待在教室看

他們的書或睡覺，很事不關己，他們可能覺得只要可以考上好大學就好！ 

從經濟差距中反思自身家庭 

    高中的學校感覺有很多有錢人。上課帶iphone、ipad，然後上課在那

邊用，感覺就是有錢的樣子，就多少會看得出來。但我是覺得我們家現

在還好，就還過得去，但當然會想說以後一定要多賺點錢！ 

    我覺得家庭經濟環境對一個人的價值觀還是有影響，像媽媽非常節

儉，也沒有什麼物慾，我就也覺得東西有就好、沒有就算了，對於很多

東西都是這樣的看法，可能是惜福、知足吧！ 

    媽媽會為了讓我們過得好，都盡量給我們最好的。雖然說不是什麼

都有，像我同學們都有智慧型手機，但我沒有，我就覺得OK，因為我也

很少在用。因為生活上都還是很過得去，我覺得不需要。 

    有一些同學家裡蠻富有的，每次都去很高級的餐廳吃飯，那種我就

跟他們比較沒有話聊。有些同學家庭其實過得不錯，但我不知道他們家

長一餐都給多少錢，很多人卻可能為了省錢，一餐就只吃麵包、吃吐司，

我就覺得不太好。像我們家至少是不會餓到我，還把我養的胖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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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師角色轉變的調適；母親是永遠的避風港 

    這時候影響我比較多的應該是媽媽、同學，然後是妹妹，算是家人

跟同學吧！老師還好。我覺得高中老師就是來上課，最多就是這樣，再

多就只有認識你，不會說特別關心你。而且因為高中老師本來就不會一

直管你，所以要更自動自發。我可能還是比較習慣國小、國中那樣的老

師，覺得人跟人之間的關心還是很重要的。 

    媽媽的教養方式是很民主的，有管教，可是沒有很嚴、很權威。她

會告訴我們哪裡不對，也會給我們發表意見和想法的空間。像如果做不

對的話，她會念我們；很嚴重的話就會罵我們，小罵一下，通常可能都

是自己真的做錯了才會被罵。做決定的時候媽媽都看我，以我自己為主。

我覺得我媽和別人的家長最大不同，是她不會拿自己的小孩跟別人的小

孩比較。她對我來說，除了是媽媽，還像朋友，就什麼都會跟她分享。

現在住在外婆家，每天都還是會通電話，之前每天三十分鐘，有時候可

能快一小時，後來因為要學測，媽媽就會督促我要趕快去讀書。 

自我價值的定位與懷疑 

    這個階段給我最大的挑戰就是學習獨立吧！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就

會很差勁，很喜歡偷懶。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需要在群體裡面的人，做事

情都希望有伴。一個人時我會有點孤單。譬如說讀書，我一個人坐在書

桌前，我會讀不下書，好像欠缺人家監督，就像在圖書館沒有人盯著你，

可是你會覺得好像有人在盯著你，我就會很認真。高中以後，常覺得自

己讀書方面變得很爛、很不認真。可能是國中其他人功課都不太好，我

要維持成績很容易；進入F高中後，感覺全部人都很會讀書，怎麼考都還

是這樣子，就會覺得算了。 

    有時候會覺得，我好像沒有哪裡不好，卻也都沒有比別人好。高中

之後這樣的感覺比較明顯，就覺得：好像我沒有任何一點是贏別人的。

高中的成績沒有比別人好；我也沒有覺得自己長得比別人漂亮，好像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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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都很平常。 

    其實我並不喜歡自己很特別，備受注目的感覺；我從小一直到國中

都是第一名，以前第一名的時候自己卻很樂在其中。這樣好像很矛盾，

該怎麼說？人本來就是矛盾！我覺得在普通的團體裡突出；和在一群優

秀的人裡面卻不突出，這兩種情況各有各的好。譬如說：如果你成績比

較好，老師會對你比較好，至少我是這樣覺得！可是在另一種情況裡，

我又覺得有人可以在前面給你追比較好。如果可以選擇，我應該還是想

要像高中這樣，在一群優秀的人裡面當中等程度的人吧！ 

與社會支持營隊的相遇 

    我覺得摩根營隊是我參加各種營隊以來，最喜歡的營隊吧！跟其他

的營隊比起來，感覺學到很多東西；其他有些營隊就只有出去玩、玩個

小遊戲、認識幾個人，雖然在那幾天認識幾個人，但營隊結束就沒有聯

絡了。摩根的活動感覺比較好，像團隊活動我覺得很好玩；在營隊學到

的也都是日常生活中實用的東西，有玩樂也有學習。如果是單純去上課

的那種，我就會覺得太嚴肅、無聊了。營隊裡還有一整組的團隊，我覺

得很好！ 

伍、給未來的自己：找到真正樂觀 

尋找自我，持續定位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太一樣，然後我呢，只是家裡面有一點不一樣而

已。如果要說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可能是我比較會思考，可是思考完

都藏在櫃子裡。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思考什麼，可能是人生大道理吧！

最近的話，好像是思考我好像都沒有特別突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喜歡自己的態度，可能比較放得下吧！對於所有事，都覺得沒什

麼大不了的，什麼事都有好的一面嘛！可是對於成績和自己的表現，好

像又不是這樣覺得。有時候覺得我好像都不認識自己，我最討厭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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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都不認識我自己。 

認真求學是為了期盼未來的安定自在 

    我從小喜歡讀書，可能是為了成就感，或以後可以過很好的生活吧！

國中之後開始覺得讀書有點累，但看到媽媽上班更累，又要為了我們忙

東忙西的，就會想：如果我到時候可以賺大錢，我就可以叫她好好的生

活，也不是說一定要賺大錢，可是我覺得媽媽身體沒有很好，感覺都一

直很勞累、沒有好好休息。 

    其實我最嚮往的生活型態，是每天坐在咖啡店，有時跟朋友小聚、

聊天，有點像歐洲的生活那樣。我一直很羨慕歐洲的小孩，他們都可以

早早放學，然後去打球，可是我又覺得這樣是不是不太好？ 

    我以後比較想要做研究型的工作，比較不需要一直講話的那種。因

為我覺得我不太適合講話，不太會表達，就是叫我講出來的時候，我的

腦袋就一片空白，常常不知道要講什麼。我從小時候就不太會講什麼，

比如小時候我就比較適合去參加字音字形比賽，可是就很不適合去參加

演講或朗讀的那種比賽。媽媽對我未來的想法，基本上是都看我，她都

會支持，不過還是比較希望是穩定的工作。 

    我對自己未來的期許，是至少要能餵飽自己吧！然後能夠讓媽媽安

穩的過生活。之後如果能出去看看也不錯，我很想出國、環遊世界。最

理想的人生，可能就是開心、平安的活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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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 

    本章分為兩部分，第一節延續前面研究參與者成長故事的呈現，分

別探究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進行綜觀的統整，檢視

每位研究參與者不同成長向度的發展；第二節則以「類別―內容」的分

析方式，跨個案分析影響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各向度，

以此整合剖析所有研究參與者在成長經驗中不同向度的發展與影響。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成長經驗探究 

    本節針對五位研究參與者進行個別成長經驗的統整檢視，從研究參

與者的成長故事與訪談相關資料整合，探究研究參與者在成長歷程中「自

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不同

向度的發展。研究者自研究參與者 S1-S5 依序進行個別探究，共分為五

部分探討不同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個體的成長脈絡。 

壹、S1 成長經驗探究 

    從研究參與者 S1 自我命名的成長故事主題「總有一天找到自己的位

置」即可照見個體內在的自我定位仍處於變動中。而單純直線脈絡的生

命曲線中，也直率的以求學階段的轉換為生命段落的切分。然而，在研

究參與者 S1 單純的自我敘說背後仍可看見頗高比例的自我期許。 

一、自我概念 

    研究參與者 S1 自我概念的發展，與成長環境中是否得到長輩、教師

肯定、或成為同儕的焦點息息相關。自幼年時期，由於身為長孫受到祖

母寵愛；小學求學階段起，因為成績名列前茅，得到教師的關注，在同

儕間受到矚目，而對自己的價值頗為肯定。但隨著求學階段變化，國、

高中的課業壓力和競爭增加，S1 的自我概念開始進入自我懷疑和較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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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狀態，自信心也較為低下。然而，S1 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外在變化，

而輕微感受到自我內在的起伏，因而產生想更加認識、理解自己的動機，

企圖找到自己真正想追求的目標，日後能建立自己的價值。 

二、家庭關係 

    在 S1 的家庭關係中，母親為主要照顧者與柔性的支持力量；父親則

是個 S1 又敬佩又畏懼相處的角色。同時身為長子和長孫，承受著家庭中

最多的寄望和期許。整體而言，S1 的家庭關係是正向、融洽的，因擁有

兩位同性別的手足，存在部分對生活的支持角色；然而卻也因手足的性

格和學業發展與 S1 本身差異較大，使 S1 成為家庭中唯一將重心放在課

業成就的子女。雖家人相處並無太大問題，家庭經濟的狀況，卻使 S1

在生活和生涯產生一些反思。 

三、求學歷程 

    研究參與者 S1 在國中以前求學歷程的課業發展頗為順遂，國小時期

總是名列前茅，在努力、獲得成就的循環中取得極好的學業成績，因此

更加投入與專注在課業表現。S1 在國小、國中求學階段中，受到師長的

影響頗大，始終希望自己能扮演師長心目中的好學生。國中以後，卻因

課業壓力加劇、心力疲累而使其對課業的努力殆盡；隨著高中進入同儕

背景多元的環境，S1 開始產生挫折與起伏。因求學歷程早期的重心都放

在課業，隨著國、高中後課業可得到的成就感減少，當 S1 想將重心轉移

到人際與環境時，始發現自己追求課業以外的能力是相對弱勢的。 

四、社會互動 

    整體而言，S1 在社會互動的發展是較傾向被動的，特別是在人際的

相處。或許由於成長歷程中的環境資源較為封閉，僅限於家庭與學校，

而早期在學校中的發展重心又以追求優異的課業表現為主，當進入人際

交往比重漸增的青少年時期，S1 才覺察到自己這方面能力的弱勢。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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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動的發展與其自我概念有極大的關聯性，在 S1 自我敘說中，可發

現其幼年時期較為開朗的性格，至青少年時期轉為較陰鬱、內向的特質，

也因此影響其與社會互動的連結。此外，校外營隊等的社會支持系統，

對於 S1 則產生頗為正向的影響，促使其在社會互動有所成長。 

五、生涯選擇 

    S1 在生涯選擇的發展，與其對自我求學歷程的省思，以及父母期望

穩定最為相關，在歷經追求課業成績表現的起伏後，轉為期望選擇不以

課業成績掛帥的專校或職校；同時因母親期望 S1 選擇日後發展較有保障

的軍、警職業，因此在高三時期的生涯規劃已有雛型。而在生涯選擇之

外，S1 對於自我生命方向的拓展和定位，亦有著高度的期望，希望自己

能達到自我認定的「平衡」。 

 

貳、S2 成長經驗探究 

    研究參與者 S2 是五位研究參與者中在訪談過程中自主性最高、自我

敘說最為獨立、完整的個體，從其獨特、擁有自我系統的生命曲線即可

見得。同時，從研究參與者 S2 自我命名的生命故事主題「平靜如水」及

其對每一生命階段的命題中，亦可發現 S2 性格的成熟與淡定。 

一、自我概念 

    研究參與者 S2 自我概念發展十分正向且完整。有別於多數研究參與

者，自我概念發展仍受到環境中人、事、物的密切影響，S2 從幼年到青

少年時期的自我觀感並無太大的差異，對自我內在的敏覺與理解程度頗

高。S2 擁有獨到的自我見解，即使當其面對到原生家庭長輩擁有相異的

價值觀，亦能獨立思考、大膽懷疑，並從對生活環境的觀察中得到明確

的價值應證。同時，S2 自身對於自我與所處世界、生與死、信仰等皆擁

有一套見解。整體而言，S2 獨立完整的自我概念發展，使其在整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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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中，都有很清晰的自我觀照，並能在每一階段明確發展自我的目標。 

二、家庭關係 

    由於 S2 個體先天性格的獨立性，面對家庭經濟狀況的變動，母親、

兩位手足等家人性格的異質性，對 S2 發展並沒有太多影響，反而因家人

的異質性而增添 S2 擁有更多的生活省思。幼年時期受到祖、父母的影

響，擁有多元與環境互動的刺激；而在 S2 家庭中，最大的啟發者為父親，

亦師亦友、擁有相似探索興趣的父親也強化了 S2 思考的獨立性。 

三、求學歷程 

    求學歷程中，S2 並未如其他研究參與者將大多重心放在追求課業成

績，S2 在整體求學歷程中，始終保持中上的課業表現，但卻擁有更多的

動力在課程學習與學校活動上，其較重視自我在學校多元活動的學習與

成長，以及過程中努力的足跡。如 S2 在求學階段頗高比重的闡述，是國

中時期投入科展、高中時期參與班級活動、學校競賽的回憶。S2 在國中

時期也曾面臨相異類型同儕的挑釁和欺侮，卻以沉穩、詼諧的態度視之，

並未因此減少其在課業學習活動的自主與積極。 

四、社會互動 

    S2 在成長歷程中社會互動的發展，較重視與環境的互動，能積極善

用環境資源，並主動從環境中多元探索、學習，例如：S2 幼年經常從自

然資源中觀察、進行實驗；也從圖書資源中得到啟示。另一方面，S2 人

際交往的發展則傾向較淡泊的態度，與同儕的相處時間並不少，積極參

與團體活動、亦擁有同質性高的同儕好友，卻沒有因太多人際的因素而

改變自己，始終保有自我的獨立性。在 S2 自我敘說中，其經常能享受自

我獨處的時光，或許也因此，在 S2 與社會互動、產生連結時，總能用客

觀的狀態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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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涯選擇 

    由於研究參與者 S2 對於自我特質擁有高度的理解，因此在其生涯發

展的興趣覺察和規劃皆有清楚脈絡。S2 擁有多元類型的興趣，但其同時

能考量到所處環境的社會背景、生態等因素，並成熟思考興趣發展與日

後工作的平衡，S2 對於自我生涯的期許藍圖是完整且積極的。S2 對自我

發展擁有完善的規劃，因此重要他人的期許在其生涯選擇向度並沒有發

揮太大的影響。相似於自我性格的開放，S2 在生命方向的發展擁有極高

的自由與開拓性。 

 

參、S3 成長經驗探究 

    在研究參與者 S3 自我命名的主題「若要長滿果實」之自我成長經驗

敘說中，其將自身比擬為與環境密切互動、生長的植株，從樹苗到長成

小樹的十多年生命中，成長歷程的起伏逐漸使其愈加成熟，淬鍊出更多

對生命的體會。 

一、自我概念 

    S3 自我概念的發展，主要是隨著成長經歷家庭中的大、小事件而改

變、轉化。S3 在時序較近的高中時期所呈現出之自我概念，已是表象充

滿自我期許、背後隱含著看似清淡卻深層的自卑感。此自我概念的發展，

或可回朔到其小學時期遭逢家庭變動的衝擊，親身經歷父母離異、自己

與父親關係的惡化；後來轉變為躲藏度日、畏懼面對。父女關係的崩解

也間接使 S3 性格產生人際的封閉，家庭事件的波折使 S3 形成在內在壓

抑的習慣。而後求學階段的自我概念發展則受到同儕較多的影響，S3 自

身因家庭事件影響已較為自卑，高中時期進入明星學校就讀，察覺同儕

擁有較多的外在資源與優異能力等，而又再度進入一段自我懷疑期。然

而，S3 擁有較同齡者成熟的見解，對於自身特質、自我生命目標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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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頗能掌握。在其自我敘說的語言中，仍可感受到趨於正向的生命期待。 

二、家庭關係 

    因經歷父親與家庭、家人關係的崩解，S3 與母親、姊妹手足的家庭

關係是極為緊密、親暱的。正因經歷家庭的變動，反倒使 S3 在成長歷程

中與母親、手足相互扶持、依靠。經歷大風大浪的母親，亦成為 S3 敬佩、

心疼的典範角色；當母親為家庭經濟而工作忙碌之際，與同性手足的相

伴、相依亦是 S3 生活的一大重心。S3 自述與兩位手足的性格、特質有

頗大差異，但因相互理解、包容，以及從小建立的深厚情誼，使手足關

係始終在成長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高中時期長姊的同理與呼應更成為

S3 求學階段的精神寄託。 

三、求學歷程 

    研究參與者 S3 在求學歷程中的發展，可切分為高中時期前、後兩部

分。高中以前，S3 的求學環境較為單純、因所在地區的背景，課業競爭

較少，S3 能較輕易取得好成績；國中時的求學環境，教師角色則發揮很

大的支持與鼓勵，亦使 S3 學習視野得以拓展，也在當時促使自己立定生

命的座右銘。高中之後，隨著明星學校的環境刺激較為多元、同儕背景

相異，許多同學來自家庭經濟、資源皆較豐沛的環境，在課業成績的追

求與展現上亦有所影響，造成此階段對 S3 的想法衝擊。整體而言，雖

S3 在不同求學階段擁有相異環境與人際影響，但 S3 能在過程中不斷調

節、反思，努力使自己趨於狀態的平衡。 

四、社會互動 

    S3 在社會互動的向度呈現較為被動，其回顧至今每一生命階段，認

為自己在適應新環境時，皆需要較多的時間；人際的相處模式亦較趨消

極。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時而察覺到自己與同儕、他人的差異，對於過

度緊密的同儕關係會有所畏懼；唯獨與擁有共同興趣的同儕（如：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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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相處時，因關係建立在相同事項的努力，S3 能投入較多的參與。

S3 與人際獨立的交往、互動較難深入，但其對於班級、團隊等群體環境

參與則頗為積極，善於從環境資源中學習、反思，S3 在面對環境中的事

項、資源等非「人」的方面較能積極去珍惜、把握。 

五、生涯選擇 

    研究參與者 S3 對於自身優、弱勢特質的充分理解，在敘說中自我詮

釋、分析時即已明顯展現。對於升學發展與職涯選擇，S3 也進行完整的

分析，認為自身想從事與人較沒有高度相關的資訊產業。生涯選擇除了

具備基本的經濟價值與穩定性外，S3 更重視的則是能否體現自我的價值

觀，以及達到回饋社會的利他層次。在家庭的支持下，S3 認為生涯選擇

的要素也建構在是否符應興趣，才能有源遠流長的職涯。S3 亦期許自己

日後能出國遊歷，藉由行萬里路的經驗增加見聞、多元體驗。 

 

肆、S4 成長經驗探究 

    研究參與者 S4 是一內、外在矛盾性極高的個體，從其對每一生命階

段與整體故事之命名差異，及繪製出與他人迥異的生命曲線走向可看見

S4 較豐沛的思考層次。正如 S4 對生命故事命名：「回首向來蕭瑟處，也

無風雨也無晴」，可發現其試圖在生命發展起伏脈絡中，嘗試並期待自己

盡量能站在較平靜的位置；但從其成長歷程看來，內心仍承受頗大動盪。 

一、自我概念 

    在本研究所有的研究參與者中，S4 是內在複雜度最高、自我概念最

鮮明的個體。在成長軌跡中，S4 經常進入一種哲學式的自我設問、思考

探索、推翻、再建立的歷程。面對成長中的人、事、物的變化和發展，

去省思自己與周遭人事的關聯。其自我概念的建構，在於內在擁有一套

細密的分類系統，會將自己的狀態、他人的角色類型等進行分析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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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對自我的定義本質上是自我了解與自豪的，但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

有時亦伴隨著些許消極和感覺難以被同儕理解的自卑。隨著成長經驗的

累積，S4 有時亦會因為自我內在較複雜而有所困擾。或許如同其對生命

故事的命名一般，S4 渴望能得到內在完整的平衡。 

二、家庭關係 

    幼年經歷喪父，使 S4 成長史中與母親與手足相互扶持，在母女關

係、手足關係中存在著大量的情感支持和相互寄託。母親對於 S4 與其姊

的情感是糾結的，除了希望自己努力工作以盡量填補家庭經濟的缺口

外；情感層面亦不單源於母親角色對子女的照料，母親內在對於仍在家

中的兩姊妹（長姊已結婚生子）亦有很深的依靠與期望；同時，母親的

生命經歷的見聞，亦對於 S4 有一度程度的價值型塑。自 S4 幼年時期，

母親即因忙於工作常不在家中，S4 與二姊共同經歷了大多數時間，姊姊

自身特質與當時情境的交織之下，因此造就姊姊成為 S4 如母的手足角

色。家族其他成員亦對 S4 存在部分價值觀的影響，祖母重男輕女的觀念

影響 S4 日後的性別角色觀點；近身經歷叔叔的逝世則對 S4 造成比父親

當年離世更大的衝擊，刺激 S4 對於生命擁有更多思索。 

三、求學歷程 

    S4 自述的成長經歷，是五位研究參與者中最戲劇化和充滿情緒起伏

的。尤其是當回憶起求學階段較負面的人、事影響，S4 仍展現一種身歷

其境、未曾忘懷的狀態。這部分強烈的情緒展現或可歸因於 S4 求學階段

面臨頗大的課業成就起伏、負面教師角色的出現，以及受到同儕群眾的

排擠與發生衝突等。S4 是一自我要求極高的個體，自國小到高中一直對

自己課業表現有高度期許，每當進入新環境，隨著學習階段、環境的差

異會出現一段為期不短的撞牆期，待找到平衡的學習方式後始能展露自

己真實的能力和程度。在 S4 長程的求學經驗中，學校環境也未出現能真

實理解其想法、與之平行對談的教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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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互動 

    S4 在社會互動層面的自我展現，強烈受到求學環境中同儕及家庭成

員價值觀的影響。S4 與人際的互動，始終是人、我分際鮮明的，部分可

歸因 S4 在成長階段中遭遇較多負面的人、事因素。國、高中分別遇到不

同類型、差異皆鉅的同儕，國中被同儕群體排擠、抨擊，長期處於孤立

角色；高中希望轉變自己在班級團體中的角色，嘗試努力為班級付出，

卻因明星高中的同儕過於投入各自的課業而感受到群體的冷漠。不同階

段的複雜經歷，使 S4 轉變為漸趨封閉的社會互動心態，並試圖淡化自己

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欲求。在團隊參與的部分，S4 自我亦有所衝突，外顯

部分展現積極、有領導能力、盡己所能的熱情付出，內在卻是懼怕再度

受到孤立。 

五、生涯選擇 

    S4 在生涯選擇的升學考量，期許自己能符應家族期望與母親的寄

盼，選擇社會觀感層次較高的學府，亦希望能藉由升學和將來就業選擇

達到社會階級流動，改善家庭經濟問題。現實因素影響的同時，S4 對於

升學和職業選擇，仍保有自我的一套價值定義，其對於職業層次的高低，

內心存有一把自我的量尺。而以較長程的視野規劃，S4 亦期望將來能在

工作之外，擁有回饋社會的能力和實踐。 

 

伍、S5 成長經驗探究 

    研究參與者 S5 的單純，充分展現在其對每一生命階段的命名與簡單

繪出的生命曲線，單純、正向的字詞，與訪談結束最後深入思索而命定

的生命故事主題「假裝樂觀的人生」，相襯出一種個體生命若有似無的無

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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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概念 

    研究參與者 S5 的自我概念是較為壓抑的，從其成長經驗的敘說中，

可感受到從小到大 S5 並不習慣和他人透露太多自我的內在，甚至不擅於

深入探究太多自我。過於壓抑的自我觀感，展現在外在的呈現是看似樂

觀、隨和，實則是較為自卑、畏懼表達真實自己的。然而，S5 仍能掌握

自身特質，對於自我的剖析亦是真誠的，在敘說中能感覺到其擁有想深

入了解自己的動機，卻因不習慣而顯得生澀。對於自己與生命，個體內

在產生不少疑問，其亦期許能從這些困惑中掙脫。 

二、家庭關係 

    成長經歷中，缺少父親角色的支持，母親一肩扛起 S5 與手足在家庭

中的重要角色。對於 S5 而言，母親的堅毅和獨立是支持自己與妹妹成長

的動力，三位女性在家庭中共同扶持、分享生活，三人因而培養出深厚

的相依情感。整體而言，家庭關係對於 S5 皆是正向的影響。 

三、求學歷程 

    在 S5 的自我敘說中，其在求學階段的課業表現一直都是優異的。國

小階段提早一年入學就讀，國小、國中亦始終能取得頂尖的課業成績。

國中即使身處讀書風氣低下的玩樂型班級，S5 依舊能在與同儕和平共處

的狀態下穩定學習、考取明星高中。其學習步調的穩定，來自於 S5 的自

知和自愛，因為能堅定自己想學習、想考取好學校的動機，始終都能穩

當的學習。高中後進入外地的明星高中就學，見聞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儕，

雖然對於 S5 產生頗大的衝擊，在學習方面與做人處事的態度上仍未改變

自己的初衷，反而激盪出 S5 內在不同層面的反思。 

四、社會互動 

    研究參與者 S5 對於人際互動的展現是較為被動的。一部分因牽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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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內在較為自卑、內向的特質，而形成與他人互動時較沒有自我的主

張、不會輕易顯露自己的感受；另一部分，由於主要家庭成員皆為同性

別，S5 亦自認與異性的相處是較為怯懦的。然而，S5 內在卻對於與異性

的交往存在浪漫憧憬，這點或可歸因家庭關係的和諧與父母戀愛史的影

響。S5 展現在群體、同儕間和諧、隨和的特質，使其在成長歷程中的人

際交往較為順遂、沒有太大衝突；卻也因個性展現的隨順而不易與人深

交。對於環境資源的運用，S5 則是真誠接受並珍惜、感恩。 

五、生涯選擇 

    生涯發展的選擇，S5 擁有較為保守、傳統的心態，除期望藉由升學、

考試進入最高學府，日後能找到穩定、經濟條件較佳的工作，以減輕母

親的負擔；另一方面，S5 期盼之後能擁有較自由、輕鬆的生活，達到內

在認為「海闊天空」的狀態。生涯選擇的考量，S5 則對於自身特質適合

的發展頗為清晰，理解自己較不擅長與人深入互動，而希望將來能從事

非與人相關的產業類別。長遠而言，S5 的生涯規劃中亦存在能藉由自身

能力回饋社會的自我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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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跨個案分析與討論 

    本節統整五位研究參與者的成長脈絡，以跨個案分析方式討論優秀

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依序針對「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

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等向度分別探討。此五大向度間

彼此可能有部分重疊，但在此的探討將著重在不同層面的子向度加以聚

焦、深入分析。其中「家庭關係」、「求學歷程」與「社會互動」三部分

皆為個體與外在環境連結的交集，故在此分別從成長場域中呈現的正、

負面因素的角度切入討論；「自我概念」及「生涯選擇」兩向度發展核心

主要源於個體內在自我的觀點、覺受，較難以正、負面二元論切分之，

故在此進行綜合探討。 

壹、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指個體對於自己看法、態度、意見與價值判斷等的綜合

觀感（王政茹，2008）。此節中，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探

討從「自我概念」開始。本研究的參與者為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

生，他們亦為本研究之主體，故從與切身最相關的「自我」出發，了解

研究參與者在成長歷程中主體觀感之構念、變化與調適的信念。 

    本段探討分三部分進行，由近到遠，從主體的近身自省至宏遠思維，

分別切入「自我了解」、「人我差異」與「哲思探討」三部分。 

一、自我了解 

    在過去文獻中，自我概念的發展與家庭、成長背景存在部分相關，

但也與個體特質與周遭環境類型息息相關（連廷嘉、戴嘉南，2003；王

韻涵，2010；簡璐琪，2010）。本研究中，身為研究參與者的五位優秀社

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多數對於自己皆有清晰的了解，在訪談之中皆能針

對自己的優、弱勢和自我觀感進行論述、分享。除了對自身特質的理解

外，研究參與者更擁有深刻的內在洞察；在自知、自省的同時，培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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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思考見解與自我堅持，並能從自我檢視延伸到較深遠的長程展望。 

（一） 對自身特質的理解 

    對自我的認知，是個體從內在到外在環境所有連結的展現（陳美芬，

1996），研究參與者對於自我特質有十分清晰的構念。跨個案研究結果發

現，研究參與者認為自己具有獨立特質，在生活中能有泰然自若的狀態。 

「我是一個很安然自適的人，就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可以

很泰然的那種人。」（S2031616） 

「我覺得我比較獨立，就做什麼事情我都會覺得自己完成就可

以了，可是有時候壞處就是如果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你會覺

得要自己把它完成，不會想說要找別人來幫你。」（S3100918） 

    研究參與者亦提及關於自我認知方面的優、弱勢，進行自我剖析，

其中對於自我的思考與表達，能完整具體的描述出自我特質。 

「我覺得我制式化的比較不會，我覺得我還蠻會聯想……，就

是比如說我可能講話講一講會突然覺得：欸！這個事情好像會

跟化學有關！我覺得很奇怪，怎麼會突然聯想到那個。我會聯

想到很多東西。如果有人講一句話，我會突然想到有關這句話

的東西。可是如果叫我突然講一個特定的東西，叫我想，我會

想很久。」（S3031627） 

「我覺得我講話很快跟思考速度有關。因為我思考東西，能夠

讓你順利地講出來，所以速度一定要夠快。所以我以前的音一

定都是連音的，現在還是啊！所以我沒辦法很慢。以前（思考）

就會很快，然後故意去配合（講話）；現在是想了，然後會讓

它過濾過，不想講的就不要講，然後要講的就講出來。」

（S402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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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概念並非單純出自個體自身判斷，同時也是主與客、內與外的

綜合構念，也是與社會環境互動出的呈現（陳美芬，1996；陳慶福、鍾

寶珠，1998）。跨個案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在與環境間他人互動時，

建構出的自我概念較傾向被動、害羞和易受環境影響，具有社會化較弱

勢的自我觀感。 

「決定事情對我來說不容易！大部分應該都是看周圍的人

吧！應該是說……順著別人的意思那種感覺。比如說比較多人

做那個，我就會跟著做這樣。這時候就會開始發現自己好像沒

什麼自我的意見……主見。」（S1030320） 

「從個性來講，我應該算活潑，算比較不會害羞的人吧！就是

如果有人問我問題，或是在很多人面前問一個問題，要舉手回

答，我都還蠻願意舉手回答。……我的性格感覺就是很隨和

吧，就是感覺跟每個人相處都還不錯，可是比較難特定和某一

個人一下子就很好，我要經過很長的時間，算慢熱的那種，可

是如果一陣子沒加熱，又會冷下來。」（S3031623、S3031625） 

「我那時候就覺得自己是個社會化的人。到後來我才發現原來

自己是個社會化不足的人。我國小一直錯以為自己很適合當一

個領導者，然後人際關係很好；是到國中我才發現，欸，跟我

想像的是真的完全不一樣！」（S4022619） 

「我發現我還常講一句話，就是『我也不知道欸！』我會講完

一段話，就接著說『可是……』，不然就說相反的，我也不知

道為什麼欸！等一下！我這樣講話到底是為什麼？這樣好像

不太好……。可能是怕對方覺得不好，怕對方不認同那個意

見；我就會講另一個，看對方是要選那個、還是選這個。」

（S51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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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自認在人際互動部分的自我構念較為弱勢，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

利高中生仍對於「我」具有頗高的自我認同。研究參與者皆認為，扣除

社會互動面向的自我展現，對於自身本質和性格是欣然接受的。 

「對於自己，我好像有一點不是很喜歡，因為要換表情，就面

對這麼多人要換表情，其實是蠻累的一件事。除了這點以外，

我覺得還算頗為認同自己啦！就自己嘛！就對人的方面我不

是很喜歡自己的那種方法；可是就自己來講，我會覺得身為一

個人的話，算是一個不錯的人。我覺得我會很清楚自己在做什

麼，但在別人面前一定要做什麼……的那種感覺。」

（S1030329、S1030330） 

「我很喜歡我自己，我沒有討厭過我自己。」（S2031634） 

「我還蠻喜歡自己的，因為個性吧！我還蠻喜歡我的個性，比

較……自然，可是比較不喜歡講話部分吧！就我講話會不知道

在講什麼。」（S3031626） 

「我覺得那就是我本來的性格，本質。」（S2031622） 

    除了完整的自我理解與正向接納外，研究參與者對於自我的觀感並

非一元式的絕對表述，也存在著一些較矛盾、複雜的看法。 

「我很喜歡去規範別人，還有規範自己，可是我不能被規範。」

（S4022627） 

「我覺得自己很奇怪，有點搞不懂自己在幹麻那種感覺，連自

己是什麼樣子，都還在摸索和平衡。想找一個可以再舒服、可

以讓自己比較舒服的樣子吧！」（S1030327） 

「我覺得我是很矛盾的人，還蠻跳tone的，很難用單一一個詞

去歸類。有時候有感性，有時候很理性；有時候很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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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又很好溝通。就『怪』吧！就還蠻怪的。」（S4030234） 

「我不喜歡自己很特別，備受注目的感覺；可是又喜歡自己第

一名被老師關注、照顧的感覺。這樣好像很矛盾，這樣怎麼

講……，人本來就是矛盾。」（S5100223） 

（二）深刻的內在洞察 

    在國內、外學者針對智能發展的論述中，後起的「存在智能」

（existential intelligence）蘊含著個體從心靈與精神層面角度發展自我的

意義；個體從對自我內在心靈的洞察學習、成長，也象徵著「心靈智能」

（spiritual intelligence）的開展（Gardner, 1999；陳偉仁，2002）。跨個案

研究的過程中，讓研究者驚嘆的是：研究參與者對於自己在生活中呈現

的樣貌之外，亦擁有敏銳的後設認知，能抽絲剝繭的微觀自己，在表象

之下分析自己真實的內在。 

「真正的我喔……應該是有不同啦！私下的我感覺就像一個

盒子那樣，就平常如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話，就不會放什麼

東西。我自己一個人就不太需要什麼個性之類的啊！就我自己

一個人、跟爸媽相處的時候、跟弟弟相處的時候、和同學相處

的時候……基本上我自己感覺啦，是完全不同的人。我覺得是

自己一個人才是最貼近自己的時候，就完全不需要思考什麼。

整體來講我應該算是一個很做作的人，因為很多面啊！然後看

情況表現哪一面。其實好像不是真的那麼自在。」（S1030327、

S1030328） 

「我覺得我只是比較了解自己，就是真正有些東西自己很了

解，只是有些了解的是自己比較負面的部分。所以我覺得……

應該算有自信欸！只是了解自己有什麼缺陷，這樣而已。」

（S403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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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同時想很多事情，然後那些東西雖然都是很detail的，

可是都有辦法記著住，知道自己在想什麼。」（S4030236） 

    有研究參與者雖對於自我窺探仍在摸索，卻充滿著想在「內尋」道

路上努力反芻、省思的欲求。當然，尋找自我內在的歷程並不容易，探

索內在真我是一趟旅行（梁永安譯，2001）。或許需要走過一段崎嶇的

道路去游移、去學習歸納。 

「我好像都不認識我自己，我最討厭為什麼我好像都不認識

我自己。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講，比如說：有很多事情

放在心裡，嗯……應該有吧！可是我要先找到才行。我真的

不會講我欸！嗯，我比較會思考，是沒有思考什麼，可能是

人生的大道理吧！可是思考完都藏在櫃子裡。」（S5031530、

S5031531） 

    特別的是，部分研究參與者對於自我內在的情緒變化及感受覺察非

常地敏感、微細，這部分展現出頗為難得、高層次的「深度內在覺察」。

我們對於「心」的領域常是虛無飄渺，因為「心」是相當抽象的（河合

隼雄，2010）。研究參與者卻能清楚看到自己內心的變化，具有較為深

層的自我覺察能力。 

「其實真正很孤獨的時候是不會覺得自己孤獨的，就之後回

想，好像覺得那時候沒什麼。回去看，又會有點佩服，但是佩

服又覺得其實可以換個方式。佩服，卻又覺得沒有必要弄到那

麼偏激。」（S1030323） 

「我的心很平靜，我對外界的事情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但是那些想法也只是……就純粹是想法而已，不會特別影響到

我。我覺得別人的情緒起伏都很大，可是我卻可以那麼……平

靜。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心情好或不好。對我來講就是一種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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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即使有高峰、雀躍的時候，但是都很短暫，因為高興可

能只是一瞬間，或幾秒鐘，馬上又會恢復到平的狀態。我覺得

這樣很不錯，因為可以保持自我，不會跟外面……就是隨波逐

流，然後又很隨和。」（S2031616、S2031617） 

（三）獨立的思考見解與自我堅持 

    跨個案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對於成長環境中的人、事、物具有客

觀、成熟的思考觀點，擁有非常獨立的思考見解，「偉大靈魂的最大特徵

就是獨立和個體化」（引自梁永安譯，2001）。正如他們非一元化呈現的

自我特質，其對於外在環境的觀點和看法也是多元且彈性的。 

「我有我自己的原則，就是尊重、禮貌、包容跟公平。……應

該是說，我有時候會靠著周遭的環境跟這個事件的關聯，試著

做一點推斷，就是比較客觀地去看。」（S2031617） 

「我會聽所有的觀點，可是自己不會下評論。我覺得有一些事

情沒到最後，你就不會知道那個結局是什麼，如果你是事先預

知的話，是無濟於事的。除非你真的有能力說服別人去改變些

什麼，就算改變了，你也不知道它是往好、還壞的地方發展，

有時候片面之詞真的很可怕。」（S4030245） 

    研究參與者具有的獨立思考能力，在對生活場域事件發表的看法中

更可清楚見得。社經地位不利背景的學生從家庭困頓中培養出自我思考

的成熟與獨立性（林文婷，2007）。不論是對於父母言行的觀察，亦或是

更宏觀的社會議題，研究參與者皆擁有獨到、超齡的思維，並具有對事

客觀評判、不依人廢言的思考自主性。 

「我覺得有些他（爸爸）的想法並不是完全正確的事啊！其實

就是一些比較小的事，比如說弟弟他們的出門、交友，現在想

不出什麼具體的，就從小到大的感覺吧。」（S10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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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吧，有一次我媽騎摩托車載我，然後前面是紅燈，然後

她就要直接騎過去，然後呢她又說，這是壞的，不可以學。然

後我就在心裡想，既然這是壞的，為什麼你要做給我看呢？」

（S2031610） 

「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女權，可是其實我很認同男性跟女性有某

些東西上的差別，像我就不會說某些男生可以做的東西，我也

可以做。我覺得那種女權主義的人都是瘋子，尤其是那種好像

為了證明自己可以過得很好而不結婚的人。我覺得男性和女性

並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強勢或弱勢，應該是內心上的平衡，

不會因為女性就是弱勢，但你必須承認有些是你的性別無法做

到的。一昧地講男女平權，對我來說也是很空泛的。」

（S4030245） 

    研究顯示資賦優異或發展優秀的學生有著較高的自我要求，其對於

自我目標的設定和堅持，往往展現極高的獨立性（郭靜姿，2000；王淑

棻，2007）。部分研究參與者對於生活中事項的自我要求即充滿高度的堅

持，甚至有完美主義特質。研究參與者獨立成熟的思考見解，或許與其

對自己從小生活習慣的高度要求相關，也培養出日後經營生活、面對挑

戰的自我堅持。 

「我覺得我基本的性格應該是在這時候形成的。就那時候比較

龜毛吧！媽媽說我很龜毛啊，可是我覺得還好。我自己覺得是

堅持不是龜毛（笑），就比如說我東西放的位置，還有我發回

來的東西，我有自己的折法。」（S1030212） 

「我小時候好像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耶！就是我小時候會有

莫名的堅持，所以我在幼稚園好像常常哭，因為我莫名的堅

持。例如我下課會很堅持要拿一個東西去給我姊姊，我姊姊不

要拿，我就會去追她，然後追到跌倒就哭了，這個我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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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課的時候。然後還有後來我自己一個人讀小學，不知道被

男生幹嘛，然後我也很激動。我到現在還會盡量克制自己，我

克制自己不要這麼堅持。我以前還很堅持吃東西前一定要把東

西拿到鼻子聞一下才能吃。」（S4022606） 

    研究參與者在對自己的充分理解之下，明白自己具有與他人相異的

獨特特質，進而孕育出堅定的自我概念，也延伸發展出對「做自己」固

守的堅持。 

「我都在做我自己。因為我覺得自己本來就是要做自己，然後

別人的期許也許可以加在你身上，但是不能夠改變你的一些本

質，對（篤定）！你可以順應別人做一些事，如果你想順應的

話。……我會去欣賞某個人的某個特質。我會覺得那樣很好，

但不見得會想要向他學習。因為我有我的本質，我可以加很多

東西進來，想加的時候就加。」（S2031611、S2031625） 

「其實我算是很堅持的人，好啦，是有點固執！我覺得別人眼

中的我就那幾個詞而已（笑）！就活潑開朗……然後堅持己

見，就除非你能……，但說服我通常有點難。」（S3031625）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可是我不會想要變成任何一個

誰。……我覺得就我這樣就這樣，我可以自己調適過的事情，

我就不會想要別人來插手。」（S4022616、S4022628） 

（四）從自我檢視到長程展望 

    研究參與者的自我概念發展並非靜止固定的。在成長歷程中，這些

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遭遇到各方面的經歷、學習與挑戰，不斷與

外在環境互動，並經歷了自我內在的反芻，自我概念因此不斷在變動、

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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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個性方面吧，雖然現在是還沒平衡的狀態，可是這和之前

比算是找一個方向的歷程。之前是呈現好像沒有感覺的狀態，

基本上是很努力的過，可是回頭想就覺得當時沒有什麼事情。

現在開始應該才是比較傾向開放的吧！但也還沒有覺得說現

在這個時期要延續到之後多久。」（S1030327） 

「像我講錯話的比例很高；人際上的挫折也還蠻多的吧！那些

是不斷經過很多慘痛的教訓才改變的。以後可能還會再改，所

以也不能說什麼時候開始，就是一直在變。」（S4022618） 

    研究參與者在動態歷程中進行自我檢視，同時對於自我特質的發展

擁有高度期許與正向的長程展望。 

「那段時間讓我看清楚自己原來在人際關係裡超弱勢的，也看

清了很多事，就是自己不適合做什麼，不適合幹麻。嗯……像

我之後大學科系選擇就不想要跟人有關係的，就是廣泛、規範

的關係。因為我自己知道我不適合當領導者，可是我也不能接

受被領導。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間，可是我又想要當一名雇員，

因為我不喜歡當一個要去想什麼房租、整體的問題，就不想當

一個主導全部的人，我可以被管，可是不要干涉太多。」

（S4022627）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覺得自己很優秀，其實是很自閉。我

覺得我整個很彆扭、很奇怪。到現在也還沒平衡，還在調適

吧！……至少大概出社會前吧，要找到一個可以適應整個社會

的生活態度。」（S1030325） 

二、人我差異 

    研究者在進行跨個案研究時，發現研究參與者在成長經歷中，在各

方面都可能覺察到自己與同儕、環境的相異之處，這些差異引發研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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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性格形塑、想法、處遇態度的變化，研究參與者並藉由對這些差異

的關照而更加了解自我。「與人照面，才使自己對己的了解有了『昨日之

我』、『今日之我』的動態感」（余德慧，2010）。在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

利高中生的敘說中，不難窺視出其早熟的心靈；而部分研究參與者在人、

我間的相處中漸形成較為自卑的自我觀感；但同時，面對生活的變化，

卻也有一套自我調適的幽默。 

（一）較早熟的敏感心靈 

    研究參與者擁有豐沛的「內在覺察」（inner knowing），藉由較清醒

的意識深層感受自我的發展（陳偉仁，2002；張書豪，2012），顯示其早

熟與敏銳的心靈發展，此貼近多元智能理論概念心靈方面的智慧展現

（Gardner, 1999）。研究參與者在幼年時期即察覺到自己與同齡兒童想法

上的差異，當時並不能理解自己為何會思考這些較特別、也不一定能找

到答案的問題；但較早熟的研究參與者能自覺這些問題程度是高於該年

齡階段的。獨處的時間往往是最能完整面對自我的，研究參與者多半在

獨處的狀態中沉浸入自我成熟的思緒中。 

「童年應該是無憂無慮的，這麼說來說應該是，可是我覺得不

是。就是我在想，我從國小就會想一些很奇怪的問題，我幼稚

園應該也想過，所以我才會覺得吃飯很快樂。」（S4022604） 

「我覺得想這些問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不會跟人家講

說我想過這些問題。……我不太能停止不想那些事情，我有時

候就是晚上洗澡洗完，真的是吃飽太閒，洗澡出來，就決定我

要開始想事情嘍！然後就開始想，就覺得好可怕。我覺得應該

會有人和我想一樣的問題，可是那個人年紀應該比我大。」

（S4022617） 

「獨處的時候我會想事情，但是有時候是自己的事情；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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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於社會上的事。我會想人類到底是什麼？就是……比如

說，人類的行為表現、然後他們的一些矛盾點之類的，我會想

為什麼，然後我還會想……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其實跟萬物都

是一樣的，然後，為什麼會有那種特別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

想法？……有點比較類似哲學性的東西。……到現在我得到的

結論就是：人類本來就很矛盾。可能是因為你要當自己，可是

你又要面對社會。然後這個社會又給你很多的限制，或者是又

把你特別形塑為什麼樣的人。」（S2031610） 

    隨著年齡和見聞增長，研究參與者漸能確認自我成熟度的確較同齡

者高出許多，也因此站在較高的水平俯視同齡者的思考、行為的呈現。 

「我覺得有瞬間被提拔長大的感覺，突然地，心裡的成熟度。

就比較會替別人著想，想別人心裡在想什麼，感覺已經開始比

同年齡的人成熟了。我覺得小學就有了吧，就因為家裡的事

件，就覺得自己比別人成熟了。對啊！就比如說，有些同學就

是很幼稚的那種，看他們就覺得『啊，為什麼要這樣做啊！很

奇怪！』就覺得自己比較成熟了。」（S3100513） 

「小學之前還好，只是覺得他們（同學）很幼稚，就不會覺得

自己比較成熟；到國中才知道是因為自己看過比較多東西，所

以想法會跟人家不一樣。……就覺得經歷了這些還是有差別，

說特別也不會，因為每個人其實都還蠻特別的。差別……大概

就是思維、模式，還有得到的經驗也都不一樣。思維因此比較

務實，不會有那種飄在高空中或比較浪漫的感覺，就比較不

會。」（S4030233） 

「所謂會思考的高等生物─人類，其實已經被思考所織成的層

層蜘蛛網網住，越是掙扎越是無法脫身。」（S2讀書心得9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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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家庭境遇造成的自卑感 

    家庭是個體成長歷程形塑的重要關鍵。社會心理學家主張環境會對

個體人格、態度、情感、自尊與自信造成影響（黃聖紜，2005）。有研究

參與者在經歷家庭變故後，因為年幼而一時無法調適家庭的變化，而產

生內心的創傷。在此之後，自認性格產生變化，有趨向自卑的轉變。 

「遇到這種情形，就覺得為什麼別人家庭幸福美滿，像童話故

事裡講的那樣，可是自己就不一樣，然後就覺得……嗯，開始

個性就有轉變。嗯……會比較覺得我好像比別人不好一點，會

比較自卑。就覺得自己不夠好。」（S3100508） 

    研究顯示，個體面對先天無從選擇的家庭資源匱乏、多限制與相對

弱勢的成長背景，可能有較低下的自尊（葉玉玲，2006）。自卑感的產生，

除了家庭變故或成長經歷的遭遇外，在進入求學階段、與同儕相處則更

明顯。研究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自我概念發展，與同儕的人際互動

與學業成就有高度相關；個體成長歷程的成就表現、與同儕的關係，較

會造成個體自我價值的改變（王韻涵，2010）。研究參與者在不同求學時

期與同儕的接觸、互動間，感受到家庭背景對個體的形塑，而自覺到各

面向的差異；差異包含外在樣貌、想法表達、經濟能力的展現、學習成

績表現等。在諸多的差異間亦加深了研究參與者內在的自卑觀感。 

「那時候就察覺到來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人其實是很不一

樣的，像能力方面就會差很多。……高中的同學是從比較多學

校過來的，還有每個人的家庭背景什麼的就會差很多，所以討

論的時候就會有很多意見，然後很多意見是我聽不懂的。尤其

主要就是在常識那方面吧！那時候開始覺得之前自己的常識

很少。……我覺得我一定是自卑的。而且我覺得有點偏向極

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彆扭。」（S1030321、S1030322、 

S10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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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種表現很明顯的，我覺得都還好。其實跟同學玩

的話，還是會多多少少感覺、看到他們的經濟跟我好像不太一

樣，就經濟的方面。自卑，是沒有那麼誇張啦！可是還是會有

一點，像講到那方面的東西的時候，還是會覺得有一點差別的

感覺。」（S3100916）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在意別人眼光），可是某些時候會，某

些時候不會。其實我最常跟人家講說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然

後自己在意的要命。例如說跟國小同學見面，就會不經意地開

始比較兩個人現在的差異是什麼；國中都是同樣的學校畢業，

那高中後有什麼不同的變化，我們各自變成什麼樣子。然後其

實別人可能不會去想這些，就覺得只是想跟你見個面，我還是

會想很多。……以前還蠻在意社經地位的，可是一直在修正，

到現在就覺得還好了。」（S4030234） 

「我覺得傾向自卑欸！哪裡不夠好……好像沒有啊！嗯，應該

說我都沒有比別人好。好像我沒有任何一點是贏別人的。高中

就覺得我成績也沒有比別人好；然後我也沒有覺得自己長得比

別人漂亮，然後我什麼好像都很平常。」（S5031529） 

（三）自我調適的幽默感 

    國內、外研究顯示，文化殊異背景學生能從家庭的困頓中培養出日

後對於家庭的責任感，同時也較同齡兒童成熟；同時在壓力情境下，也

將負面的情緒和感受轉化為自我調適的幽默感，並擁有高度的問題解決

能力（郭靜姿，2011；Callahan, 2005；Colorado, 2009；Ford, Grantham, & 

Whiting, 2008；Henfield, Moore Ⅲ, & Wood, 2008；Manning, 2006）。研

究參與者在面對成長過程較為負面的經驗時，確實呈現了詼諧且彈性的

調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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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以觀察者的角度、看戲的角度在那些事件當中。周

圍的人都覺得我被欺負了，但是我自己不這麼覺得，我有點像

在遊戲當中，對！結果別人可能看我被欺負、有人看不下去，

就覺得他們其他人太過分了之類的，然後我就覺得，沒什麼大

不了的，有那麼嚴重嗎？我有被欺負嗎？因為我完全感受不

到。……之前對外在事物還是會有一些特別的動力去探索它；

然後到這個階段，對外在事物雖然會有心想探索，但是已經變

得……有點類似可以有、也可以不要那麼深入。就是因為養成

這樣的性格，才能安然自適的度過一些危險期。我這時候還會

想：如果那些被霸凌的，能有我這樣的心情或想法，大概都不

會想去自殺之類的吧（笑）！」（S2031618、S2031622） 

「我很不喜歡有些人為了某些小事就一直悶悶不樂，就耿耿於

懷在心裡，我覺得『啊，就算了！』我覺得我每次考爛，然後

就想說算了、隨便；但是也沒有隨便啦，就不會放在心上放那

麼久。可能是態度吧，可能就是比較放得下吧！就覺得……這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什麼事都有好的一面嘛！」（S5100218、

S5100219、S5031529） 

「想開心的時候，就想開心的事。想一個人的時候，就一個人。

想笑就笑。別人覺得你如何，就隨便嚕！覺得自己是如何就如

何。好的話，大笑地稱讚誇講自己真棒。壞的話，摸摸鼻子改

進囉！雖然心裡會難過。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掌握在手中的，

都是小事情。」（S3 臉書文字 1020319） 

    面對這些起伏的成長經驗，研究參與者展現了自我調適豐沛的幽默

感，而這些寬廣的自我調節能力或許也是來自於研究參與者對自身生命

的接納。若能真心接納生命的全部，境遇表象呈現的優劣或許就不完全

相等於個體生命歷程發展的正、負向（賴東進，2000；曹銘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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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芯菱，2006；蔡國南、陳芸英，2007；古又文，2010）。 

「我在想，可能就老天給我的那個、歷練吧！就人生中的一部

分吧！每個人的人生本來就不大一樣。」（S3100512） 

三、哲思探討 

    自我概念並不是單純出自個體自身判斷，同時也是主與客、內與外

綜合建構出的概念（陳美芬，1996）。在進行跨個案研究探討時，研究者

發現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自我概念的建構，其「自我」與更宏

觀的「世界」、「生命」、「信仰」等概念緊密相關。研究參與者或許因對

於這些哲學思考有獨立見解，而使其面對「我」的真實生活經歷時能擁

有較為開闊、包容與接納的彈性。 

（一）宏觀世界與我 

    有研究參與者在幼年時期即開始思考自身所處的這個空間，並對於

偌大的宇宙世界興起想探討的欲求。 

「我覺得宇宙是一個很神祕的地方。然後它裡面，我覺得星空

很漂亮，因為宇宙是黑黑的，我覺得黑色有一種很安定的那種

感覺。然後有很多東西，都是地球上很難看到的。」（S2031606） 

    藉由對自身身處空間世界的探討，進而觸發研究參與者省思「我」

與「世界」的對應關係，重新思考「自我」的定位。生活經驗的片刻和

事件皆有可能開啟個體對生命的思考（李宗燁，2003；蔡合城，2001；

吳昭瑩，2002）。然而當覺察到這世界的浩瀚之感，有研究參與者的自我

概念因而有所衝擊；亦有研究參與者因此體會到自身的渺小與謙卑。 

「……我就想說宇宙那麼長，五十億年前就有了，然後五十億

年後就不見了，那我們只是五十億年中間的一個東西，我們沒

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地球還是在轉……；那如果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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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滅絕了，地球繼續轉……然後呢？突然就覺得沒有然後

了！好可怕喔！我都是睡前想的，可是睡起來變成惡夢，惡夢

裡面哭。」（S4022617） 

「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其實跟萬物都是一樣的，然後，為什麼

會有那種特別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的想法？」（S2031610） 

    研究參與者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我與世界」關聯的衝擊後，體認到

世界的開闊與多元，也因此造就研究參與者在自我觀點的發展擁有更多

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還蠻有趣的，就是如果只有善的話，像

是善良，或是只有惡的話，我可能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我覺得就是因為不管是熱心助人吧，或是殺人案，對我來說都

是一種世界的平衡。因為可能表面上看起來是善事，但可能內

在不見得是這樣子，所以我不會一元去看到這件事就直接論斷

它的對錯，或者是善惡。」（S2031617） 

（二）與生死的對話 

    思考生命的意義，往往使個體較能接納自身生命的變化。個體無法

掌握生命曲線的發展，但卻可以進行反芻與自我視野調整（余德慧，

2010）。生與死是每個生命必經的過程，但制式的學習歷程中並沒有這方

面的薰習，研究參與者自幼年時期開始，對於嚴肅的生死議題已有獨特

的觀點。 

「生命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東西，然後生物的身體構造也是一個

非常奇妙的事情。……其實我從小就對死亡看很開，我也不知

道為什麼，就是不是特別在意死亡這件事情。死亡，就不過是

這一段生命的……算是一個切斷點而已吧！我不能肯定有沒

有下一段生命，但是我覺得死亡對於活著這一件事情來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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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還好，就是沒有說特別怎麼樣。就是，死亡跟活著其實是一

樣的。」（S2031607、S2031634） 

「這個問題應該是二年級想的：『如果有一天，我被蜜蜂叮了，

虎頭蜂一群來盯我，然後叮到我死的最後一刻，我會想什麼？』

那時候我只是剛好看一本書，就是裡面有一個老師，被虎頭蜂

叮，為了保護學生而殉職。我就想說：『那她最後一個剎那的

念頭是什麼？』我那時候應該是想反正都死了，都沒差吧！我

那時候還很認真地去找出那個老師的遺照，把她的臉改成哭

臉，試試看會發生什麼事欸！就覺得死了好像是眉頭一皺就沒

了！那時候是那樣想。」（S4022608） 

「我是覺得人死後應該就是消失了。」（S1030207） 

「我覺得人死掉之後，是……就不見了。但有個實驗是說靈魂

是有重量的，就是說人死後的那一剎那就會突然少了幾公

克……。」（S5031532） 

    過去研究發現資優兒童探討死亡議題時，存有極細膩的反思性與對

生死問題亟欲探究的想望（陳偉仁，2002）。而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

生親身經歷親人的死亡，則加深研究參與者面對生命興衰的思考。成長

過程中親人的離世對於研究參與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有研究參與者

在成長過程中連續經歷數位親人死亡的衝擊，因而促使其再次認真思索

關於生命的意義。 

「那時候我爺爺跟我外婆在一年內過世，就是一個過世完，不

到一年另一個就過世了。所以就開始會去想一些比較沉重的問

題，雖然我好像以前想的問題就很沉重了。大概小四、小五的

時候，對！小五。然後就開始想一些比較沉重的問題，就在想：

到底結束之後會怎樣……？」（S402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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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兩個親人過世都哭很久，到叔叔過世我只哭過一

次，而且那是他用傳統儀式，一定要哭，我才哭出來。所以應

該是記著，可是已經失去了去表達什麼東西的那種動力。到後

面看就越來越覺得（生命）就像一場戲呀！有時候想到一個癥

結，就像以前一樣想到一個問題、癥結，就會把自己拉回來，

用宗教把自己回來。」（S4022624） 

    擁有對死亡的完整體認後，研究參與者更加正視生命的可貴，也因

此更能珍惜自身生命；並尊重個體的生命選擇。這部分的思索更加開展

了研究參與者的自我格局。 

「高三上的時候有那個輔導課，我們在討論那個醫療、類似安

樂死，就是要不要急救的問題。我認為喔，就是如果想活下去，

那再小的希望你也要把握住；如果不想活下去了，那就不要給

你任何的痛苦。」（S2031633） 

（三）獨到的信仰見解 

    自我概念發展與個體的生命信仰緊密相關，亦影響著個體對「自我」

與「生活」的定義。個體生活的支持很大一部分來自於自我信仰的建立

（周志建，2012）。信仰並非單指個體依歸的宗教，也泛指處遇生命的態

度，或是心靈層面固守的堅定。研究參與者在言談間陳述了清晰而堅定

的自我信仰；除了對於宗教選擇有自己的見解外，其呈現出的「信仰」

概念是十分寬廣的，那是一種對於自我的「堅信」。 

「我覺得……宗教信仰它是很多人的精神支柱，就是你可以摧

毀它，可是你可能摧毀了這個宗教以後，那個人的精神支柱也

消失了，那個人可能就會因此崩潰之類的。然後我自己的精神

支柱就是……要做好我自己，不要做後悔的事。在做某些決定

的時候，我就會想到這一層。」（S203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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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那時候有剛好出去十天不回家，是去靈修，就是去一個

叫奧修的地方。我很強烈的阻止她，因為我覺得那跟基督教有

牴觸。我媽是基督徒喔！她覺得基督教跟奧修不牴觸；我覺得

牴觸。因為我是一個很堅持的基督徒，就是我覺得如果你不能

透過宗教給你方法，那個宗教就不是屬於你的宗教。所以我覺

得那你幹嘛還要信基督教。我覺得你信一個宗教，你就不該去

接受另一個信仰，就是要專一。」（S4022622、S4022623） 

 

貳、家庭關係 

    家庭環境經驗對於個體成長歷程中的每一階段都有重要的影響；無

論是家庭結構、家庭成員互動、家庭資源等都對於個體發展有著很大的

關聯（Uhlenberg & Mueller, 2003）。此段針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

家庭關係進行跨個案研究，在此並將家庭關係切分為三部分，從「親子

互動」、「手足關係」及「家庭事件與環境」分別探討。 

    在本段中，前兩部分從「親子互動」與「手足關係」聚焦，關注的

是研究參與者與關係最緊密的父母、手足間之交流；最後的「家庭事件

與環境」則從家庭變故、整體家庭環境與氛圍，以及外部家庭因素（如：

其他家族成員）等進行橫向探討。 

一、親子互動 

    過去有研究顯示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具有一定相關性，認

為家庭資源的穩定，有助於家庭功能和情感支持相對較能具體發揮，家

長對於個體成長的支持性也就較豐沛（葉明芬，1998）；然而張書豪（2011）

著手進行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訪談研究中，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父母

對於子女有頗完整的支持，在親子互動方面亦有正向發展。 

    親子互動與許多環節相扣，包含了雙親的角色定位、情感關係、教

養方式等；同時也與雙親角色提供的支持息息相關。不同社經地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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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擁有的相異價值觀，因而延伸出不同的親子互動模式與態度（王鍾和，

1993）。而在跨個案研究中發現，親子互動的角色對應有正面展現；亦

存在負面的限制。 

正面因素 

    正面的親子互動源自於家長角色的健全發展、溫暖的親子情感交流

與和諧的連結；父母楷模定位的身教也是一大關鍵。在張書豪（2011）

的研究中，其關注之對象與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背景類似、參與同一

社會支持方案（摩根與師大合作之惜才育英計畫）的高中生，在本研究

進行跨個案研究分析時，發現在這些家庭中確實有許多正向、與該研究

呼應的親子互動關係。 

（一）重要的母親角色 

    對於個體生涯發展而言，父母的影響十分深遠，而其中母親的角色

選擇往往是更為關鍵的要素（楊垂芳，2013）。在多位研究參與者的成

長經驗回顧中，母親皆位居最為關鍵和重要的角色。不論研究參與者家

庭結構是雙親或單親家庭，都可發現母親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歷程中是

最不可或缺的人。這不可抹滅的重要性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照料即可清

楚見得。 

「媽媽回來了就會叫我們寫功課，就被趕去三樓把功課寫完。

那時候寫功課媽媽會坐在後面，坐在爸爸桌子那邊，等我們寫

完之後就會拿去給媽媽檢查一遍，看有沒有錯字。然後她會檢

查連絡簿什麼的，把每一個功課看有沒有做完，她都會問我

們。」（S1030211） 

「放學來接你的是媽媽、教什麼功課什麼的，都是媽媽，煮飯

也是媽媽，餓了就找媽媽（笑），就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找媽

媽；那時候爸爸工作很忙，就都是去工作。」（S31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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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就是我們三個人，反正媽媽就很辛苦啊！就上班、又要

照顧我們，然後賺少少的錢。那個時候喔……因為她之前是家

庭主婦而已，後來是爸爸過世，她才跑到文化局做工讀生，然

後她一直從工讀生，做到臨時人員。她這一、兩年才變成約僱

的。感覺她就很辛苦，反正就是上班很累，回家又要弄給我們

吃，又要帶我們帶來帶去。她還蠻強的，我覺得！又可以上班，

又可以煮給我們吃，然後又要載我們上上下下的。」（S5092905） 

    生活各方面起居日、夜照料外，母親亦為研究參與者分享生活的要

角。在求學過程中，母親擔任了研究參與者分享學校事件的交流對象。 

「……主要是分享生活上、學校發生的事，一些比較私人的事

都會先跟媽媽講，然後媽媽再告知爸爸。比如說學校有什麼活

動啊，然後什麼時候要去學校，就除了上課時間以外什麼時候

要去學校，都會先跟媽媽說。」（S1030216） 

    母親為研究參與者開啟重要的分享窗口，象徵著母親角色的不可取

代性。即使有一位研究參與者的母親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與其子

女在學校事件的分享交流仍多於父親。母親的支持角色早已跨越國籍、

背景。 

「其實我們大部分學校的通知單什麼的，我都是給我媽看，因

為我媽看得懂，可是我爸看不懂。」（S2031603） 

    母親角色強大的支持性，隨著個體成長階段和經歷不同，該角色也

可能愈加重要（王鐘和，1984；張鐘文，2009）。有研究參與者在遭遇

求學歷程的挫折時，深感母親陪伴的重要；亦有研究參與者發現，同樣

來自單親或父母離異的家庭，卻因其母親的個人特質，長程的付出，而

使研究參與者在成長經歷中始終能有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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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的壓力來自不一樣的地方，國中的時候媽媽就變得更重

要。」（S4022620） 

「我覺得那些愛玩的人本性都是善良的，可是就會做一

些……，我覺得有時候應該也是家庭的原因造成的行為吧！就

譬如說是父母離異啊！不然就是也是單親吧！就可能有點路

走偏了。我覺得媽媽很厲害！因為管教吧！我覺得她在我們身

上付出很多，就覺得……。」（S5092909） 

    母親支持角色的穩固，或許來自於這些研究參與者母親的親身經

歷。這幾位母親在自身走過生命的起伏，淬鍊為能支持子女成長的能量。

因此研究參與者在談論母親時，多半認為母親擁有堅強、豐沛的生命力

量。然而在堅毅的角色印象背後，研究參與者也察覺到母親對情緒的壓

抑，以及對壓力的默默承受。 

「媽媽不會讓我們覺得生活有差別，盡量一個人扛起來，滿足

我們生活的需要。」（S3100511） 

「感覺上媽媽現在應該就是緬懷比較多，也不會有太大的情緒

起伏，就有時候講一講、笑一笑而已。至少在我們面前不會（有

情緒）。我們都是屬於堅強的女人（堅定的說）！因為我媽經

歷過的事很多，所以她到後來應該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了。她以

前算是經過風風雨雨，然後看很多事之後，才再回來南投的。」

（S4022609、S4022610） 

「我覺得媽媽都不怎麼會講說累，應該是不習慣在我們面前表

現出來吧！她可能覺得她可以一肩扛起所有事吧！感覺她每

次都會把很多事都她做，就默默地去做，她在辦公室也是一樣

啊，就默默地做，然後就會什麼都做得很好，但是她也不會叫

累啊，就希望我們兩個過得很好。」（S509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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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依互信的關係 

    在過去的文獻中對於家庭成員情感交流與家庭社經地位的相關性並

沒有完整的共識。陳佳琪（2001）研究認為社經地位與家人情感交流無

顯著相關；而楊景森（2003）在探討社經地位與家庭氣氛的關聯性時，

發現不同社經地位之家庭情感交流有顯著差異，社經地位越高者，家人

情感交流越高。 

    然而，研究者在進行跨個案研究時發現，研究參與者與其父母有頗

為正向的情感交流與支持，建立起一種互相依靠、充分信任彼此的特別

關係。 

「爸媽眼中的我算是比較聽話吧，比較不需要他們擔心，也不

會做出什麼他們驚訝的事情。其實我覺得在爸媽面前已經算是

一個最合適的樣子了。」（S1030328） 

「我們三個都很好。媽媽知道我所有大小事欸！真的很強。我

們吃飯就會把所有事情講給她聽，然後她通常都會認識我們兩

個的同學，就譬如說去學校，告訴她說這是誰誰誰，她就會知

道原來平常講的那個人就是長這樣！所以她都會知道同學的

名字啊！……現在住在婆婆（外婆）家每天都會通電話，之前

大概每天三十分鐘，有時候可能快一小時，聊生活大、小事，

任何事，媽媽也會講她辦公室的事情，互相分享。」（S5092906、

S5100219） 

    相較於部分家庭中父母單方面付出的情感關切，研究參與者家庭間

親密的親子互動則多了子女對於雙親的關懷和顧慮。類似於此研究結果

呈現，王姿琴（2011）在一新移民資優生研究中亦看見其家庭間深刻濃

密的情感關懷。這類互相依靠的特殊關係之形成，一部分或許和家庭變

動、起伏的歷程相關連；一部分則或許可歸因於研究參與者因家庭而形

塑出的細膩、成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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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就在想說，之後如果我們都上大學了，那媽媽怎

麼辦，媽媽一個人欸，感覺媽媽會不會太孤單或什麼的。」

（S3100921） 

「媽媽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對我好；我也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對她

好，所以有時候我說我要搭車回來，她就說不行！我要載你！

然後我們兩個就為此爭吵，還弄到真的爭吵！她可能覺得畢竟

能夠照顧我的時間沒多少了，就想要盡一個媽媽的立場。還有

我回家都要裝笨，我媽一直跟我講說，她怕我大學之後不能跟

我對話。我就會裝笨，就乾脆變成小朋友，變成她想要我變的

樣子，我就變給她看，所以她問我什麼我就回答。可是這也算

習慣！我也覺得這樣講沒什麼不好，至少讓她知道我過得

好。……我們都互相依賴。」（S4030239） 

（三）開放的教養態度 

    過去有研究結果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父母管教態度較為傳統，

認為子女應服從外在標準（徐綺櫻，1993）。但在跨個案研究中發現，研

究參與者父母的教養態度多為開放、正向且支持個體發展的。 

    儘管研究參與者家庭的經濟資源較為匱乏，其父母能體認子女發展

關鍵奠基於年幼時，在價值觀和交友部分較為關切；而非對於個體發展

的自主性有所限制。研究參與者在回顧父母的教養時，同時表達了對父

母的教養認同。 

「教養方式……基本上他們真的是很自由，自由到我現在變成

這樣子真的是個奇蹟。基本上他們小時候管蠻嚴的，小時候放

學都一定要馬上回家，就連騎腳踏車跟同學出去什麼的，也是

會問很多，確認沒問題才可以出去。跟外面的小孩子感覺差很

多，可是也因為這樣子我覺得至少我們小時候沒有變壞。怎麼

說，國小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對！我覺得國小很重要。



215 
 

你那時候好了，將來就也好；那時候壞了，將來就很難矯正回

來。爸媽國中之後才比較鬆，可能因為我已經上軌道了吧！這

感覺就像是……確認我一個人會騎腳踏車之後，就讓我一個人

騎這樣。」（S1030331） 

    王鍾和（1993）的觀點認為父母管教方式與家庭社經地位有密切關

係，不同的社經地位家庭，生活基本條件的相異，而致使父母看法不同，

造成價值觀的差異，進而發展出不同的管教方式與態度。在本研究中發

現，五位研究參與者的父母僅對於子女基本生活和基礎的課業活動有自

我負責的期許，在個體想法發展及面臨重要發展時往往給予其很大的自

主空間。如此開放的教養態度可能與研究參與者自身呈現的自我負責相

關；而父母教養的開放性同時亦更加形塑了研究參與者成長歷程發展的

高度自主性。 

「學校通知單內容什麼的，我媽也都是尊重我們的意見，看我

們要不要去參加，都是看我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其實也沒有

什麼誰說了算之類的。……他們不會干涉，我們做什麼就做什

麼。……他們對我的影響應該還有獨立吧！以前不是會有很多

通知單，然後會有很多問卷之類的，說要參加或不參加，我拿

給他們看的時候，他們就會直接問我，你決定就好，就什麼事

都讓我來決定。他們比較像是把決定權給我，他們就是問我：

你要不要去，你想不想去。」（S2031603、S2031607、S2031622） 

「整體而言媽媽還蠻民主的，幾乎要幹嘛都是我們在決定。有

時候會問一問，如果不好她就問你怎麼辦，就還是要我自己去

想、自己去找出口，不會去理我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S4030239、S4030240） 

「媽媽就都很民主，有管啊，可是沒有很嚴、很權威式。她會

告訴我們哪裡不對，也會給我們發表意見和想法的空間。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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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對的話，她就會念我們；很嚴重的話就會罵我們、小罵一

下。還有就是，她不會拿自己的小孩跟別人的小孩去比較；然

後她通常罵人的時候是我們真的有做錯；決定事情的時候她都

看我。以我為主。」（S5100219） 

    在開放的教養態度之下，研究參與者普遍認為成績和課業並非父母

教養最關注的部分，這或許象徵著研究參與者父母對其子女的信任。同

時，或許因父母自身經歷過各種生命起伏，對於子女生活層面的關切大

於成就表現。 

「功課、成績……他們喔，其實還好欸。把成績拿給他們看的

時候，他們都說盡力就好。」（S2031622） 

「媽媽是接近放任的感覺，就會講，可是不會說限制你，比如

說考試要考幾分，就算考不好的時候，她就說只要你盡力就

好。她其實只要我們平安，然後不要學壞。考試的時候她也只

說，『你盡力就好』，也不會說怎麼考不好。如果說這次考比

較差，就可能是太緊張還是什麼之類的，我說太粗心了！她就

說下次細心一點就好！」（S3031627） 

「她（媽媽）比較會關心什麼身體好不好、健不健康，不會關

心智商怎樣。」（S4022607） 

（四）雙親楷模的啟蒙 

    家庭是孕育個體發展的重要場所，雙親除了生活照料、成長支持的

角色之外，若能同時扮演特定的楷模角色，對於個體發展則能形成長程

的影響。誠如過去研究發現，父母花費較多時間與心思陪伴子女共同學

習、成長，可能使子女發展出較高的成就表現與興趣發展（郭靜姿等人，

2007）。研究參與者成長過程中的興趣發展，即與幼年時期開始受父、母

親薰習有關。研究參與者父親擁有創造特質以及純熟的操作技能，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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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研究參與者對於木工、機械等的興趣開展。 

「他（爸爸）是什麼都有興趣，像我們家牆壁上畫的那幅圖和

那些木工，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什麼情況下做的，木頭那個是比

較最近做的，之前的話畫那幅，好像是他前一陣子的興趣吧！

他興趣很多啊！其實爸爸也蠻有趣的。他最近就在網路上查那

些木工、卡榫那些，他想要去研究那些。有空的話我可能也會

想要和他一起試試吧！」（S1030330、S1030331） 

「小時候我對機械也還蠻有興趣的，我看一個玩具的那個構

造，我會在想，它到底是怎麼樣啟動之類的。然後就會看書籍、

看它的原理之類的，然後看完以後，在腦子過一遍以後，就自

己開始想可以有什麼材料可以做成這樣的東西，就會開始動手

去做。有時候突然遇到難題的時候就會開始去找爸爸。爸爸會

教我一些東西，或是告訴我要怎麼用。」（S2031607） 

    角色楷模（role model）是影響個體行為發展的關鍵，藉由成長經驗

中對於周遭人事物的觀察與模仿，深遠影響著個體行為發展（楊語芸譯，

1994）。在父親楷模的帶領之下，研究參與者對於有興趣的領域更加投

入。可貴的是，研究參與者父親的角色楷模，並非教導式的給予研究參

與者知識、技能；而是藉由靈活的引導方式，讓當時年幼的研究參與者

自主思考，也培養出研究參與者優異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應變能力。 

「小時候，我曾經跟我爸說要在那個庭院裏面蓋一間房子，就

是一間專用的，有專門用途的房子，好像是書室還是……之類

的。然後呢，我爸就說如果有空，他會蓋一個給我，然後我就

因此期待很久，睡覺的時候還會想那個外觀。……我是一個好

奇心很重的人。而且除了好奇以外，還會去實驗看看，實際動

手去做出來。爸爸對我影響非常多（堅定），就是因為他工作

做那些東西，所以家裡有非常多的那種器具。然後小時候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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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那些器具來玩。然後有時候我去問他，他不會直接回答我，

他會問我為什麼，或者是你覺得要怎麼做才好，他會反問我的

想法。」（S2031612、S2031613） 

    雙親的身教深遠影響子女的視野。有研究參與者對於母親剛嫁到臺

灣的環境適應能力及語言學習的能力感到欽佩。這部分對該研究參與者

日後開闊的自我格局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我媽還蠻厲害的，在學語言方面。她……在家裡講中文，有

時候會講印尼話，然後有時候會講台語，或者客家語。她的朋

友大部分都是印尼人。印尼，或越南之類的，都是東南亞的外

籍新娘。其實他們也和我們是一樣的，只是語言不同而已。然

後，我覺得外籍新娘都還蠻厲害的，可以懂很多，就算是我們

是本島人，也不一定知道這些事情。」（S2031602、S2031603） 

    雙親的身教還包括挫折容忍力等情意面的展現。研究參與者在與父

母相處時，近身觀察到父、母親內斂的情感表達之下，具有樂天知命的

堅毅態度。對研究參與者而言，這是面對自我生命最佳的典範學習。 

「他（爸爸）是個一般時候還算內斂的人。但是他也很……怎

麼講，就也有很活潑的一面，有時候他會捉弄我媽之類的。對

於工作和一些家裡的變化，我沒有聽過他會抱怨、怨天尤人

的。」（S2031627） 

「我覺得她（媽媽）這樣可能還比較能成為我的典範，因為她

經歷的夠多。」（S4022626） 

負面因素 

（一）賺錢與相處時間的不平衡 

    過去的研究指出，單親家長為了維持生計不虞匱乏，投入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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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就特別多，忽略家庭環境品質的優劣，因此直接影響到與子女相

處的時間（張高寶，2001）。Uhlenberg與Mueller（2003）亦指出，家庭

經濟資源的匱乏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個體發展，家庭經濟不足致使父母需

花費較多時間於掙取經濟收入，因而使個體在成長歷程中獲得較少的父

母關注和陪伴等。 

    以家庭中親子互動關係而言，父、母親為了外出工作、謀求經濟來

源，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確實分化了其與研究參與者相處和交流的

機會。研究參與者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經歷了這樣的一段時期。無論

是負擔家庭經濟重擔的父親角色，或是單親家庭中擁有唯一家計收入的

母親，這樣的情況的確造成親子間的疏離感。 

「以前最小的時候和爸爸比較親近，長大之後是有點距離，現

在在磨合中。爸爸很長需要輪夜班啊！他大概一個禮拜日班，

一個禮拜夜班這樣，所以是蠻累的。然後他日班、夜班的調換

我也不是很清楚。工廠的那個機器會一直跑，應該是二十四小

時會一直跑，就需要輪班。……其實跟爸爸接觸就比較少，像

前陣子我每天都待在書房念書，有時候還不知道爸爸是上早

班，還是晚班。基本上他時間真的是很不一定，有時候六、日

都不用上班，有時候一到五也會有放假，時間跟我們差蠻多

的。」（S1030330、S1030332） 

「因為媽媽是做業務，所以就不會固定下班，有時候媽媽會九

點以後回來，還蠻常這樣的。可是媽媽都說不要讓人家知道她

很晚回家，要跟別人說媽媽平常還蠻早的，可是其實還蠻晚

的。」（S3100510） 

「那時候媽媽開始會把我們丟在家裡、自己出去。她常把我丟

在家，所以其實那時候對她沒什麼印象。那時候有電視陪我，

還有鄰居啊！我小時候很外向，我小時候沒有那麼宅，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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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去找鄰居玩。媽媽是有時候在，有時候不在，或者是接我

放學之後，才說：『我要出門了，拜拜！』」（S4022611、S4022613） 

（二）想法層次與學識的落差 

    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中，雙親學識有時也是相對弱勢的。Coleman

（1988）認為，若以父、母親教育程度和提供有助學習環境來衡量，社

經地位不利家庭的人力資本確實相對匱乏。而由於雙親學歷和智識較

低，在與研究參與者互動時，往往無法提供其所需的資源。在研究參與

者成長經驗中，來自父母親的課業指導是相對較少的；並非研究參與者

的雙親無心協助，而是因為父母自身學識經歷的匱乏。這部份資源的匱

乏在研究參與者國小時期即已顯現。 

「功課方面……媽媽太差了！媽媽教我們功課的時候，是在她

還會的時候，因為是國小的東西。她只有讀到高中。……基本

上他們對我的教育，稱得上是教育就是在國小那個階段，上國

中之後可能就是自己來。」（S1030211、S1030216、S1030331） 

「我小時候功課沒寫完也都不會怎麼樣，字寫的很醜也不會怎

麼樣。她好像到某個年紀就都不看我作業了，因為也看不懂。」

（S4030239） 

    想法層次的差異也可能造成親子溝通、交流的障礙。有研究參與者

認為自己的年齡階段仍無法與父親平等對談；另一位研究參與者則是因

為自身心理程度較早熟，思考層次高於其母親，而無法從與母親的對談

中得到對等回應。 

「爸爸感覺就比較有距離感，感覺可能要等到大學畢業以後才

能跟他平等對話吧！」（S1030211） 

「我問過我媽，但我沒問到那麼深。我就問我媽說，如果現在

我們家地震，我們全部都死了，怎麼辦？我媽就跟我講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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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全人類的事情就不要擔心好了。」（S4022617） 

（三）過度關注與介入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擁有較為早熟、自主的特質，因此可能需要較開

放的自我成長空間。有時候雙親對於研究參與者過度的關注也會造成個

體的困擾；但兩難的是，家長或許基於家庭環境資源的匱乏，而可能希

望盡量將自己的生命經驗傳遞、分享給子女。 

「我需要很大的空間、獨處的空間，就給我自己發展啊！所以我就很不

能接受我媽如果給我什麼建議或意見，就算只是跟我分享她的經驗，我

都覺得不需要。媽媽會給我她的一些經驗談，我就會覺得那種東西我都

知道，因為有些東西其實很……。我是覺得她講的我都懂，那我懂的話

就不用再多講一次。多講一次就是再多聽一次；多聽一次就是多浪費彼

此的時間。我不想跟她講，好像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她太了解我了，所以

我覺得不想跟她講。那是一種……母子與生俱來的感覺。」（S4022623、

S4022626） 

二、手足關係 

    在資優學生手足相關研究中，優異個體的手足可能亦師亦友，擁有

類似的優異發展；也可能存在著頗大的興趣異質性（紀詠齡，2012）。過

去亦有研究顯示資優學生與其手足的互動發展頗為正向（張鐘文，

2009）。在家庭成員中，手足對個體影響的重要性不亞於父母；有時甚至

因為家庭境遇的起伏，而使手足的價值更顯珍貴。在跨個案研究中，這

些研究參與者皆有一位以上（多數為兩位）的手足，不難發現每位研究

參與者的成長歷程都與其手足環環相扣。 

正面因素 

（一）生活中相伴 

    手足對於個體成長最純粹的意義即是陪伴，在成長歷程中共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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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相伴左右。在研究參與者與其手足年齡差距不大的情況下，從小到

大的歷程中，經常共同玩樂、陪伴、相互分享生活。 

「因為我和弟弟們年紀太近了，所以比較像朋友，小時候就一

起玩，現在也是，而且越長大感覺越像朋友。」（S1030213） 

「媽媽不在的時候我們偶爾會講一點點，嗯，就講一些還蠻能

夠……的話吧，比如說媽媽這樣子怎樣……，討論對媽媽的想

法和辛苦吧！」（S3100512） 

「我覺得這樣子有伴才好玩，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有妹妹。譬如

說前一分鐘吵架，然後吵一吵，下一分鐘就好了。」（S5100221） 

（二）情感支持與同理 

    手足更深一層的價值則在於情感的支持與同理。由於年齡相仿、擁

有共同成長背景，往往在分享、討論事情時較能夠感同身受（王文娟，

2001）。這樣的意義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歷是非常顯著的，尤其在面

對外在環境（學校生活、人際交往等）的挫折時，研究參與者的手足皆

給予很大的支持。研究參與者亦認為，在手足面對最能夠完整、自然呈

現自我的真實樣貌。 

「其實跟他們（指弟弟）就是玩得比較開心，什麼話都可以講。

在弟弟前面應該算是比較自由，感覺跟自己在一起的時候是蠻

接近的，不太需要什麼思考。跟他們對話不會覺得講久了會累

的那種感覺。」（S1030328） 

    隨著年齡增長，父母對個體求學環境的連結不及手足來的緊密，手

足支持角色可能漸漸取代父母（涂筱姍，2006）。本研究五位研究參與者，

恰巧皆擁有同性別手足，相同性別可能擁有較類似的思維、情感表達模

式；或許也因此，加深了手足在情感層面對研究參與者的支持與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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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學的時候也沒什麼極端的情緒，就默默接受吧，去學校

就融入學校的生活，可能回家要面對的時候才會比較被影響

吧！可是姊姊就比較懂事，就會安慰我們之類的。……那時候

姊姊高三還在家裡，我會問她說：為什麼你都交的到知心朋

友，我都交不到，她說之後就會有了啦！然後我就覺得很羨慕

她，就會跟她聊心事，我就會一直跟她說為什麼我都交不到朋

友，我就覺得很奇怪。我記得她有給我建議，反正就會跟我講

一講。」（S3100507、S3100917） 

「姊姊這段時間對我而言最重要，因為我可以大罵特罵她！她

讓我去反省很多事，就是關於她和我，我覺得她當我的姊姊她

也很痛苦，有一個那麼神經質、那麼瘋狂的妹妹。」（S4022630） 

    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有時候手足在感受同理的程度有時甚至高於

父母所能理解的。 

「媽媽那時候一直說『你為什麼都在玩社團？』我就覺得她都

不懂，就只有姊姊懂，因為姊姊之前也是吉他社的，加上她也

是社幹，我覺得她們（指媽媽、妹妹）都不懂，就只有姐姐說

『我懂！我懂！』」（S3100919） 

（三）代替家長的兄姊角色 

    手足情感的累積在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發展歷程中是更為濃厚的，研

究參與者與其手足共同經歷家庭中的各種變化、起伏，也培養了互相幫

助、支持的情感。在紀詠齡（2012）自我敘說與資優手足互動的長姊角

色中，能看見自我期許卻複雜的情感。身為長子（女）的個體往往因年

齡較長、心智較成熟，而扛起較大的家庭責任，代替家長角色在生活上

協助弟、妹；或者是扮演提醒、叮嚀的角色。 

「我自己本來就沒花什麼錢。弟弟他們比較沒有注意這一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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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還是會講一下啦！可是現在二弟他會自己賺錢就比

較沒什麼問題；小弟的話就會叫他要節省一點。」（S1030325） 

「我每次都會一直唸、一直唸，然後她（妹妹）就會閉嘴，她

就乖乖的不講話，等我唸完，然後就好了。她都覺得我很囉唆！

因為我會唸她各樣大小事，譬如說：『你又沒關燈了！』……

之類的，這是小事啦！反正只要我看不順眼的事情。」

（S5100221） 

    在跨個案研究中發現，如此代替家長的兄姊角色，當父、母角色的

發揮因外在因素受到限制時（如：母親無能為力或忙於工作），更為彰顯。

所謂「長姊如母」，有研究參與者的姊姊在生活事務的處理上即承擔了頗

大的責任，發揮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之前他們（爸媽）有講說分開的話，爸爸還是要負擔一些生

活費，然後如果爸爸不負擔的話，媽媽還是會有經濟壓力，就

會請姊姊打電話給爸爸，然後跟他講說可不可以匯錢，姊姊就

會比較敢去跟爸爸聯絡，就姊姊比較勇敢一些。」（S3100511） 

「我國小三到六年級，關於家事的技能是完全沒有的。我到國

小六年級才會開瓦斯爐，因為在家裡是姊姊會做。那時候她才

四、五年級她就會做了，可是我就是怕火、怕油、怕什麼的。

姊姊很懂事。我們兩個都早熟，可是是不同層面上的早熟。她

是做事情層面的，我是內心層面的，所以我都不做事的。我那

時就真的什麼都不會，連洗碗都……喔！只有洗碗還可以，其

他都不太會。……姊姊的世界其實應該覺得我沒有她，我會活

不下去。我姊姊就是一個散發母愛光輝的人。」（S4022616、

S4030236、S403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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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手足的楷模 

    較為優秀的個體經常較對手足產生正向的影響，有時甚至在手足身

分之外增加了楷模的角色（紀詠齡，2012；楊垂芳，2013；李家兆，2013）。

有研究參與者因課業表現較優異、又身為長兄，因此在與弟弟們互動時，

扮演了具有領導地位的指標性人物。 

「弟弟是沒有特別講說崇拜我，不過我覺得那時候應該是有

吧！感覺好像沒有誰的主導性比較強，如果是三個要一起做

事，就是三個一起討論啊！但最後決定應該還是在我身上吧！

我覺得對弟弟他們來說我應該算是一個優秀的哥哥吧！他們

也會說我功課好什麼的。」（S1030212、S1030213、S1030320） 

負面因素 

    然而，即使生長在同一個家庭，在相同的成長背景下成長、發展，

因每一個體先天擁有不同的性格、特質，手足間也存在著許多差異。這

些差異可能會隨著時間、日漸造成手足間截然不同的發展；亦構築了研

究參與者與其手足間的距離。 

（一）無交集的興趣發展 

    優異個體與手足間的關係連結，可能因特質與興趣差距甚大，而在

成長歷程中並沒有太多的交集（李家兆，2013）。研究者發現，研究參與

者與其手足間擁有的相異特質、習性，使他們在生活中與彼此的交集較

少。形成差異的面向可能頗多，如：性格的外向與內向、喜好的不同……

等。有研究參與者更自認因自己不完全符合社會對女性期待的傳統觀

感，因而與較具女性特質的手足有所距離，也因此增加獨處的時間。 

「我幾乎都是待在家；弟弟他們就比較喜歡出去玩、交很多朋

友。媽媽就會擔心他們會交到壞朋友，二弟、三弟好像都有，

但二弟比較多啦！」（S10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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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玩比較多，因為我妹跟我個性不太一樣。我妹比較喜

歡窩在家裡，我比較喜歡出去，就是到處亂跑。……我喜歡的

是模型、製作的這類東西，可是我妹她們比較不太愛這些東

西；她們都比較愛美，然後對於一些東西的看法比較相近，就

是有點類似那種社會對於女孩子期待的那種。然後如果依照社

會上是那樣分的話，我是比較像男生。」（S2031605、S2031613、

S2031621） 

（二）相異的課業成就和表現 

    相異的課業成就和生活中各面向的不同表現，也可能拉大研究參與

者與手足間的距離。由於研究參與者在課業表現上頗為優異，相較於其

手足，擁有較佳的學業成就，在其他面向的成長發展就可能漸有落差。

研究參與者與其手足因課業表現差異而形成生活重心的不同；相對地，

父母對不同子女的期望也有所差異；或者因研究參與者課業表現較優

異，而形成其手足較負面的自我觀感。 

「到後來我跟弟弟已經很不一樣了，生活中……其實還是有一

些交集，不過就變成，我考試的時候他們在樓下看八點檔，然

後我在上面讀書。……媽媽對我的期望就高很多……應該是

有，應該說是希望我成績好、將來可以比較穩定一點。像他們

的話就是希望可以有一技之長，不要闖禍，然後將來出去自己

活得下來就好。」（S1030316、S1030320） 

「她（姊姊）自己常常因為名字跟我擺在一起就很難過。就是

『妹妹會讀書，姊姊讀不好。』她其實沒有想像中的豁達，就

是我們家的人都是看起來很豁達，其實也沒有。」（S4022630、

S4022631） 

    個體與其手足在生活表現上的差異，也會影響父母投射出不同的管

教方式（何華國，1996；楊垂芳，2013）。因表現優異而得到雙親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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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雙親對於其管教是傾向較為開放的；但對於生活問題較多的

手足則有截然不同的管教方式。 

「二弟在爸媽眼中應該算是很不聽話吧！可是我覺得算是一

個有主見、沒什麼思考力的人，就他會想要自己爭取，可是有

很多都想的沒那麼齊全；小弟就好像沒有明顯的個性，感覺就

是一個比較像弟弟的人。他們（爸媽）就會管弟弟比較多，基

本上弟弟他們的人際關係、交友到現在都還在管。」

（S1030329、S1030331） 

三、家庭事件與環境 

    個體成長歷程中遭遇的各類家庭事件與背景環境，會深遠影響個體

日後的發展，這些都是外在環境給予個體的歲月痕跡。家庭外在環境的

變動與起伏緊密關聯著個體成長歷程中的心理發展（黃聖紜，2005）。研

究參與者在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中成長，因家庭狀況的相異，發生的不同

事件、起伏，對研究參與者成長產生影響；此外，研究參與者的家庭儘

管在經濟方面較為弱勢，但呈現出來的家庭環境、氛圍對於個體發展並

不一定是負面而匱乏的。 

正面因素 

（一）家庭成員離開加速情感凝聚 

    生命的起伏並不全然代表負面意義。家庭變動之下，個體與家人的

情感可能因此在短時間更加凝聚。有研究參與者面臨父親的角色徹底脫

離其生活，覺察到自己與母親的情感更加濃厚、自然。 

「我們就搬去別的地方住，然後就轉學了，算蠻大的轉變，因

為旁邊已經沒有爸爸了，也不會覺得沒有爸爸很奇怪，可是又

好像還是有一種疙瘩吧！覺得跟別人不一樣的感覺，後來就慢

慢調適、調適、調適。……這段時間跟媽媽更親近了吧！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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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就也不會怕在媽媽面前哭，本來可能比較會掩飾自己，那

之後就還好。」（S3100509、S3100513） 

（二）對家庭經濟狀況的理解與體恤 

    社經地位不利家庭因經濟方面較為匱乏，對子女在物質的給予上可

能較不充足，或是以基本生活需求為重，較少提供娛樂等額外的物質。

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個體，從小體察較為弱勢的經濟處境，因而在

成長歷程中可能產生想脫離經濟弱勢的欲求（蘇淑貞，1997；賴東進，

2000；曹銘宗，2001；吳昭瑩，2002；沈芯菱，2006；蔡國南、陳芸英，

2007；古又文，2010；王崧任，2011）。然而，跨個案研究發現，研究參

與者從小對於家庭的經濟弱勢早已有所認知，也因對家庭環境的習慣、

適應而多半能接受這樣的情況；同時並能在成長過程中控制自我的物

慾、因對家庭的理解、體恤而自我約束。 

「從小就這個環境，應該說是習慣，一直這樣，就會認為是正

常的。所以也不會覺得埋怨什麼的。……後來遇到家庭背景比

較好的同學的話，就真的是很佩服他們的爸媽，也只是這樣。」

（S1030324） 

「我小時候就是即使有想買的東西，可是我也會想到家裡的情

況，然後就會做出一些抉擇，就有時候很想要這個東西，可是

又不是非常想要一直擁有它的話，我就會直接捨棄掉它。……

我本身不是很在意物質，或是金錢。」（S2031616） 

「我覺得……媽媽都會為了我們，都盡量給我們最好的。可

是……嗯，比如說，同學們都有智慧型手機，然後我沒有，但

是我覺得ok，因為我也很少再用，所以我覺得是ok的，生活上

都還是很過得去，我覺得不需要。」（S503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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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研究資料顯示在社經地位不利家庭成長的個體，往往在長大

就業後，藉由經濟獨立才可能脫離較為弱勢的經濟背景（陳正鋒，1998）。

而在本研究中，身為高中生的研究參與者對家庭經濟的體恤延伸為對資

源爭取的主動性，研究參與者從幼年即希望培養自我的獨立性、盡力做

到自我負責以減輕家中負擔；亦期許自己能藉由學業成就表現的正向發

展來改善家庭經濟的問題。 

「我覺得因為家庭的關係，我變得想要更獨立。就……有一些

花費之類的，就變得不想要爸媽出錢。嗯 ，也不算很大，可

是有一點推進力。應該說，其實我從國小就很想獨立，很想自

己獨立。然後到高中，家裡經濟狀況變得更不好的時候，就想

要對自己完全負責。」（S2031628）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專心努力的人，覺得一定要考一個好一點

的學校，不要去那種爛爛的學校，讓媽媽覺得負擔更重。」

（S3100514） 

（三）融洽的家庭氛圍 

    國外研究顯示社經地位不利或單親家庭容易有較多衝突、較不正向

的溝通，以及較低的家庭凝聚力（Baer, 1999）。然而，本研究發現，研

究參與者身處的家庭多半擁有正向、溫暖的家庭氛圍，這是支持研究參

與者穩定成長的支柱。無關乎經濟是否匱乏；也無關乎家庭先前的起伏、

變動，在當下能在穩定溫馨的家庭中生長，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是十分

滿足、珍惜的。 

「基本上我覺得是蠻喜歡（我家）的。因為我覺得氣氛應該算

是好的吧！雖然我也沒有去其他家庭待過，不過這個氣氛我是

蠻喜歡的，是感覺不錯的。」（S1030330） 

「我都還是會很想回家，回家感覺比較舒服，就可以跟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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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姊姊相處，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很喜歡回家。回家就相

對很放鬆，覺得很珍貴。大家高中應該很喜歡出去玩，然後我

是很想回家，就出門比例太懸殊的時候你就會很想回家。……

我覺得我家應該說在很多家庭裡，其實算還蠻和諧的、算蠻溫

暖的，就很常會想回家的，就覺得『啊！好想回家喔！』因為

家裡有很溫暖的感覺。」（S3100919、S3031628） 

    研究參與者所在家庭擁有溫暖的氛圍，一部分也與研究參與者的祖

父、母相關。特別是家裡有觀念開明的祖父、母，其與子、孫輩都能和

氣的互動，往往有助於整體家庭更和樂的運作。家庭氛圍亦會從個體與

其原生家庭的關係傳遞到孕育下一代的家庭，有研究參與者認為自己與

母親無話不談的關係恰如母親與外婆一樣的親密。 

「我是覺得媽媽和奶奶相處得很好，因為我奶奶是……怎麼

說，好像在我印象中，完全沒看過她生氣耶！所以我覺得應該

不會有什麼問題。然後，我後來問我媽的話，她也說都沒什麼

問題啊！」（S1030203、S1030204） 

「我阿公、阿嬤都很平均，就是不管你是男是女都可以，然後

現在還覺得生女生還比較好。因為現在男女比例失衡，然後他

們覺得女生較乖巧、比較孝順。因為我爸是我們三個都女生，

可是我叔叔又是兩個都男生。我覺得還蠻平衡的。」（S2031604） 

「媽媽比較不會跟我們說教。可能是有時候聊天會聊到她跟外

婆、外公的相處。就關係好像還蠻像的吧！媽媽好像也是什麼

事都會跟婆婆（外婆）講。」（S5100221） 

（四）家族共生與互助 

    過去的研究發現親友資源的支持，能使個體在生活中擁有積極樂觀

的行動去改善困頓的生活環境（許智傑，2008）。家庭內部的和諧氛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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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家族的聯繫、其他家族成員的情感連結與相互關心也是一種正向的

影響。雖並非所有研究參與者皆與其家族有緊密的來往，但定期的聚會

和往來的確具有分享生活和互助的意義。 

「像是外婆生日就一定會回去，全家都會回去啊！就只要是節

日就一定會回去，全部回去一起聚聚這樣。……媽媽他們家都

是姊妹，媽媽是第六小，總共有八個，都是女的。很多阿姨其

實都還蠻幫我們家的。高中選組的時候，表姊她們也都還有給

我建議。」（S1030204、S1030323） 

「我爸跟我叔，其實我們兩家是住在旁邊，就是原本的祖厝分

兩邊的。其實算是住在一起。我還有兩個堂弟，一個才國小一

年級，一個好像……國小三年級。然後我嬸嬸也是外籍，也是

印尼人，媽媽和嬸嬸就還蠻有話聊的。」（S2031604） 

    家族的共生和互助，在家庭內部資源較缺乏時，就發揮了頗大的價

值。有時是在生活資源上提供支援；而當遭遇經濟問題時，生活較富裕

的家族成員也能提供部分協助。 

「我們跟姑姑還蠻親的。我姑姑回來的時候會載我阿嬤出去

玩，對，然後有時候就會一起帶我們出去玩。其實最常帶我們

出去玩的是姑姑。……面試是在台中，我媽還說台中好遠、不

要去，我就說服我媽讓我去，然後後來是我姑姑載著我們去。」

（S2031614、S2031628） 

「因為媽媽不會固定下班，有時候媽媽會九點以後回來，還蠻

常這樣的。我們三個人就直接回家，因為我們也沒補習。然後

外婆也會幫我們，給我們錢。那時候阿嬤（指外婆）還幫我們

出錢買車，因為媽媽當業務一定要車子，所以就貸款買車，外

婆就幫忙出蠻多錢的。」（S3100510、S31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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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漸趨平衡的家庭狀態 

    家庭的變動並非永久，隨著時間的遊走，任何不穩定的狀態都可能

趨於平衡。家庭成員在經歷各種不同的動盪之後，可能是外在的波折、

經濟的難題、或是家庭成員的摩擦等，都可能慢慢磨合、谷底反升。同

時，隨著研究參與者的年齡增長和成熟，更能體會家庭內、外在的情況，

亦更能思考到不同家庭成員角色的立場。 

「我覺得我們家目前這樣子還蠻不錯的啊！這個狀態應該就

是我所謂的平衡了吧！」（S1030331） 

「我覺得家庭現在算是蠻平衡的，自從那件事到現在已經算蠻

穩定了，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波折。我覺得維持這個平衡就可以

了。」（S3100920） 

「我們家除了我二姊以外，每個人都經歷過很大一段調整期。

調整到現在這樣子我覺得是還蠻開心的，因為我們家還蠻民主

的，就是不會去比什麼、什麼的。媽媽她也不會一直想要管我，

她其實一直都還放任的，可是那種管是要看的到，就我做的東

西她要看的到。到現在就不會了，現在就是我有做的、我告訴

她我有做，她覺得那看不到也沒關係。就一直在改，然後到現

在才比較平衡，應該是彼此一直在磨合吧！然後磨了十幾年終

於磨好了，就經年累月的。」（S4030238） 

負面因素 

（一）家庭變故的陰影 

    生命歷程的驟變可能改變個體對於生活安定感的概念（吳昭瑩，

2002；周佩潔，2003；唐瑋，2005）。以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環境而言，其

家庭背景遭遇的變故都不大相同，可能是天災造成的家庭經濟匱乏、至

親逝世或父母因故離異而造成的單親家庭，但無論事件發生的時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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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何，對研究參與者的成長一定是留有印記。這些變故的印記，也許

隨著時間較淡化，卻不可能完全自研究參與者的記憶中抹滅。 

「那時候921地震啊，就是我們家有倒，那時候就是有跑出來

嘛，然後後來好像去到姑姑家那附近。我們就是逃出來，在那

附近不知道有沒有搭帳篷我也忘記了，後來我們還有好像在爸

爸朋友家借住一段時間。那時候我年紀很小，可能沒辦法體會

他們爸爸、媽媽的心情（思考）。但就是那時候家裡財產什麼

的好像都沒有了。」（S1030204、S1030205） 

「小學三年級有一天回到家，然後媽媽就說跟爸爸可能會離

婚，然後我就哭就說『為什麼，嗄！不要、不要……』什麼之

類的！後來好像媽媽就安慰我們，後來就沒有了。可是後來還

是有一些問題，還蠻常大吵大鬧。有時候他們在他們的房間

吵，我們就會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偷哭。後來還有一次好像是他

們吵架，爸爸還有掐媽媽，然後就一直哭。爸爸那時候應該已

經生病了，好像是先糖尿病，然後就覺得很煩吧，就又開始憂

鬱。……爸爸好像就變得情緒會放大，我們就覺得很恐怖，可

是我覺得當時就沒有、不會想到說要怎麼幫爸爸，就只是覺得

他很討厭，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然後還一直打我們，就非常

討厭他，覺得他是一個很想要逃離的人，可是又不行。……後

來小三到小五就好像因為他們越吵越僵，結果媽媽就沒有住家

裡了，她就去外面住，然後我們三個就跟爸爸，應該有半年以

上吧，就是沒有跟媽媽一起住，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S3100505、S3100506） 

    研究參與者對於親人的死亡，有較深的陰影；有位研究參與者甚至

對於自己無法改變親人離世的事實，產生愧疚和遺憾的心理。對於年紀

仍輕的研究參與者來說，著實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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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某一段時間……怎麼說，

就之前很常跟你相處的人，以後再也看不到，然後心裡就有一

種複雜、空虛，現在想起來應該是一種空虛的感覺，就是以後

看不到那個人了。」（S1030207） 

「後來我國三的時候那個叔叔過世了。就是我國三要模擬考的

前一天他就過世了，我是最後一個跟他講電話的人。……我到

後來都還蠻後悔的。我覺得錯不在於我，可是我就是覺

得……。」（S4022624） 

    有一些家庭事件的缺憾是較隱性而深遠的，並不一定是在事件當下

或相近的時間裡產生劇烈的反應，而可能當個體思考更加成熟、感受更

為敏銳後，才體悟到較高層次的遺憾。研究參與者在幼年喪父，由於年

幼而印象較淺，卻隨著自我的成長，而漸體察到成長歷程中缺少父親角

色的落寞。 

「我對我爸過世的當下可能有感覺，可是後來就沒感覺了。但

如果是這個角色，那感觸很多了！就是沒有人幫你換電燈泡，

所有東西都要自己來的那種感觸。這到國、高中感觸比較深，

就當我發現自己要換燈泡之後，還有自己要打蟑螂的時候感觸

就比較深。那個在情感面上有差，我姊後來說是情感上不同，

真的！」（S4022609、S4022619） 

（二）家庭經濟的困頓 

    家庭的經濟因素，對於一家庭發展的影響層面是頗大的。在社經地

位不利家庭成長的個體，從小對於家庭經濟的困頓與壓力感受是非常直

接的（賴東進，2000；曹銘宗，2001；蔡國南、陳芸英，2007；古又文，

2010）。研究參與者在社經地位不利的家庭生長，成長歷程中經常遭遇家

裡經濟困頓的情境。面對父、母親為經濟問題煩憂，或眼見家中經濟亮

紅燈，研究參與者其實是感到無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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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國小的時候學費沒有那麼多，是越到後面越辛苦吧！

應該是每個月都蠻吃緊的，就爸媽薪水啊，大概在發薪日前幾

天就會呈現沒錢的狀態。就有......負債、房貸要繳，現在這間

房貸。就爸媽的薪水基本上要繳那個房貸還蠻辛苦的，還要應

付三個小孩的生活，就有點……困難。」（S1030210、S1030217） 

「後來少了爸爸，就變得比較……。因為爸爸生病之後就是完

全沒有收入；生病之前還有一點零星的，零零星星的一點工

作。」（S2031608） 

「經濟的話我覺得還是有，像是媽媽賺錢那麼辛苦，所以花錢

就很謹慎吧！其實經濟是會擔心說媽媽會不會怎麼樣，這樣很

辛苦，就會有點擔心她吧！」（S3031622、S3031623） 

    在研究參與者的家庭中，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父母多半並不會和子

女直接透露家庭經濟的弱勢，主要也希望子女能在健全的環境下成長；

儘管如此，早熟的研究參與者在成長歷程的所見所聞之下，早已進行自

我反芻。 

「這種事情……要怎麼講呢？其實真的是漸漸發覺，我也不知

道什麼時候發覺，反正到最後就知道蠻辛苦的。……可能就自

己得出來的結果啊，從以前到現在這樣，然後看起來也算辛

苦，得出的結果就是很不輕鬆。」（S1030324、S1030325） 

（三）父母失敗生命經驗的影響 

    個體的成長歷程也受到其父母生命經驗的影響。家長職場上的挫敗

經驗，會讓個體產生負面想法(Menaghan &  Parcel, 1995)。研究參與者

耳聞父母生命中因特質、選擇而沒有掌握到較佳的工作機會，或造成失

敗的經驗，這是讓研究參與者自我感到借鏡的。研究參與者在分享父母

失敗經驗的口吻中，同時散發了不想重蹈覆轍的遺憾。 



236 
 

「其實就是他們（指爸媽）蠻多機會沒有把握到的。像是……

爸爸之前好像要考警察吧！他本來要考，後來因為一些資格不

符，就沒有去了。好像是爺爺那邊有什麼問題，就爺爺好像跟

別人有什麼糾紛，類似像前科之類的。後來爸爸常常講說差一

點啊！差一點可以考！後來他去工廠上班，結果之後爸爸也是

辭職不做了。當時好像是有一個主管蠻喜歡爸爸的，想要升

他，結果爸爸不太喜歡那個環境。基本上應該是只要他不喜歡

的，就不會硬要待在那邊、委屈求全。」（S1030324） 

「我爸據說是個野心很大的人，我們家會淪落到現在其實跟我

爸也有關係。就是他會一直想要投資啊，去幹什麼、幹什麼的，

就野心很大，可是就沒有考慮過吧！所以如果我爸還活著，我

們可能比現在還慘！就是我爸是個衝動行事的人，應該……也

沒有什麼具體的事可以講欸，可是因為我爸整個就是會想蠻多

的。」（S4022609） 

（四）祖父母重男輕女觀念 

    在五個社經地位不利的家庭中，四位女性研究參與者都僅有同性手

足，而部分研究參與者的家庭仍受到祖父母重男輕女觀念牽制。因為研

究參與者的母親沒有生男孩，而受到祖父母的冷落和漠視，相對在資源

的支持上亦較為短少。這部分也間接影響女性研究參與者日後對於異性

的觀感，研究者將在後面「社會互動」章節中進行其他相關探討。 

「阿嬤、爸爸那邊，好像就是說什麼阿嬤因為媽媽沒有生男

生，然後就好像不大重視我們這一家，然後就……之類的。因

為媽媽沒有生男生，就比較沒有被重視。」（S3100502） 

「他們對男的比較疼。他們重男輕女的觀念超嚴重。現在證明

了男的也不能幹嘛！」（S402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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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求學歷程 

    本研究鎖定的研究參與者為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高中生身分，在其

迄今十多年的生命歷程中，學校生活占了大半時間以上，自幼稚園、小

學、國中到高中，不同求學階段隨著年歲、求學環境的差異而可能有不

同的經驗。在研究者進行這些高中生的生命經驗訪談過程中，他們多數

是用求學階段概略切割、去定義自己生命的不同時期。由此可見，求學

歷程的不同環境、際遇對他們的影響具有非常大的影響。 

    在此，研究者將「求學歷程」的跨個案研究探討分為「學校與班級

氛圍」、「學業成就表現」、「教師角色的影響」及「自我驅策與要求」四

部分，分別從求學階段的環境、課業、求學環境的關鍵他人（教師）以

及自我在此歷程中扮演的角色依序探討；每一部分亦分別從正面、負面

的經驗進行探究。 

一、學校與班級氛圍 

    學校是求學階段個體的另一個「家」，除了在家庭的生活起居，學涯

中生活絕大部分的時間正是在學校裡度過。正向的學校環境有助於個體

的學習與提升（劉佳珍，2009）。研究參與者在正規的求學過程中，歷經

小學、國中到高中的不同場域，也遭遇到截然不同的學校與班級氛圍。 

正面因素 

（一）開闊的校風視野 

    在跨個案研究中發現，正規的學校環境大多仍是循規蹈矩的，循著

一般的學校行事、課程規劃運作，特別是國民教育階段的小學、國中最

為明顯。如此的學校環境氛圍並不能滿足研究參與者的學習需求，一直

到研究參與者進入較為創新、開放的高中生活，體驗學校開闊的學風後，

始開啟研究參與者較為宏觀的視野。 

「我讀的高中是一個開放、創新，宏觀；學風、校風算是自由



238 
 

的一個學校。因為我們在服裝上沒有所謂的制服，書包也沒有

規定。然後我們會有賣一些學校的徽章之類的，然後有些人會

把那些別在身上，以示身分之類的。它講求的視野、創新，給

學生較多的思考。」（S2031624） 

    除了學校開闊的環境氛圍與自主學風外，班級場域學習方式的靈活

變化亦使研究參與者感到驚艷和興奮，因而更努力、積極朝著自我的學

習與成長邁進。 

「我待的班級還蠻特別的，就是研究方法實驗班。所有免試上

那個學校的就在那個班級裡面，然後特別為這些免試生規畫一

個課程。其中有一門課就叫做研究方法實驗，就下午三堂全部

都是，然後就會教我們如何撰寫小論文之類的，然後如何去研

究、研究方法是什麼的；然後，讓我們去思考很多的議題。……

我喜歡這種學習方式，因為就是跟其他學校很制式的不一樣。」

（S2031623、S2031624） 

    然而，並非多數的研究參與者都能進行這般開放、廣闊的學習環境，

多數研究參與者依舊循著傳統的學習脈絡往前走。因此，在求學階段中，

研究參與者不斷往下一個求學階段期盼著，希望能擁有更開放、多元的

視野。 

「我那時候覺得我終於要脫離我們班，我一直想要進美術班，

因為同學吧，同學不一樣，那時候就覺得我終於同學不太一

樣，就可以換個環境吧！那時候要上高中超期待，就會想說：

感覺一定……同學人很好，因為那時候同學就跟我差不多吧，

就感覺會比較有話題聊，嗯……就跟感覺我現在要上大學一

樣，哇！大學一定是很美好的校園生活這樣子，那種感覺。」

（S5092912、S509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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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穩定正向的班級 

    相較於學校環境的氛圍，求學階段每天所處的班級對個體的影響更

鉅（翁慧圓，1994）。研究參與者認為，在穩定正向的班級學習，與同儕

的良性互動、支持，對於自己的學習動力和績效是非常有幫助的。在正

向的班級中，除了感受到同學互助的可貴，也在過程中受到同儕積極的

帶動。 

「我覺得我待的班級是一個很好的班級，對於學習，還有班上

的穩定性和團結性很好，就是每個人相處情況非常好，然後就

跟國中完全不一樣。我們班算是互相幫忙，就是……不只要自

己好，也要別人好，可能跟我們數學分組考試有關係吧！就是

我們數學成績會由比較好的人當組長，然後其他是S型分配，

就有好有壞，然後考試的時候就一組一組坐，組長要負責，用

討論的方式，最後交出一份考卷來，然後那份考卷的成績就是

所有組員的成績。」（S2031623、S2031630） 

「我們國三是有編班過的，國三的那個班我就還蠻喜歡的。

喔！我們是被抽出來的那種，就用成績分的，就抽出來的那

種。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很拚，然後我覺得那時候的老師也有影

響我，那時候老師對我們都很好，很凝聚班上的向心力。……

那一年就是一直拚基測，然後下學期的時候每天都夜讀，就覺

得很有一種夢想，大家要一起考上一個很好的學校。在那個班

我就體會到每個人都不同，像夢想啊，就覺得他們會比較有夢

想，然後就會帶動你自己，就周圍環境比較不一樣，你會覺得

自己好像也提升了一些。」 （S3100512、S3100513、S3100514） 

（三）多元活動接觸 

    個體的學習並不侷限在班級、課業，參與學校舉辦的多元活動，使

個體能廣泛開展學習視野，在活動歷程中的所見所聞，增進各面向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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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研究參與者在科展、班級競賽中拓展興趣、學習團隊合作等，都是

多元學習的基石。 

「那時候參加過兩次的科展。一次是在中年級的時候，一次是

在高年級的時候。然後中年級那個時候是在做紋白蝶的那個實

驗。然後我們好像是紀錄牠成長的過程；高年級的時候是做廚

餘的生活回收再利用。……廚餘那次團體好像是全市的第一

名，然後一個是第二名。那些都是我們自己想要做的，然後老

師來找人，看誰有意願想要做。然後自己決定主題。」

（S2031609、S2031610） 

「我們學校其實真的活動超多，參加活動的時候就真的還蠻開

心的。比如說我們有軍歌比賽、合唱比賽、也有有氧舞蹈比賽，

就很多班級性的那種，一起練還蠻開心，可是有時候會很累，

就是假日都要出來練、放學也要練，可是就跟大家一起相處的

時候就很開心，我們班還蠻強的，雖然很累，可是最後都會得

名，像我們合唱比賽也得第一，排球比賽也得第一，就覺得很

開心。就會覺得努力過後得到收穫吧！算是很開心。」

（S3031629） 

負面因素 

（一）在重玩樂的班級裡逆向前進 

    求學環境對一個人的學習，可能是向上的助力；卻也可能是向下拉

扯的阻力（石培欣，2000；李巧琳，2002；曾端真，2005）。研究參與者

分處臺灣不同的縣市、城鄉，國中以前就讀的學校都是住家附近的公立

學校，然而或許因為研究參與者較突出的課業成績與學習表現，反而在

國中所處的班級中成為「異類」，在那個求學階段裡，研究參與者經常與

重玩樂卻不重課業的同學、班級氛圍逆向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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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時候原本是要考美術班，然後沒考上啊，我就被分到普

通班。我覺得老師跟同學，在程度上都差很多。然後我真的覺

得同學有差，那時候感覺就是在那種放牛班、或混混班。喔！

怎麼說，就他們有時候會偷偷翹課出去，翹出去玩、去網咖吧！

然後就不愛讀書，就比較多亂七八糟的啊！像以前國中好像有

說不能染髮吧！反正也是有人染頭髮吧，就走在路上痞子、痞

子樣的那一種。……他們等於就是跟我和平相處。他們就會說

『喔！你到底怎麼讀書，這麼強啊！教我』之類的，但也是隨

便說說的。他們不會排斥你，就還是和平相處，只是我很像異

類吧！他們出去玩也比較少會約我，因為我通常都會說不行

啊、我要讀書之類的。」（S5092908、S5092910、S5092911） 

課業成績的表現太過突出，相較於重心放在玩樂的同儕，卻沒有因

此隨波逐流、降低自己的程度和他們同化，就容易被視為特異獨行的角

色。有研究參與者在國中班級中遭遇難以釋懷的負面經驗，即使得到老

師的支持，被同學霸凌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也在成長經驗留下陰影。 

「國中的壓力來自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我國中就開始被霸凌、

被同學排擠，然後又常講錯話。我國一的時候成績大概都是全

班第一，跟下面那個差不多都差大概二、三十分，就覺得說：

『為什麼我要過得那麼痛苦？』那時候老師是支持我的，可是

如果沒有老師，一般的生活我還是就是被排擠的很嚴重，他們

就覺得我很囂張。所以到後來，演變成我現在很習慣就都是低

著頭。……我那時候想過最偏激的是我要在學務處面前自殺，

但是沒有做。後來演變成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每天上課都很

痛苦。那個班的老師全部都是跟我一對一上課。下面全部二十

九個都鬧哄哄的，老師就只對著我上課。」（S4022620、

S40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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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和課業的動機差異外，研究參與者也可能成為同儕戲弄、挑

釁的焦點。國中階段的同儕由於較為叛逆、成熟度也不高，所做出的舉

動是較為幼稚的，在心智較早熟的研究參與者眼中，這些欺凌的行為反

而變成是其笑看以對的經歷。 

「我所處的那個班級，應該說是放牛班，就是很多、幾乎一半

以上的同學都不愛太讀書。我覺得國中生有很多思考還沒有很

成熟的時候，會有一些幼稚的舉動，例如說，他們會特別排擠

某個人，或者是欺負老師之類的。……我在那個班級，可能算

是功課前段的，不太會去做這些事情，導致有些人就會想要來

找麻煩，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做一些我覺得可能沒有什麼特別太

大意義，但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事。像他們可能會翻桌，或者是

直接把桌子翻掉。有時候是翻自己的桌。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

要翻自己的桌，還要自己整理很麻煩；然後有時候是翻別人的

桌子，有時候是弄倒椅子，或者是弄一些噁心的事情，噁心的

像是……在梳子上沾一些污穢物啊，然後就開始去梳別人的頭

髮什麼的。」（S2031618） 

（二）高度競爭的壓力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求學階段的態度與發展，與環境競爭程度存在部

分關聯性（黃佳綾，2004；陳銘漢、李清波、李鳳美，2006）。研究參與

者在求學階段，經歷了兩極化的班級場域。在氛圍重視玩樂、反叛的放

牛班之外；進入同儕同質性較高、課業壓力較為競爭的學習場域中，開

啟了另一層次的學習課題。研究參與者則認為在課業高度競爭的班級

中，學習的步調相對較快，課業在生活中的比重瞬間遽增。 

「在競爭很高的時候，就很容易覺得疲勞。在那班……是可以

跟之前一樣達到那個高度，是可以，可是要很努力、很努力，

然後才能排名到前面。後來就有點發覺說：這麼努力有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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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啦！」（S1030219） 

「我們那所學校還蠻有名的，是升學型的小學。我們就沒有什

麼快樂的童年，就是讀書、讀書這樣。我國中的時候就跟很多

同學說：『那個不是國小就教過？』他們都說『哪有！』……

後來很多畢業生都上一中、女中。到現在很多女中的人都是我

國小同學、朋友。」（S4022614） 

（三）獨善其身的班級風氣 

    年齡和經歷會使個體對於人性的見聞更加拓展。研究參與者高中階

段多數就讀的算是升學率較佳、同儕程度較優異的學校（甚至是在地排

名第一的明星高中），在進入高中後，卻感受到同儕過度重視課業而對群

體事務漠不關心的現象。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自身花了許多時間進行

自我調適，才從適應到接受，接受卻無法認同。 

「感覺高中的人都比較自私。表面上，感覺很和樂、團體向心

力也蠻強的，可是我覺得分開來看，我覺得每個人就變得很自

私，比較現實。我真的覺得會讀書的人，很明顯啊！他們都會

覺得書就是一切，其他都不重要，他們就比較沒有人情味的感

覺，比較自私自利，就是『我好就好，你們關我什麼事』這樣。

比如說最近有球賽，有一些人就都待在教室，大家不是應該都

要去加油嗎？我就會去啊！但是就有很多人就待在教室看他

們的書，睡覺、看書，很事不關己，他們就覺得『反正都不關

我的事，我幹嘛要去！我只要考得好，考上好大學就好！』」

（S5092915） 

    研究參與者雖察覺到同儕忽視班級事務的事實，卻希望能轉化這樣

的情況，因而決定從自身做起，以身作則，期盼能改善班級冷漠的氛圍。

然而，卻無法因個人的努力而扭轉班級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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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時候贏得所有人的尊敬！因為高中大家都很漠不關心

彼此，那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公共事務上，我那時候什麼幹部

都不是，我只是個小老師，可是我去管很多班上班長該管的

事，去幫大家宣布，去帶動氣氛什麼的。可是同學就都很冷，

就看到我就講一下，但是大家都還是顧自己比較多。」

（S4022629） 

「做與不做，真的沒有對錯。我不明白妳們是用什麼心態擺爛

的，我看不下去，所以做。妳們卻又會覺得有人會做。就是放

不下吧！」（S4 臉書文字 1001023） 

（四）因資源缺乏而錯失機會 

    研究參與者在求學階段除了在課業方面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外，對於

其他領域的學習也有興趣。然而，卻可能因自身資源的缺乏而因此放棄

學習機會。研究參與者即因顧慮減少家庭開銷，而放棄參加田徑隊。 

「我國中的時候本來是想加入田徑隊，可是中年級的時候，跑

步測驗沒有過，就沒有參加；高年級的田徑隊教練又來找我

們，可是那時候我想到要買釘鞋什麼的，要花錢，所以就後來

又沒有去參加」（S2031620） 

二、學業成就表現 

    求學歷程中的課業學習，是研究參與者最為關注的面向。研究發現

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關係並不如一般人認為的高（鄒浮安，1994）；

White（1982）與Sirin（2005）也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的關係只

有呈現中度到低度的相關而已，甚至有越來越低的趨勢。本研究中的研

究參與者在學業成就的表現頗為優異，對於課業表現都有一定程度的自

我要求。但由於學習階段不同、身處環境的差異，以及他人的影響，研

究參與者在過程中經歷了一些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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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因素 

（一）發現自我優異學習能力 

    個體對於自身學習能力的覺察，有時必須經由與環境中的人際互動

比較之下才能有對照（陳奎憙，2001）；但本研究中，研究參與者在幼年

時期即在生活中展現出特殊、優異的行為。研究參與者在成長階段，更

在各種面向覺察到自己較同齡者優異、成熟的學習能力。 

「小時候已經很多人跟我媽說過類似的話，說我怪、我很特

別。例如說，我那時候想事情想很快。就像那時候我叔叔在洗

澡，然後我要上廁所，我就叫他出來。然後他說你從一數到一

百，一般幼稚園的小孩可能都笨笨的從一數到一百，但是我就

只會說『好啦！一、一百！你趕快出來好不好？』就是直接反

射吧！」（S4022607） 

    個體成長的脈動往往經由與環境互動而更加成熟（黃慧真譯，

1995）。隨著研究參與者進入學校就讀，在各類的學習活動中，更清楚發

現自我優異學習能力的展現。因為自我理解，而能歸納自己的學習優勢，

在學習上亦感到輕鬆、自信。因為能力發展的優異，五位研究參與者中

甚至有兩位在國小階段提早入學就讀。 

「小一、小二那時候所有的段考就只有考兩科，就國語跟數

學。那時候兩百分，大家都是一百九十六分。我記得我每一次

都是一百九十九分，好像都是國文被扣分，那時候我就覺得我

的數學很厲害啊！……那時候覺得自己的記憶力很強，就背東

西很輕鬆，可能是因為這時候一直擠出來的，在這時候應對的

很輕鬆。」（S1030207、S1030218） 

「一些奇怪的事也是在那個時候（指國小一、二年級）發生的，

我那時候發現我自己其實很會背書，也發現自己英打還不錯。



246 
 

我們那時候一天要背一首詩，然後就『欸！ 背起來了耶！』

然後我好像是全班第一個背會九九乘法表的人。我就這樣念下

去就背好了，就一次念完就背好了。我以前好像有自己訓練過

一目十行吧！有一段時間啦！應該是國小一二年級，那個時候

就看童話書呀！我看一頁的速度是人家看一頁的很多分之

一。我就是看書比較快，我一條一條看，可是看完就忘了。所

以也不是看關鍵字，因為我每個字都有看進去，可是看完就會

自己分出關鍵字。然後那段時間好像還發現自己會拼那個立體

的拼圖，還有會音樂。我幼稚園就會看國字了，那時候其實還

不會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後來我提早入學，所以我六歲就

讀國小了。」（S4022606、S4022607） 

「我那時候是讀國小附設幼稚園，然後原本不是你要早讀你要

考試考過，可是我是……就老師說你已經可以上小學，可能我

小時候比較聰明，比較可愛，沒有啦！哈哈哈！我不知道啦！

就老師說我可以先上小學了，就直接上國小。」（S5092904、

S5092905） 

    覺察到自我優異的學習能力，對於個體是有正面影響的（陳若男，

2011）。在學習速度、思考認知方面的優勢，讓研究參與者的學習事半功

倍；同時也在優勢能力的成長中更往前進。 

「那時候碰了電腦，我就發現我很會看電腦，我很快就可以熟

悉一個東西。我在一年還兩年之間，就神速般進步，我到五年

級打字就可以到……。我以前都是一指一指敲，但是到國小五

年級就可以敲到一分鐘差不多七十個字了。」（S4022615） 

「我覺得我比她（妹妹）聰明。應該說……數理方面的頭腦吧！

就比如說，今天晚上我看一下，明天要考數學，我就趕快看半

個小時，然後去考就好了；然後妹妹可能就是要把全部的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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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算完，還問我要怎麼算。」（S5100223、S5100224） 

（二）站上成績金字塔頂端 

    研究參與者國小、國中階段的優異課業成就，讓他們經常位居班級

成績的金字塔頂端。在輕鬆應對的情況下始終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也

在成就感中自我滿足和再期許，享受身為第一名的榮耀，對研究參與者

而言是莫大的學習鼓舞。 

「這個階段裡最開心的事就是考試，因為會有很強大的成就

感。那時候……怎麼說，就你考了一次第一名，就會不想失去，

然後就會繼續認真維持。那時候還蠻喜歡那樣的，就覺得很厲

害吧！」（S1030208） 

「我那時候成績都是最好，就很輕鬆、非常輕鬆。國中我只要

在這（指一個高度），然後下一名就在這（指距離很大的另一

段高度），就差很遠。我一直到國中以前都是第一名啊！我覺

得當第一名就是比較容易被注意啊！如果你成績比較好，老師

會對你比較好，我覺得啦！」（S5092910、S5100222） 

    有研究參與者因此陶醉在居於成績頂端的成就感中，到後期，對於

成績呈現的樣貌愈加重視，更致力於維持好成績的一致性。 

「那時候完全就是自己心裡的成就感，喜歡那種分數的數字很

大，可是排名的數字很小的那種感覺，就看起來很整齊，不會

像有同學的分數參差不齊，然後數字不大不小。」（S1030209） 

（三）漸入佳境的成就感 

    在進行跨個案研究中，研究者發現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每進入

新的學習場域，較需要經歷一段起伏的調適期，研究參與者的學習步伐

在起伏中力求穩定。但當進入較平衡的穩定狀態後，所得的成就感卻更

加支持研究參與者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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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覺得是沒有掌握好，現在我覺得漸入佳境。因為我高

三成績差蠻多的，我高一成績普通，高二就是咻……（比下降），

雖然有想要努力，可是放在社團的時間還是太多了，我現在回

去想，我覺得還是太誇張了！幾乎是每個禮拜、假日都會有社

團、社團、社團，然後就很少念書，我覺得我念書時間太少。

因為去社團之後，就算你回到家了，心情如果沒有平衡好，還

是會浮浮的；可是現在高三就幾乎沒有再管社團。我現在整個

就一直看書，我同學就說『欸！你好像真的有蠻認真努力的

喔！』然後實際上考出來的成績也是還蠻前面的。」（S3031629） 

「後來我好像變聰明了，所以就不笨了。那時候好像跟我媽說

我要去學圍棋……，後來月考成績還不錯欸！然後就有嚇到，

就發現我可以跟男生比耶！我數學還不錯耶！很多很多奇怪事

就發生了，就覺得自己其實是可以的、知道自己可以讀書。原

本國小可以拿全班前三名，就覺得很好了；後來到國中才發現

我可以拿到全校前幾名。」（S4022614、S4022620） 

    經歷不同的求學階段，研究參與者漸能歸納出自己的學習步調，在

上上、下下的學習曲線中，找到自己的平衡，以及下一個穩定的交點。 

「我已經知道自己的模式了。我每一段時間都是很笨、開竅；

再很笨，再開竅……。然後後來學校成績慢慢的進步，也比較

充實。後來就是真的是開竅，就突然有一天我就真的懂了。因

為這種事我每一段時期都會有過，我也不能解釋到底是怎樣，

除了國中比較沒那麼明顯，國小跟高中都有，我覺得是一個

點，時間點還沒到，我就認了它。」（S4022631、S4030243） 

「上高中後，其實課業感覺跟以往大不相同了說。國中和高中

的課程程度好像有一點距離，不過這也是要改變讀書方法的原

因了！」（S3 信件 9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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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因素 

（一）高處不勝寒 

    研究參與者在求學階段經常處於成績的頂端，然而有時卻也因此感

到孤獨、沒有共鳴。 

「回想起來好像都是自己在努力之類的。在那時候是覺得說，

其實很多事情自己來就可以了，就比較沒有那麼依賴同學什麼

的。」（S1030316） 

（二）從頂尖到平庸的挫折 

    求學歷程與同儕的競爭、比較可能為個體帶來心理歷程起伏，因比

較的相對弱勢而使個體感到挫折（莫藜藜、賴佩玲，2004）。研究參與者

在進入高度競爭的高中求學環境後，因為同儕程度較為一致，不再能經

常保持頂尖的課業成績，甚至因為同儕更優秀的課業表現，而開始感受

到內在的衝擊與挫折。 

「聽人家說那所高中比較好玩，不會像一中壓力那麼大，我覺

得主要應該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選擇那所學校）。進去以後，

壓力還是很大。一開始覺得還好，可是真的到後面有點累

了。……最後其實大家都在衝，可是考試的時候我就真的有點

失常。」（S1030319） 

「課業的話剛開始很認真，那時候從國三升上高一就想，我都

進P女中了，我一定要很拚！那時候每天五點放學，坐公車回

家，晚上弄好七點開始看書，可是考完後就覺得：『唉！怎麼

好像沒考那麼好？』我就問同學說都幾點開始讀書，她說『八

點！』我就覺得為什麼！她還說她都在看韓劇，我不知道為什

麼，就想說……，後來就變懶惰了。後來參加社團就一直玩社

團，有點自甘墮落，就更往下掉了！」（S31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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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體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加上仍處於高中新生活

的適應期，成績表現的衝擊讓個體產生自我懷疑。研究參與者因壓力過

大而出現張力較大的情緒反應，以及自覺平庸的無奈感。 

「那時候高中一進去的時候我真的嚴重適應不良，又開始摔東

西了。那時候我姊給我很大的幫忙。我摔東西不是那種摔會壞

的，我是摔書而已，最嚴重的時候大概一個禮拜兩、三次吧！

然後就會對我姊大吼說：『你幹嘛叫我來讀女中？』那時候很

痛恨我姊幹嘛讓我選這個，就適應不良，又遇到很多困難。也

不能說是城鄉差距，因為很多從南投去的學生都很優秀，可是

就覺得說：『為什麼我會比別人弱？』是真的！就跟不上！......

我從國中那種都很好，掉到那種大壞，就可以知道其實我沒有

很厲害。」（S4022628、S4022631） 

「我高中都一個人，因為高中就跑到婆婆家住。我一個人我就

會偷懶，就覺得有一點孤單吧！……然後負面的情緒也會有，

就感覺怎麼考都考很爛，就覺得書都讀不完，然後都考很爛。

我覺得我到高中，讀書就變得很爛、很不認真。國中比較認真；

然後高中就覺得算了，怎麼考都還是這樣子，因為全部人都很

會讀書。」（S5092917、S5092918） 

（三）社會與文化再製的無奈 

    城鄉資源的不均，反映在求學環境的競爭力中；卻也同時顯露出社

會資本論觀點下的無奈（Coleman, 1988）。研究參與者自覺生長地學校資

源與競爭力較弱，認為高中階段外出求學在當地是十分正常的現象。 

「出去外面念書是真的蠻正常的，因為苗栗的學校......。苗栗，

我覺得好在民風淳樸，然後空氣很好。」（S5092907）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因家境清寒或家庭經濟資源不足而欠缺文化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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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郭靜姿，2011）。研究參與者進入競爭力較佳的高中就讀，同

儕多半是原校優秀的頂尖分子，其中也有許多來自環境資源較多的家

庭。研究參與者此時深刻感受到成長背景資源的影響，無論是經濟上的

支持，或是文化刺激的增長，研究參與者開始感受到自己是相對弱勢的。 

「高中的同學是從比較多學校過來的，還有每個人的家庭背景

什麼的就會差很多，所以討論的時候就會有很多意見，然後很

多意見是我聽不懂的。比如說……有點覺得我不懂那些東西，

然後就會想說讓他們去決定就好了，就放給那些比較有主見的

同學去決定。尤其主要就是在常識那方面吧！那時候開始覺得

之前自己的常識很少，然後現在很多計畫啊，高中的時候班級

就有很多活動，平常在規畫這些活動的時候，就覺得：哇！他

們好厲害喔！他們怎麼那麼自主……之類的，就很佩服他們。」

（S1030321） 

「高中的同學還算蠻不同的。因為進P女中的通常家境都比較

好一點，真的，成績好的蠻多都是家庭環境好一點，爸爸、媽

媽栽培出來的……有差、真的很明顯！」（S3100915） 

（四）自認不聰明，全靠苦讀與摸索 

    跨個案研究中，研究參與者遭遇到課業學習的挫折多發生在高中階

段。或許由於高中所處場域同儕競爭的壓力，研究參與者在自我質疑後

產生學習的挫折感，進而歸結出自己並非聰明、求學全靠苦讀的結論。 

「那時候就蠻吃力的。那時候就覺得自己不聰明，我從國小到

國中就都覺得自己不聰明，算是硬努力上來的吧！我也不知道

自己哪來的毅力！」（S1030214） 

「我高中一開始讀書的方法錯了，我都是一直撞，然後換到不

同的模式，所以我高中一開始讀書的模式是按照國中那一種，



252 
 

所以就是調整的還不夠快，那半年來一直在調整方式。」

（S4022629） 

    有研究參與者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撞牆期」，在過程中不斷摸索、自

我拉扯，並反思自我先前的求學歷程。雖然研究參與者當時的內心是非

常煎熬的，但這樣的挫折卻也使其有所領悟、更加成熟。 

「高一的時候我幾乎是怎麼讀、怎麼忘，然後數學題目都看得

懂，可是都忘記怎麼算；然後英文每次都覺得自己背的很熟

練，可是看到題目就馬上空白。我那時候才可以明白國中老師

跟我講過的，我不過是苦讀的，我沒有比別人聰明。我國中的

老師就有跟我講說，其實大家最後都是殊途同歸。我才明白他

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去讀好學校吊車尾；跟我去讀比較次等學

校的那種情況……。我們班讀次等學校的人，後來考學測成績

比讀女中那些後面的人好很多，我後來覺得要看人啦！我覺得

至少我會開始反省說，我不可能一直都這麼順遂，我一直以為

我自己比較聰明，後來發現沒有。」（S4022631、S4030243） 

（五）家庭期待的壓力 

    來自家庭過多的成就期待亦可能是個體壓力的來源。有時期盼不全

然是來自於父母，家族期待氛圍亦可能形成個體求學歷程的壓力（楊垂

芳，2013）。研究參與者身為家族中最會讀書的孩子，抱著整個家族的期

望進入頂尖的明星高中就讀，當在學習遇到瓶頸同時，這樣的期望加劇

了研究參與者學習的壓力。 

「我是抱著兩個家族的期待去讀女中的，我媽跟我爸那邊的家

族都很不會讀書，所以我是抱著很大的期待去讀女中。我二姊

是讀南投高中；大姊讀私立的。所以我就覺得要好好讀書，可

是我又覺得好後悔，那時候很痛恨我姊幹嘛讓我選這個，就適

應不良，又遇到很多困難。」（S40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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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角色的影響 

    教師是學校場域的重要他人，不管身處的是哪一個求學階段，教師

是知識的傳授者、班級的經營者，也是學生生活直接接觸最密切的對象。

教師角色對於研究參與者在求學歷程中影響的角色並不單一，也呈現出

正、負面的影響，這些影響對研究參與者的發展卻頗長遠。 

正面因素 

    教師角色的正向發展有助於使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在求學階段邁向更

高的成就，亦獲得支持的力量。Robert 與 Carmen（2006）認為社經地位

不利學生在學習方面，因後天努力的成果及優異的能力而有出色表現，

讓老師看見其亮點；教師進而提供支持和資源幫助其人格形成的正向發

展，給予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和資源去達成目標，使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

發展更越趨正向。 

（一）溫暖的正向鼓勵 

    正向的生活支持與鼓勵對於尚處求學階段的研究參與者是非常重要

的，提及求學生涯中的教師角色，最讓研究參與者印象深刻的即是來自

教師溫暖的關心、鼓勵和支持。有時候教師的關心隨著時間仍不斷延伸，

對於研究參與者正在面臨生活起伏的時候，這樣的支持更顯關鍵。 

「比較有影響的應該就是那時候比較和藹的那個老師吧！她

也是住在住家附近，我當時考高中的時候有遇到她，然後對她

印象還蠻深的。有時候她回家的時候剛好遇到我，她就會跟我

談論一下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其實那時候剛進國小還是會

怕，然後因為有她就適應的還不錯，就真的很像媽媽的身分。」

（S1030210） 

「那時候老師是支持我的，如果沒有老師，一般的生活我還是

就是被排擠的很嚴重。」（S40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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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正向價值觀的傳遞，對於學齡階段個體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

的。在價值觀仍在變動的求學階段，教師給予的正向積極的價值觀，也

使研究參與者的班級能坦然面對外界的挑戰和挫折。 

「我記得第一次比賽是比新詩，我們班導是國文老師，那個時

候，我們新詩得第一名，結果呢，就被其他班級說是被內定的，

對，就開始有一些謾罵聲攻擊我們班、整個班級。我們班有一

些情感非常豐沛的人，就會對這些攻擊非常反感，然後之後接

下來的很多比賽，或者說整潔比賽、秩序比賽，很多都是有得

獎，很多大型比賽都得第一名，然後就會開始被攻擊，然後經

過這麼多次以後，我們班導也跟我們說了很多，後來我們班對

於這些惡意的言語，或是別人排斥之類的，就可以處理，可以

到無視他們那些攻擊的境界。」（S2031623） 

    生命信念的感染，對於研究參與者成長擁有更深遠的意涵。許多研

究指出，教師角色在個體生命發展的歷程中，位居引導發展方向、角色

楷模等重要位置（王文欽，1998；吳淑敏，2004；楊垂芳，2013）。研究

參與者在國中階段遇到了一位良師典範，這位教師的以身作則，以及將

自我生命信念與學生交流，充分感動了研究參與者，使研究參與者在內

心自我期許要成為更好的人。 

「我覺得那時候我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我覺得她有講一句話

很重要，她說『莫忘初衷』，就很感動我（哭），就覺得她這個

人……，她說莫忘初衷很重要，不要忘記自己當初的那個夢

想，這句話我到現在還是很記得……，算是座右銘吧！我就覺

得：我也想要成為一個這個好的人。」（S3100513、S3100514） 

（二）教師寬廣視野，放大學習格局 

    優秀的個體在求學歷程中最需要的往往並非課業的指導，教師在教

授課業之外，若能提供學生較寬廣的學習視野，影響層面會更加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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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資優教育中強調的「良師典範」，引導優異個體生命成長的師長不只

是在學識、專業上進行引導；同時在視野的開拓亦能提供豐沛的引導（林

幸台，2002）。研究參與者在教師開闊的格局中學習品格涵養、人生哲理，

同時在特別的獎勵中遊歷、增廣見聞，學習的視野就此開展。 

「我們班導是一個原本沒有在兼高中課務的，我們是他帶的第

一個高中班級。他本來是行政單位。然後他是一個非常注重禮

貌跟誠實的人，就是對我們的要求有一定的要求。可能也因為

我們班導的個性，他會跟我們講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是應對

進退。」（S2031623） 

「這個階段對我算是拓展內心的視野。因為國三的時候壓力很

大，然後老師就說每一次模擬考完，如果有達到一個標準，她

就會帶我們出去玩、去臺北玩，呵呵！她每次都帶我們去臺北

玩，有一次去幾米的畫展；還有去紅樹林，還有去溜冰，還有

去福音園什麼的玩團康。她就很認真、很用心，還幫我們在班

上買一個書架，放那些天下雜誌啊，那些比較不一樣的書，就

覺得她很用心。」（S3100513、S3100514） 

（三）因材施教的對待 

    求學歷程中，每一個體所需的成長資源都不相同，教師若能因材施

教提供資源，所付出的協助就是研究參與者真切需要的。研究參與者的

教師因為理解其家庭經濟狀況而協助其報名社會贊助專案，為其爭取更

多的經濟資助；也有教師因看出學習能力的優異和早熟而和研究參與者

母親討論學程規劃。 

「那時候……其實我完全不知道，一開始完全不知道那個東

西，那時候就是美術老師，美術老師叫我參加這一個。他可能

是知道我平常就有在領一些清寒的獎學金之類的，然後我就

很……莫名其妙的就去報了這個。」（S203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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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稚園的時候，我姊上國小，我可以跟她一起看國字。後

來我幼稚園老師跟我媽討論之後是希望我不要再讀一年幼稚

園，是因為怕我因為我已經會國字了。可能怕我會瘋掉吧！」

（S4022607） 

    在楊垂芳（2013）針對教師角色對於男性文學家影響的探討中，教

師對個體自我興趣發展、支持的態度深遠影響該研究中研究參與者後續

的生涯發展。教師不同的管教方式或許應該視個體差異而有所差別。嚴

格或放任；密集關心或提供空間讓其自主思考，都依研究參與者的特質

而界定出「最適性」的定義。 

「那個國文老師啊，他超兇的，就管很嚴，我覺得啦！可是我

覺得有差欸，我國文在國中的時候，我原本超爛，就感覺有明

顯有進步。他也算是有關心我們吧！他跟我們班都很好，而且

就只有他治的了那些不乖的，大家一想到國文課，就會很乖。」

（S5092912） 

「如果透過老師的話，那學生永遠無法成長。我覺得那是我自

己要去成長、要去調適的東西。老師的角色就是上課，必要的

時候調解。我有遇過一個還不錯的老師，那時候我就問他說『老

師我到底做錯什麼？』，他就說『我不能說任何人錯，因為大

家都有錯。』我就會開始去反思自己到底是哪裡做錯。所以我

那時候遇到一個還不錯的老師。」（S4022623） 

（四）提供多元學習的方式 

    學習場域多元的學習方式有助於個體的吸收。研究參與者對於教師

提供較彈性、靈活的學習方式是最為印象深刻的，或許在課本之外，研

究參與者能因此擁有更高的學習自主性，並在多樣化的學習活動中，進

行學習的反思，動態的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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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的時候是沒有分科目的，所以每一科都會上到。如果是

化學跟物理的話，就會去實驗室做實驗；公民的話就會讓我們

討論一些社會上的議題之類的，然後我那時候好像討論全球化

吧！嗯，然後歷史是我們去討論地方的產物跟地方的關係，歷

史課的時候，我們分很多組，然後就看你要討論的主題是什

麼，跟歷史有關的主題，然後你就自己去找資料啊、去思考，

然後去問老師，寫一篇小論文、做簡報，然後報告。」（S2031624）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很喜歡她，是因為她對教學都很有熱忱。

她很年輕，然後是教國文的，她教學很認真、很用心，不會像

有些老師很……。那時候她是當我們班導，她想很多方法來幫

我們，不僅在課業上，還有叫她弟弟來教我們，因為她弟弟功

課也不錯，就來教我們什麼心智圖，那時候我去師大摩根營隊

的時候，就發現那個心智圖我有學過，就覺得還蠻好玩的。然

後她還有請藝人來，因為有些同學可能會有不同的目標，就覺

得為什麼『我一定要讀書？』她就會請棒棒糖弟弟（藝人團體）

裡面的那個Tarry來，是她朋友認識的，就請他來講心路歷程。」

（S3100513、S3100514） 

負面因素 

（一）負面不當的回饋 

    教師過度激烈的管教行為，會使研究參與者產生學習的陰影。研究

參與者回憶起與教師有關的體罰經驗，至今仍充滿仍未釋懷的情緒，可

見那段過往的學習歷程對於研究參與者的影響是非常負面的。 

「一、二年級的老師很兇。我那時候因為寫字很醜，所以常被

老師罵，還會因為作業字寫太醜被老師打，其實那段時間我自

己覺得還蠻不好過的耶！然後就覺得人生就是這樣了；這個對

我下一個階段的影響很大。我被打的機率是女生最高，因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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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很少女生寫字像我一樣醜。因為我協調度真的不好，我沒

辦法握住那個筆。我小時候不會爬就會走了，所以我可能手沒

有發育完全。我握不住那個筆所以被他打，我就覺得為什麼要

以這種東西去評論一個人，所以我好像就從那時候開始有很多

反抗、很奇怪的那種想法。我到現在都還是有點怨恨他，然後

我媽也是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可是我就是無法克制的討厭他。

現在講起來好像也是小事，我還是覺得沒辦法釋懷，覺得為什

麼你可以這樣教一個小孩。」（S4022606、S4022610、S4022611） 

    教師不當的語言回饋，對於研究參與者的成長歷程也造成負面的影

響。不適切的回應行為，特別是語言的傳遞，對於學齡階段個體的傷害

更是無形卻深切的。 

「我遇到一個國小老師，就是她找我去朗讀、去演講。後來她

也讓我做很多事，可是她也罵我罵得最兇。她有一次生我們班

的氣，她就把一個一個人缺點唸出來。她唸到我的時候，就說

『你什麼都好，就是字很醜。』我國小的美術也是她教的，她

把我的畫貼在後面，我很開心喔！結果她就在班上對著所有同

學說：『這幅畫貼在後面不是因為畫這幅畫的人很厲害，她畫

的畫還是像幼稚園一樣很難看，可是因為她很認真。』這句話

聽起來一點都沒有安慰的感覺，這句話很傷！她是認真的想表

達我很認真，可是她表達成我的畫畫很醜。」（S4022615） 

（二）升學、考試導向的教學 

    教師過度彰顯升學導向的教學，使研究參與者對於一時生活時間比

重的轉變難以調適。由於受到教師對成績過度重視的影響，考試主義掛

帥，讓原本就很在意自我成績表現的個體更加壓抑（陳曉佳，2004），在

生活中投入大量精力在維持課業的好表現，而失去探索其他興趣、活動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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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的時候有換導師，那時候有適應了一陣子，跟本來的老

師比較不一樣，後面這個老師比較嚴格，之前的那個老師感覺

跟幼稚園有點像，就比較接近媽媽那一種，後面這個就比較是

真正的老師，就會要求比較多、比較嚴格，會催繳作業什麼的。

那時候下課好像就不會再去玩什麼的。我覺得對我後來個性的

改變應該是有影響，因為那時候生活壓力比較大，就會覺得不

能像之前那樣子、那麼自由。那時候班上同學就有很多批評老

師的話。然後那時候，成績就會被分出來。我也是那時候成績

才開始變得比較好。」（S1030207、S1030208） 

（三）因不理解而無法提供實質幫助 

    當教師給予的協助和研究參與者需求相悖，對研究參與者而言就是

一種成長的阻力。研究參與者經歷教師因不理解其特質，而不斷探問、

關心，希望能幫助其吐露心聲，但因研究參與者自覺需要獨自調適、面

對，教師並未提供真實適切的幫助。如此教師期望與實際情況的落差或

許來自於教師對於個體的不理解。 

「後來五、六年級也是很糾結、很複雜，就是我五、六年級的

老師好歸好，可是他還是會把我拖到五樓的那個樓梯間說『你

說話啊！』的那種。就是他覺得我太早熟，他覺得我幹麻把事

情都壓著，然後我壓著，壓到他都覺得我很討厭！然後他就一

直想逼我說出心裡話，所以他就很抓狂。但他是好老師啦！可

是我不喜歡被追問。我覺得就我這樣就這樣，我可以自己調適

過的事情，我就不會想要別人來插手。」（S4022616） 

（四）對學生生活、情緒的漠視 

    若教師的自我定位界定為單純傳授課業，研究參與者心目中的教師

角色就會式微。研究參與者期望教師更廣泛層面的支持和給予。在高中

更加重視課業學習的環境中，教師的角色似乎僅扮演授課的講者，而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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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為人師更高層面的意義。這部分或許也象徵著家庭背景較弱勢的研究

參與者，期許能從教師角色得到更高層面的支持有關。 

「我覺得高中老師就是來上課，最多就是這樣，再多就只有認

識你，不會說特別關心你，對我的影響就很少。高中老師本來

就不會一直管你，所以你要自動自發，因為老師都不會管你，

人跟人之間的意義就比較少吧！」（S5092916、S5092917） 

（五）教師的狹隘格局影響角色觀感 

    個體心靈的早熟與獨立，使其在成長階段面對環境不平處遇時，擁

有較無法屈就和苟同的自我見地。呼應資優生智能的過度激動特質，優

異個體在面對環境中無法理解、認同的人、事、物可能產生探詢和提出

疑問的動力（陳偉仁，2002）。研究參與者早熟的心靈和較深層的思維，

對於求學歷程中部分教師狹隘的格局頗無法苟同，這些親身接觸的負面

觀感，也形成研究參與者日後對於教師職業的標籤化。 

「我國中的老師們都會跟我講說老師們之間的勾心鬥角。我在

國中之前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們（指老師）的世界、那些思維，

後來我高中有去補習班打過工，自己有親身經歷過，就會更不

能接受，就是都在那種小情小愛的階段，沒有什麼國家大義

啊……之類的！」（S4030235） 

四、自我驅策與要求 

    求學歷程中，研究參與者「自我」角色的發揮仍是頗為重要。面對

學習的各種起伏，若能擁有自我堅定的信念、對自我負責，往往有助於

個體在學習歷程中知己知彼、正向前進；然而，對自我要求太高、過度

的壓力卻也會拉拔研究參與者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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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因素 

（一）清晰的自我堅持 

    跨個案研究發現，這些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在求學歷程中，

擁有較清晰的自知，這部分呼應了過去文獻發現優秀學生高度的自我堅

持有助於個體在生涯歷程不斷往更高層次發展（王淑棻，2009；陳若男，

2011；紀詠齡，2012）。與同儕相較，研究參與者的學習步伐中的確擁有

較高的自我堅持。研究參與者不會因為環境風氣的影響，或多數同儕的

選擇，而改變自己對學習的見解。同時，研究參與者擁有較長的學習續

航力。 

「那時候班上就有很多學校的風雲人物，就有幾個在學校蠻有

名、蠻出風頭的，然後就覺得他們那樣好像蠻快樂的。如果是

不用顧什麼事情的話，當然會蠻羨慕他們的。但他們的成績很

差啊！所以這就是我顧慮的。因為我就是還是放不開成績，因

為要平衡啊，就比較不會把成績全部丟掉。」（S1030325） 

「像有時候寫考卷，我同學就說：『你怎麼一直拖啦！趕快交

一交！』我就說：『不行啦，我還沒寫完！』因為我們化學考

卷是如果你沒有準時交，你就會零分，然後就很恐怖，她就叫

我猜，我就說我寧願零分也不要猜！然後有些同學還會抄，我

就覺得這樣未免也太那個了吧！還問同學，我就很傻眼，這樣

不是作弊嗎？我就很堅持自己的原則。對！很堅持，零分就零

分！零分至少我自己寫的！……我自認我自己還蠻有耐力的

（笑）。就比如說別人可能考完試會覺得『喔！好累！』可是

我覺得我會一直……，人家就說『你不是應該放鬆一下嗎？』

可是我就說『不會啊！我不會覺得很累』，就可以一直做、一

直做。」（S3031625、S303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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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自知中訂立目標 

    目標的訂立能幫助個體往清晰的方向努力前進（林文婷，2007），研

究參與者能在理解自我學習優、弱勢之後，給自己訂立出清楚的目標，

讓他們能在學習過程中有所依憑，而非跌跌撞撞的往前邁進。研究參與

者在求學歷程中，將讀書、提升自我進入一個較佳的求學環境視為重要

的目標。 

「主要就是那時候對自己要求很強，那也是之後為什麼我成績

會好，就從那時候開始會認真念書，就從那時候開始到之後任

何求學、考試的時候都看得很認真。成績方面好像是那時候開

始訂基礎的。」（S1030212） 

「這段時間，我就是一個專心努力的人，覺得一定要考一個好

一點的學校，不要去那種爛爛的學校。」（S3100514） 

「小三到小六，至少開始過著有目標的人生，就是我要讀書。」

（S4022614） 

「我就只想趕快考個好高中。我一、二、三年級，一直到一基

前，我一直都想讀北一女。」（S5092910） 

（三）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研究資料中，研究參與者自我驅策信念的堅定在日常的課業活動

即可見得。研究參與者謹守自己認為的「本分」，卻不是手足或同儕認為

一定要完成或做到的。 

「那時候為了升學，印象中都是在念書，常感覺明天要考的東

西，今天念不完，尤其是在國三，記得一整年都是那種心情。

那段時間，經常是我要考試時，弟弟他們在樓下看八點檔，然

後我在讀書。那時候還是把成績看得很重，然後每次考試都一

定會把所有東西念完，不會有空需要去猜題這樣。」（S10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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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早自習都要抄課文，他們（同學）就是早自習過了就算

了，我會堅持把那個課文抄完。」（S4022611） 

    即使內心存在著家庭事件留下的壓力與陰影，研究參與者仍能

自知自身學生的本分，將課業、求學放在高中生活的重心，循著規

律的生活步調前進。 

「那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就是把它（心事）放在那裡，可是沒

有消失，然後每天都是上學或讀書，一到日都要去學校，就都

關注在學業，上學、讀書，晚上就讀書，然後洗個澡，然後跟

家人看個十五分鐘電視，然後就去睡覺，隔天再去上學。」

（S3100514） 

（四）服務心態萌芽 

    從自身弱勢背景出發，亦可能使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擁有更能同理他

人需求、興起服務他人的意念（沈芯菱，2006）。研究參與者對自我驅策

和要求，從課業學習延伸到公眾事務，關注起「人」、「我」之間。研究

參與者將自己的堅持投入在班級公共事務的服務，對其而言，那亦是一

種自我價值的付出和實現。 

「我覺得大家都是同學，我就花很多時間在公共事務上，因為

我不能接受擺爛，如果你說全班爛我不能接受，我就算一個人

也要把整個班弄好。……如果重新選，我還是會選擇當一個付

出很多的人。應該說，還是會這樣選，就我做了，雖然沒有得

到什麼成就感，可是我還是不後悔。」（S4022629、S4022630） 

負面因素 

（一）完美主義的束縛 

    過於高度的自我要求，可能在學習挫折中扭轉成對自己的束縛（郭

靜姿，2000）。完美主義雖可引導個體擁有較佳的成就表現，卻也可能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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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個體的潛能發展（王淑棻，2009）。研究參與者因為自我完美主義，期

許自己能做到自我規劃的巔峰狀態，卻因「心無餘而力不足」的困境而

產生心理的失落。 

「那時候我就是一個很失敗的人，這段時間被我特別隔出來，

因為這段時間是我最討厭自己的人。我覺得不能夠駕馭自己生

命的人，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就是你可以幫別人做很多成功

的事，可是那個的前提是你自己要先有辦法掌控自己的事情。

雖然這樣要求很高，可是我就是要這樣要求自己，不然我覺得

不會對我自己的生命有任何的幫助。就希望我自己可以……有

東西，就自己是個有東西的人。也不是指成績，就至少你要補

充一些知識、內涵。我高一上幾乎都沒有任何的知識。那時候

我花太多精神在矛盾、在撞牆，所以我把我大半精力在撞牆。......

我還是會被那些成績、什麼的壓倒。」（S4022630） 

    完美主義是驅策個體大步往前進的動力；卻也是一種過於極端的矜

持（朱佩綺，2007）。研究參與者給自己訂下了學習的高標準，甚至連生

理方面都不容許有超出自我控制的變化。 

「我很不喜歡變化，因為變化又會打亂，然後我又要把它全部

重排一次。而且我重整的過程還會很耿耿於懷，覺得為什麼要

打亂。像我生病，我就會開始想，我為什麼會生病？然後就覺

得好對不起我媽、我姊，然後什麼行程都亂了，還一直在想自

己為什麼會生病。……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覺得要放鬆一點、怠

惰一點，因為我怠惰下去真的會很可怕。我不容許走到中間

值，就是本我跟客我的差異。」（S4030236、S4030244） 

（二）在挫折中降低標準 

    有時候，個體對課業努力的動機會受到環境中他人表現的影響（巫

有鎰，1997、2005；呂育錚，2005）。研究參與者進入高中就讀後，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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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競爭的課業挫折中失去自信，認為自己努力的程度不一定能和呈現

出的課業表現成正比；或者是受到同儕影響的反動，而漸漸降低自我設

定的標準，對自我課業呈現較為消極的態度。 

「其實那時候比較擔心怕申請不上第二志願，其實本來就比較

希望進第二志願。因為我怕沒辦法應付第一志願的壓力，那時

候就會覺得裡面有很多很可怕的人，就所謂的怪物啊！當時如

果我成績到的話我可能會去申請，可是成績沒到，就感覺鬆了

一口氣的感覺。……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很聰明，那時候可以

到那個高度會覺得是同學沒有那麼努力，然後我好像有點努力

過頭，結果就放鬆跟他們一樣，就有在念就好這樣子。……可

能是覺得有點累了吧！可能是……這感覺有點像是……同學

有很多很突出的，然後很難到達那個高度，也因為很難到達，

你就會想要放鬆一下。」（S1030218、S1030219） 

「小時候就是讀書就讀書，就覺得還好；可是國中之後就覺得

有點累；我覺得我到高中，讀書就變得很爛、很不認真。國中

比較認真；然後高中就覺得算了，怎麼考都還是這樣子，因為

全部人都很會讀書。」（S5092918、S5031529） 

 

肆、社會互動 

    個體生命度過不同時期的經驗，歷經不同的階段，從出生、幼年生

長的家庭環境；進入到群體生活的學校階段；研究參與者從最原初的家

庭場域，轉換到幼稚園、國小、國中到高中，在這些相異的空間裡，相

同的是，研究參與者皆學習著內在「我」與外在「人」的互動。 

    在此探討的「社會互動」泛指個體與人際、與社會、環境間的互動

關係。前述的「家庭關係」和「求學歷程」向度中或許已涵括個體與環

境中人、事、物互動的交集，但研究者在此將「社會互動」獨立一段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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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要是抽出對研究參與者成長經驗中較關鍵的外在影響因素，分別

針對「環境資源」、「同儕關係」、「長者或典範影響」以及「團隊參與」

進行探討，欲了解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成長背景下，與歷程周遭的人、

環境之互動影響。 

一、環境資源 

    家庭與學校場域本身提供的資源外，研究參與者在成長經驗中也可

能接觸到額外的資源。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仍可藉由社會資本彌補在人

力資本和財務資本的劣勢，提高子女的教育成就（李敦仁、余民寧，

2005）。即使是一樣學制循序漸進的求學生涯中，不同個體對於外在環境

資源的主動運用亦會因個體特質而有所差異。郭靜姿（2008）研究發現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在「尋求社會支持」擁有高度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符

應該研究結果，研究者在跨個案研究時發現，成長環境中不同形式的資

源，以及多元的學習機會，皆觸發研究參與者獲得更珍貴的學習和體驗。 

正面因素 

    研究發現，以外在環境資源而言，對研究參與者成長有明顯助益的

可歸類為三大部分，其一為研究參與者與生活場域的密切互動；以及閱

讀提供多元的視野；另一部分則是社會性支持的協助。這些不同類型資

源的差別在於，前兩者是研究參與者從生活環境中主動去爭取、投入的；

後者在與是在機緣之下被動接受資助。無論如何，研究參與者在這些環

境資源下得到多面向的成長。 

（一）與生活場域密切互動 

    生活環境提供個體學習、思維的視野，也決定發展的格局（簡志娟，

1996）。研究參與者在成長過程中，與生活場域密切、積極互動，雖然經

濟、物質資源並非豐裕，但「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在俯拾即是的

學習中培養日後成長的基礎。研究參與者在生長的鄉野間浸淫陶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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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長環境中大自然資源的薰習；進入幼稚園就讀後，因為園所亦能善

用環境資源教學，更加延伸研究參與者的多元體驗。 

「我家附近有田有山、有溪，我很喜歡去爬山，然後去溪裡玩，

還有就是去田裡幫阿公、阿嬤種菜之類的。拿鋤頭啊什麼的。

那時候我是很有冒險精神的人。大概四、五歲的時候，我就很

喜歡挑戰一些事情，例如說……登山啊！種菜啊！怎麼說，我

們那個溪，不是平於地面的，是斜坡下去的，然後有圍欄，旁

邊是下水溝蓋，然後那時候是隔壁鄰居的哥哥，帶著我們一起

爬著下水溝蓋下去(笑)，然後下去溪邊。然後爬樹、爬屋頂啊，

在那種只有一隻腳可以走的圍牆上面玩啊……之類的。然後我

就讀的幼稚園是一個大自然的雙語幼稚園，我們那個幼稚園旁

邊就是有一座算是小山丘，我們會在上面，園長、老師會在路

上設闖關遊戲。讓我們邊爬山邊闖關」（S2031601、S2031605） 

    研究參與者在生活場域資源背景下，從對周遭人事的觀察，萌芽了

人際相處應對的學習。 

「小時候只要回去基本上都是去隔壁跟他們（鄰居的哥哥、姊

姊）一起玩。因為他們會比較照顧我吧，那時候自己比較小。

可能有學到那種應對吧，那種跟別人相處時候的應對、距離之

類的。」（S2031615） 

（二）閱讀讓我看見世界 

    圖書資源的博覽對於個體成長的助益也是非常關鍵的。跨個案研究

中，研究參與者對於閱讀多半是喜好的，研究參與者在不同的求學階段

受到書籍知識的影響，在閱讀中看見生活場域視野中缺乏的另一個世

界，增廣見聞。研究參與者因閱讀而調劑身心，在圖書資源中得到課業

或人際壓力的紓解。研究參與者亦認為由於小時候長時間沉浸在圖書館

的眾多書籍中，對於日後學習確實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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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覺得讀書很自在。當時好像喜歡看那種跟動物有關

的，像圖鑑那種。我記得那時候都會去學校圖書館借書。」

（S1030214） 

「最難忘的應該是看完一整套的金庸吧！雖然這樣講很怪，但

那是我那一段時間裡，最可以寄託的東西。那時候每天回家都

在看金庸，都不會去管別人到底怎麼想，而且我覺得那還蠻寶

貴的，因為到高中幾乎就沒辦法抽出那麼多時間看書，所以我

到高中一直都還蠻後悔沒辦法再抽時間去看書，即使有看有沒

辦法像那時候那麼地投入、專心。然後我一次看完都會打給國

中跟我一起看金庸的同學一篇心得，每一篇心得大概都是幾千

字，我覺得這樣就能夠提升自己的動力。我也不管她會不會看

那些心得，我自己覺得沒有愧對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S4030242） 

「喔！這段時間我們常常待在圖書館，因為媽媽就在圖書館上

班，我跟妹妹就待在圖書館。我覺得就是因為待在圖書館，嗯......

書讀的比較多，呵呵呵（笑）！我覺得不一樣欸！因為小時候

就待在圖書館。」（S5092905） 

    研究參與者藉由圖書資源的利用，開拓與深入發展自己有興趣領域

的學習。搭配研究參與者自身的興趣，在閱讀之外，研究參與者主動性

將生活中觀察到的昆蟲習性與圖書交互應證，積極的實驗精神之下，研

究參與者藉由圖書資源的善用而得到更深廣的學習。 

「教室裡面會有一個地方是圖書區，我有時候就會直接帶在圖

書區看書之類的。然後，小時候我很喜歡動物，也很喜歡昆蟲，

我們家養過非常多種動物。像是狗啊、豬、雞、鴿子、羊、山

豬，然後還有鱉、魚跟鴨子、鵝。……我還有養過很多種昆蟲，

像我有養過螳螂，我觀察牠如何獵食。我一方面給牠食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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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一方面觀察牠的習性。我是放在一個盒子裡面，我會去另

外抓一些小昆蟲進去，然後呢，我就放進去，觀察牠是如何獵

捕昆蟲的，後來我觀察很久，就發現昆蟲只要經過牠面前，有

在動的時候，牠才會伸出爪子去，那個鐮刀去抓來吃。那時候

得出這個結論，可是不知道是為什麼，然後之後我去看了那個

書籍之後才知道，因為螳螂的眼睛視力不太好，所以牠只會獵

捕牠視線範圍內有在動的東西。所以小螳螂出生的時候，很有

可能就會被自己的螳螂媽媽吃掉，因為螳螂媽媽眼睛看不清

楚。」（S2031606、S2031607） 

 不同類型的書籍閱讀也使研究參與者看見多元的世界，進而反 

思對於社會及所處的世界，也延伸思索到自己的生活。 

「或許未來會留出更多眼淚，那是因為生命和愛要求我們得付

出淚水，一如文中生命和愛要求她（書中女主角）辛苦工作，

賦予她許多苦頭吃，並在她想放棄一切時，告訴她要堅持下

去。而我，也應該永遠的扶持家人、朋友們，繼續為人生譜出

一曲動聽的樂曲。她父親說的好：『人生會有哀傷，但也有歡

笑和歸屬，需要以及被需要。』」（S3 讀書心得 990929） 

「人性可以造就許多事，有些事可能是你想都沒想過。當人性

赤裸裸的展現在你面前時，心理的衝擊與震撼絕對是無法想像

的，如同許多社會事件，你看到的也許是事情的表面，但你心

裡真正感受到的也許是所謂的人性。看完了這個故事，我的思

緒脫離了人類，飄蕩的想法堅定的認為：人類，跟萬物一樣，

是渺小的存在，人情世故、自然規則在人性面前、萬物面前皆

是一道防線。」（S2 讀書心得 990902） 

「在充滿利益薰心的社會上，有著一個霍爾頓，他有一顆可貴

的愛心，他看清楚了這個混沌的世界，當我閱讀這本書時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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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受，在我們日常生活有許多事與感受是書中所提及的，每閱

讀一次都會有新的發現，也加深對社會的反思，加強對人間有

情的信念。」（S5 讀書心得 990915） 

（三）社會性支持的資助 

    家庭社會資本是一種直接獲取家庭福利的連結歷程(Bradley & 

Corwyn, 2002)，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家庭而言，社會資本的支持是強大且

重要的。鎖定社會性支持方案（惜才育英計畫）為主要研究焦點的研究

中發現，當給予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有形的物質支援或無形的精神鼓勵，

這些孩子會有很強烈的感受，個體對環境和周遭人事物的觀感可能因此

趨於正向，並拓展想實現目標的動機（蔡馥安，2011）。本研究的五位研

究參與者皆有參與摩根史丹利公司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合辦的「惜才育

英計畫」社會性支持方案。研究參與者皆認為，這樣的社會性支持方案

除了提供他們家庭所需的經濟資助外，更開拓了成長中各面向的學習。 

「我有跟學校老師說，這個活動從高一到現在，對我的個性影

響蠻深的。像我在學校變得比較多話。三年的活動不會說是那

種短暫的一次性營隊，可是說太長好像也不會、也不會太短。

應該就是能夠認識的最短年限吧！就是三年。……輔導老師的

幫忙，其實到現在的幫忙已經是完全超乎我想像了！」

（S1030334） 

「我覺得可以讓原本沒有辦法可以得到過多資源的人，能有一

個共同的學習機會，或者可以有一筆資助，可以讓他們……算

是後顧無憂的感覺。然後還有一些資源，就是資訊、知識那些

的。」（S2031628、S2031629） 

「我覺得營隊超棒的，應該說是我參加這營隊以來，最喜歡的

營隊吧！就感覺學到很多東西，跟其他的營隊比起來；其他有

些營隊就都只有出去玩、玩個小遊戲、認識幾個人，就你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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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幾天認識幾個人，但營隊結束就沒有聯絡了；就感覺比較

好，團隊活動什麼的，我覺得也很好玩，營隊裡學的都是日常

生活中實用的東西。我覺得就團隊也很好吧，一整組啊！」

（S5100225、S5100226） 

    經濟和學習資源的資助，亦是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生活的一大支持（林

昀嫈，2003；李家兆，2013）。此外，研究參與者在學校場域中，也得到

各類獎助學金等的其他訊息；亦參與了其他單位舉辦、不同類型的社會

性支持方案。各類的社會性支持對於研究參與者及其家庭，確實是使其

更正向發展的環境資源。 

「像家扶也有幫助我們，每個月固定的；學校也會有，像我們

學校還蠻多獎學金的，然後因為通常竹女的學生比較少需要獎

學金，因為他們都是小康嘛！然後教官就會給我們領一些獎學

金，就覺得受到的幫助還蠻多方面的。我覺得就資源來講還算

蠻豐富的，就有改善一些的感覺，然後媽媽的壓力就不會那麼

大。」（S3031622、S3031623） 

負面因素 

    豐沛的環境資源可以幫助個體有所成長、提升；然而個體與環境互

動的情況有時也會因此使個體遭受到挫折和衝擊。跨個案研究發現，研

究參與者與環境互動的障礙在於較難在短時間融入不同的新環境，需要

較長或自然的歷程使其適應。同時，在研究參與者與環境資源互動時，

少部分的負面經驗也可能是其在社會互動層面更加退卻。 

（一）適應新環境需較多時間 

    研究參與者對於投入新環境可能因缺乏熟悉感、安全感而較難適

應。研究參與者所面臨的課題在於，每到一個新環境，在課業上截然不

同的學習方式、內容；以及嶄新的人際圈，都可能使社經地位不利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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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陌生而產生膽怯、被動接觸的心理（陳江水，2003）。或許因為社經地

位不利家庭成長的個體生活環境單一，家庭中較少社交活動或接觸不同

類型的環境，而使研究參與者在場域經驗的轉換需較多時間。 

「其實這段時間……就是國中剛入學的適應問題吧！適應不

良的原因除了課業，然後還有人際關係吧，就當時比較熟悉的

一些人，就都沒有在身邊啊！那時候國中就同學、環境都比較

不熟悉。……我覺得真正稱得上是朋友的其實是高一之後，我

高一的時候其實真的很封閉，每次進到一個新環境我都會這

樣。」（S1030313、S1030322） 

「在生活中，我不會去拓展一些、去觸碰一些我平常沒在碰的

東西。我比較習慣熟悉的東西，如果不是我熟悉的，我就……。」

（S3031630） 

（二）看見社會黑暗面 

    研究參與者在與環境資源互動時，有時也可能遇到較負面的經驗。

有研究參與者家庭參與社福單位資助同時，在互動和溝通過程與該社福

單位的人員產生誤解，研究參與者的母親在過程中感受到委屈；研究參

與者也因此在對於社會單位的內部運作感到無奈和不理解。 

「她那時候好像被別人誤解吧！就之前跟別人有些爭執，就好

像有點黑暗面的感覺。……後來媽媽就說那就不要去參加他們

（該社福單位）辦的營隊了，她就說『我又不是像你們乞討這

筆錢！』媽媽那時候就在我們面前哭了（哽咽）。而且媽媽好

像是很後面才去申請（該社福單位的補助），因為一開始很多

人叫我們去，然後媽媽就覺得不需要。而且我就覺得，說實在

的，他們（該社福單位）對於成績好的孩子就會覺得你領太多

了，可能就覺得要分配資源，有一些就可能不會告知你。是也

沒錯啦，就要平均分配嘛……！」（S51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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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關係 

    在李依純（2006）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中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家庭學

童同儕關係之影響因素時發現，經濟匱乏並不是影響其同儕關係的主

因，而是由貧窮衍生出的外表、個人特質、社會技巧、主要照顧者的生

活態度、管教方式、價值觀及親子情感親密程度等因素才是真正影響社

經地位不利學生同儕關係的要素。跨個案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培養出的

價值觀、社會技巧與個人特質等的確對於研究參與者在與同儕互動時有

頗深遠的影響；也可能因此形成與同儕互動的障礙。 

正面因素 

    郭為藩和高強華（2002）認為在人際需求的發展歷程中，與同儕建

立和諧正向的人際關係對發展接納自我、建立自我價值，進而發揮自我

潛能是有高度影響的。在研究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同儕關係

時，發現五位研究參與者與同儕的人際互動擁有不少的共同點，獨立成

熟的特質造就他們在人際交往上的淡然，擁有的友伴多半是志同道合或

交往年距較長、較熟悉的同儕。而在有限個數的深交友伴以外，他們往

往都能欣賞其他優異同儕的優點。 

（一）君子之交淡如水 

    獨立的個體可能因自主性較高，而在人際互動的陪伴需求上較為淡

然。研究參與者在與求學環境中同儕互動的歷程中，呈現出一種「君子

之交淡如水」的狀態，傾向「人人皆友」的觀感，卻不嚮往黏膩、密集

的同儕交往模式。研究參與者這部分的人際交往發展顯示他們具有一定

程度的「獨立性」。 

「我很滿意現在的人際關係，就是一種淡如水的關係吧！」

（S2031634） 

「我現在跟那個高一的朋友相處的時候會覺得很自然，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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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那麼常在一起的時候就會覺得比較自然。……嗯！就是不要

常常什麼事情都在一起，會覺得很奇怪。喔！像很多女生會說

『我們一起去上廁所！』可是如果沒有要上的話，我會是不想

去的！我就會想說上廁所我就自己去，我就不會去揪人。」

（S3100917、S3100918） 

「大家都是朋友，可是也不會到深交。在我定義來說，還是都

不算朋友。」（S4022629） 

「我跟所有人都普通，但是我會有幾個比較好的朋友。我不會

像有一些人很厲害，他們可以跟每一個人都很好。」（S5100226） 

    同時，在研究參與者與同儕交往的脈絡中顯現出更深層的意涵在

於，他們對於「朋友」定義擁有頗高的標準。 

「國中那一班……像好朋友的話現在是已經沒有，就同學的意

義吧！」（S3100513） 

「我已經認知到好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跟每個人都是

有他也好、沒有他也不會怎麼樣的那種關係，我覺得我不能定

義他叫朋友，那只是暫時一段時間、彼此有個寄託的對象。算

是伴吧！不算朋友。」（S4030244） 

（二）志同道合的友伴 

    研究參與者較深交的友伴，往往是課業表現、興趣或家庭背景較類

似的個體，大多數都是同質性高的同儕。或許正因對課業成就追求動機

的一致、思考水平較接近、或能在背景上有所共鳴和同理（楊雅玲，

2008），因而使研究參與者定義這些同儕為「友」。研究參與者認為，這

些友伴在他們起伏的成長歷程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支持力量。 

「五、六個朋友裡，都是同質性比較高的，就是……會去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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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類。我們會一起玩，或一起討論某些東西，然後做很多

事情都是一起做的。因為我們都很喜歡看書，所以我們比較常

去書店。……她們都是差不多的性質，就會想要去讀書，喜歡

看書、閱讀，然後對善惡很分明。我朋友裡有一個人比較有正

義感。她看到不平的事情會想要跳出來解決。在那個環境、那

個對學習來說不是非常好的環境當中，她們讓我可以……就是

在學習這方面可以比較穩定，在那個動盪的環境裡有比較可以

支持的力量。」（S2031619、S2031620、S2031621、S2031622） 

「我同學剛好都是一些還不錯的人，他們都知道我家狀況，然

後我們會在一起，也是因為個性比較像。然後跟我不熟的同學

就不會知道我們家有什麼情況。」（S4030233、S4030234） 

    志同道合的友伴，也可能跨越班級。研究參與者與社團同儕因有共

同的興趣，在長時間的互動和交流之下，培養了共同努力的革命情感。

而此經由時間、事件累積的情誼是最自然的人際互動。 

「因為社團的事情很多，常常會聚在一起，可是不是那種常常

膩在一起的，因為不同班嘛！有事情的話會一起出來討論事

情，也會出去活動，就會跟幾個特別熟，我們的社團又很像家

庭的那種，就覺得那種感覺還不錯。之前對人際的懷疑就好像

沒有那麼懷疑了，就覺得好像有變好一些。我覺得可能是那個

相處模式，因為是社團，不是那種每天會遇到的那種，還有興

趣一樣吧！……雖然不用無時無刻在一起，可是一見面還是會

像當初一樣，就可以很熱絡。」（S3100918、S3031623） 

（三）跨越時空的摯友 

    跨個案探討發現，研究參與者在從小到大的歷程中，擁有可稱得上

是「摯友」的同儕屈指可數，研究參與者僅提及特定的一、兩名友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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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摯友難覓」，資賦優異個體成長歷程中內在感受可以得到同理、與

其在同一水平、層次上對話並不容易（張書豪，2012），研究參與者談到

這幾位摯友時皆流露了珍惜之情。 

「有一個朋友是從國中開始就很要好，雖然不同班，然後高

中，不同學校，但是比起其他朋友來說，聯絡的還算蠻常聯絡

的。」（S2031626） 

「那個成績很好的同學。她後來變我很好的朋友。她對我國小

後面那四年的印象很深，因為我們後來有再同班過一次。然後

她的人生也是很精彩、很複雜，然後我們就互相扶持。我們後

來就真的變成很好的朋友。」（S4022612） 

    在研究參與者的內在層次中，「摯友」的定義是超越時間、空間的。

他們往往與其「摯友」真正相處、交集的時間並不多，但卻相知、相惜。 

「對我來說朋友就是真的是即使你已經離開，也還是不會變，

可能很久沒見，也還是有辦法跟他回到那一天。對我來說，這

種朋友只有一、兩個吧！像其中一個遠到高雄，我還是有辦法

跟她連絡；遠到我們都讀不同學校，也有不同想法，有一些內

心的事還是會跟她講。」（S4030244） 

「我有一個一年級的朋友一直到現在耶！她現在在台中女

中。我們兩個超巧，我們兩個小學就很奇怪，明明她就坐那我

做這，坐超遠，我們可以考出來分數完全一樣，然後錯同樣的

題目！我跟她就很有默契還是怎樣吧，連基測成績都一樣，我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應該是說一起拚啦！」（S5092905、

S509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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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同儕的優點 

    除了個體成長所需的「友伴」外，人際互動裡的精髓在於學習欣賞

同儕的優點。成長環境較弱勢的個體因所處環境的關係使其有更寬廣的

視野去看周遭所處的環境（Robert & Carmen, 2006）。研究參與者雖然在

人際關係固定陪伴的交往模式上較為淡泊，卻擁有充分覺察同儕優勢、

欣賞與吸收的特質。 

「這個時間，就朋友的影響很深，然後朋友裡面每個人都不太

一樣，你就會去選擇吧！然後就會佩服某些人，就覺得很佩服

那種人。就也沒有說哪個朋友，算是同儕吧！就都在觀察、摸

索、學習自己的平衡。整個都算。然後這些會讓我想改變吧！

可以跳脫之前。……我們班上有熱情、很有正義感的人，我覺

得他們是對於服務這件事情來說，是很值得令人欣賞；然後也

非常適合在大眾面前。」」（S1030327、S1030329） 

對於特定同儕擁有自身較缺乏的特質，研究參與者亦抱持著欽

佩的態度，特別是在生活處事、對自我規畫格局的部分，研究參與

者展現欣賞的眼光並虛心學習。 

「那時候我覺得她功課很好、很欽佩。現在看她喔，還是很佩

服，可是不是功課方面的，比較是偏向自己的人生規劃什麼

的；還有就是她知識方面的豐富吧！」（S1030215） 

「我有同學就是那種凡事都面面俱到的人，我就覺得還蠻厲害

的。」（S3031624） 

負面因素 

    在部分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社會互動的相關研究中發現，社經地

位不利背景會對於個體有較負面的社會互動發展 (蔡筱葳，2007；周佩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r4P4g/search?q=auc=%22%E8%94%A1%E7%AD%B1%E8%91%B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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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2003；黃韻如，2004 ；Thomson, Hanson, & Mclanahan, 1994；Caldas, 

Bankston, & Carl, 1998)。研究參與者在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中，的確面臨

一些不同的問題。 

（一）偌大的價值觀差異 

    研究指出家庭環境培養出的價值觀會影響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同儕

關係（李依純，2006）。魏妏珊（2007）的探討發現外在物質等資源的匱

乏，使個體產生自卑感受。因為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價值觀差異，使研

究參與者與同儕在生活習慣、消費、對物質的觀感有明顯落差。研究參

與者在進入明星高中就讀後，融合了社會再製的因素，面對多數來自較

好家庭背景的同儕，在價值觀的認知上感受到更大的人、我差異。 

「高中的同學還算蠻不同的。因為進P女中的通常家境都比較

好一點，真的，成績好的蠻多都是家庭環境好一點，爸爸、媽

媽栽培出來的……有差、真的很明顯！就你旁邊很多都是……

嗯，怎麼一堆價值觀跟你很不同的人。比如說買東西，像我們

學校有開OK（便利商店），可能有人會常常去OK買東西；可

是你會覺得：每天買一罐就好多錢喔！然後他們就會一直買，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怎麼差那麼多！或是有些人視花錢理所當

然，你就覺得他們怎麼那麼浪費；他們就覺得你怎麼那麼小氣

之類的。」（S3100915） 

「我現在的同學喔，幾乎都是公務人員的小孩。他們價值觀就

會跟我差比較多。像是我可能比較不會花錢去買的東西，他們

可能就會願意花錢去買……之類的。」（S4030233） 

「感覺我們高中就有很多有錢人，都會看的出來啊！上課帶

iphone、ipad，有iphone，還有ipad，然後上課在那邊打，感覺

一臉就是有錢樣（笑），價值觀還是有差吧！像我覺得有就好、

沒有就算了，就很多東西都是這樣，不知道欸，價值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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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嗎？也還好，可能是惜福吧！……班上有些同學蠻富有的，

可能每次都去很高級的餐廳吃飯，就朋友、大家這樣，那種我

本來就沒有跟他們特別有話聊。」（S5092916、S5031529） 

（二）同儕因步調落差而不理解 

    同儕關係在求學歷程中占了一定比重，然而因研究參與者對課業較

為投入、個人特質差異，以及生活步調不同而可能無法和多數有相同的

共鳴。郭春悅（2006）認為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覺察環境、察言觀色、

應對進退等的人際互動方面因成長背景中文化刺激缺乏而較為弱勢。同

時，研究參與者對於課業的在意與自我要求，致使其與同儕在班級中的

重心有所不同。 

「那時候的人際是完全封閉，因為是剛進到新環境，而且那時

候我想像高中課業壓力很重，所以一開始就是拼命念書，然後

對同學之間就完全沒什麼交談，下課就開始預習下一節上課要

上的東西。同學一開始的時候覺得我很誇張，然後班遊的時候

我還帶那個單字本去背，然後在遊覽車上背單字。我遇到新環

境，一開始會先很緊繃，然後再放鬆。」（S1030322） 

「我真的不知道她們在做什麼欸！是有來往，可是就是因為她

們都不讀書啊，就都在玩啊、打扮啊！每天都你愛我、我愛你，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讀書啊！」（S5092910） 

    個體完美主義的特質直接或間接影響與同儕互動的關係，有時自我

的「原則」亦可能形成與同儕連結的藩籬（林妙華，2003；王淑棻，2009）。

與外在環境、同儕產生步調落差有時也來自個體太過突出或偏執的性

格。具有完美主義的研究參與者，因幼年較為絕對、堅定的自我價值觀，

而較無法融入同儕。 

「那時候我會迫於人家的那個……，就被欺負，我小時候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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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負欸！那時候，就是坐我旁邊的人有時候會拿針插我的腳。

我小時候人緣就很不好！我比較會記得這種事，而且我對這種

東西的定義比較『定義』，因為我把事情看得很認真的話，我

就覺得一點點的玩笑我就會抓狂。一、二年級是吵了隔天就會

好的那種，但就是至少我不會去融入任何一塊。很多人說小時

候有很多玩具什麼的，我也不會，因為也沒有嘛！所以就不

會。」（S4022611） 

    研究參與者與同儕明顯在生活習慣、思考模式有差異，是研究參與

者與同儕相互不理解的主因。除了對同儕的行為有所質疑外，研究參與

者也自省可能成為同儕眼中的「怪人」。 

「那些同學跟我是比較不一樣類型的人吧，就不同類型的人，

然後可能會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就語言可能也會不同，生活、

相處模式也會不同。」（S3031623） 

「我因此覺得很困擾。就我們班有那種成績很好的男生，就完

全無法有任何生活的能力，就他除了讀書以外的知識是零。我

就覺得大家都很笨，就覺得這樣的自己很怪，就是比別人突出，

太突出、太特別，害我覺得別人都很笨，可是其實別人看我也

覺得我很奇怪。……然後我那時候常跟同學吵架，因為我就是

無法講出好笑的笑話，就沒辦法符合那個年紀。我覺得他們講

的都很低級、很無聊。……反正我同學都是怪人，身邊都是怪

人。同學都是很多奇怪的同學，就整個就很奇怪。我那時候畢

業前去演話劇，跟我認識的同學都是男生比較多，然後我就覺

得為什麼有人的想法可以這麼的……怪！就是他們都可以很專

精於一樣事情，所以我無法融入他們的世界，他們也不曾試著

要……社會化。」（S4022615、S402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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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動的交友模式 

    周佩潔（2003）研究發現社經地位不利之青少女在人際互動會較為

退縮和怯弱；跨個案研究的結果與該研究是相呼應的。雖然在該研究中

設定的對象為青少女，但在本研究中唯一男性研究參與者的交友模式

中，也應證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在人際互動方面的被動。研究參與者在闡

述中透露自己窘迫、生澀的交友歷程，甚至曾在人際互動中懷疑自己是

否有社交障礙。 

「其實一開始我根本完全沒有交朋友那個動作。就完全不理它

吧！後來就有做，就覺得這樣比較好。……我的朋友們在個性

方面就是那種我覺得很平衡的人啊！可能也因此我覺得我在

他們面前應該是會偽裝。到現在還在裝，要等到變自然，就裝

融入。一開始裝的時候比較辛苦，久了就自然了，而且會覺得

比較輕鬆。基本上，我覺得我在交友方面是很被動的，就是先

跟我親近的人才會跟他比較好。」（S1030323、S1030326、

S1030327） 

「我覺得我這個人不太會跟別人變成那種很好、很好的，我跟

我同學也不會吐心事的那種，就明明很想要變成很好的朋友，

可是就熟不起來的那種。比如說下課的時候同學不是都會說一

起去哪裡玩，或是去聊天、走過去跟同學聊天，可是我會一直

坐在座位上；或者是比如說那段時間很好，可是過一段時間沒

有交集，就覺得變淡了，好像我跟你以前沒有發生過那些事情

一樣，就漸漸淡掉了。可能就是要自然吧，不是那種凡事都一

定要找你一起去，就在自然發生的情況下，對方不要太刻意地

積極主動，但是當別人被動的時候我可能也會更被動。……比

如兩個人一起走出校門要講話，我就要一直想話題，就不是那

種很自然地聊天的感覺。跟人家講話的時候，講一講就覺得話

題沒了，又覺得我要快點想一個話題，可是又想不出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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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亂想一個的時候，人家又沒有很認真回，回過來可能只有

一句，就很乾，就覺得一直要想話題好累喔！我開始會懷疑自

己交朋友是不是有問題的人，就交際能力有問題的人、與人交

際有障礙。」（S3100916、S3100917） 

    研究參與者與同儕生澀、消極的互動，或許來自內在「既期待又害

怕受傷害」的矛盾。過去成長歷程中曾經遭遇到的種種人際挫折，如：

被群體霸凌而受到孤立，可能因此造成日後與同儕交往的龜縮。 

「我不喜歡太浮泛，就是有些人關心、關心，然後最後結果就

『喔！』，或者是覺得：『那也沒什麼啊！』就不喜歡那樣的

態度；可是如果講出來你就希望人家安慰你，又覺得這樣

好……。你只是抓住一個東西，可是你還是要靠自己去把它拉

出來。我不想要自己得到安慰，因為得到安慰只是暫時的，我

就想說那你乾脆不要來問我好了。因為如果你問了，我回答

你，感覺好像就是我一定要你的安慰或什麼的。因為人家給我

安慰是得不到任何幫助的，所以也不會有再跌下去的痛，只是

重來又不會得到任何好處，我就想要那就乾脆省掉這個步驟

吧！」（S4022626） 

    然而，事情表象樣貌呈現的背後，仍蘊含了有意義的學習。研究參

與者一路自省與同儕互動的歷程，覺察到自我人際相處的盲點與問題，

進行形成原因的追溯和省思。人唯有在自知、自省中往前進，對於研究

參與者而言，這是極其珍貴的歷程。 

「現在就覺得一開始那個緊繃狀態好像不是很需要的，然

後……怎麼說，如果現在到一個新環境應該會先管好人際關

係，再去管好課業之類的東西吧！現在可能會這樣吧！就覺得

那樣比較有趣啦！比自己一個人做有趣、好玩多了！」

（S103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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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去思考為什麼自己交不到朋友，或者是心態吧，其實可

能別人已經把你當好朋友，可是你會覺得我們好像沒那麼好，

所以就是會去發現自己要怎麼樣才能跟人家相處的比較好，就

你會去發現這個問題，然後想要去試試看，可是我還是沒有成

功！就很奇怪！我自己是覺得可能是因為家裡的事情，因為在

很小的時候，個性是那種大剌剌的、很開朗的，就有一些影響。」

（S3100512、S3100917、S3100918） 

「同學會讓我學習社會化一點。就是不大想那麼的……一個

人，所以還是勉強的想要把人際弄起來，不然以後分組很麻

煩，就想到像體育課要分組……，就必須把自己變得跟別人一

樣，去學會怎麼去接受別人，因為我國中那段時間很不能接受

別人的意見，所以到後來要去學會接受別人的意見，去聽、

去……，我到後來就變得很少講話，比較常是去聽的人。」

（S4022632） 

（四）生澀的異性關係 

    較為被動的同儕關係，亦延伸到研究參與者與異性的相處、互動上。

研究參與者在與同性同儕的互動模式已較趨於消極，而在與異性的相處

上則更顯生澀。研究參與者可能因為家庭環境、家庭際遇的緣故，或是

個人較自卑、內向等因素，而較無法以開放的心態建立與異性的關係。 

「我的朋友都還是男生比較多，要想辦法先融入男生再講。我

覺得應該會怕跟女生相處，而且可能不只一點點怕。」

（S1030326） 

「我跟男生相處就像是絕緣體欸！我覺得我不太會跟男生相

處。我連到現在都還不太會跟男生相處。就有一點怕吧！我也

不知道，我跟他們就不太會相處。是真的欸！我一直到現

在……，我國中以前到現在還有聯絡的男生是零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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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092910、S5092911） 

    其中一位女性研究參與者因為自身手足的性別都是同性，加上成

長、求學過程中與異性互動的負面經驗，始終對於男性存在排斥、鄙視

的觀感。 

「因為我們家沒有男生，所以我印象一直到現在......嗯，都還

是不太喜歡跟男生講話，就任何的接觸都不要，除非是親人，

不然還蠻排斥的，就覺得男生很幼稚！」（S4022614） 

（五）隔層面紗的同儕觀感 

    影響個體與同儕深度交往的阻力，在於同儕對研究參與者特質的不

理解和錯誤觀感。研究參與者認為，自己在同儕面前呈現出的樣貌，與

自我真實的性格、興趣有頗大的落差。多數研究參與者在情緒表達較為

內斂的特質，可能是造成同儕觀感與自我樣貌不同的原因之一。 

「在比較不熟的同學裡面，可能會覺得我脾氣很好吧！就班上

有很多人覺得我脾氣很好，可是實際上我脾氣是很差的，應該

算是很不好，比較熟的人才知道。」（S1030329） 

「同學的話，應該是覺得我是一個很安定，會想有穩定感、有

保障、有安全感的一個人；然後，還有就是……想法很特別的

一個人。可能是我太少講話了，然後沒有做什麼事情，導致他

們這麼認為（笑）。他們就覺得我是一個很遲鈍的一個人，就

知覺方面，沒有太大的情感起伏，或者是反應遲鈍。」

（S2031633） 

「我就問我同學說，『你是不是覺得我還蠻會看小說？』可是

其實我沒有在看小說，他們說『你看起來還蠻愛看書的！』我

就說其實我沒有很愛看書，像那種什麼小說、漫畫我都沒有

看，除了少部分可能學校的書，可是如果看的話我也沒有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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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看小說。」（S3031626） 

    造成同儕觀感差異的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研究參與者傾向在外在

環境中「包裝」自己，不習慣將自己情感面輕易在同儕間顯露出來，僅

將之帶回到「家的避風港」釋放。 

「有時候看自己會覺得我蠻有自信的，然後有時候甚至自信過

剩；可是很多人看都會覺得很自卑。就是他們就會覺得說不像

是謙虛，像是一種不相信自己。我覺得其實也還好欸！別人看

自己跟我看自己其實差蠻多的。像同學看就覺得我是一個沒什

麼創意、很認真的人。我國中曾經有一天早上吃麥當勞，然後

就有人很驚訝地問我說『你是會吃麥當勞的人喔？』感覺他們

的世界就是覺得我很養生。除此以外家人都會覺得我脾氣暴

躁；可是外人就覺得我很好講話，而且還蠻客觀的，真的差很

多。可能在家裡就覺得自己裝到累了，所以回家就會到另外一

個樣子，所以外面那個比較像是用裝出來的。」（S4030233、

S4030236） 

（六）對無謂的同儕紛擾感到無奈 

    研究參與者在成長歷程與同儕互動中，亦深感到同儕人際相處的不

成熟，在他們早熟的目光中，見聞或親自涉入許多人際的紛擾，對這些

無謂的人際衝突事件感到無奈、詼諧。 

「國中的時候啊，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媽的朋友的女兒，一個

算是她的小跟班(笑)，那個我媽朋友的女兒，國中的時候可能

是受到環境影響吧，然後她旁邊就突然多了一個那個小跟班。

那個小跟班就會常常對我說一些話。她跟我說『唉呦，你的鞋

子怎麼這樣！』之類的。我就會看她今天說這樣話，隔天又會

說什麼，我很期待她會說出不一樣的話，結果每一次都說同一

句的時候，害我有點小失望。」（S20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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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有幾個女生我跟他們很好，她們都很衝動，就會常吵

架，不會像國小那種很幼稚的吵，就真的是勾心鬥角在吵，那

時候就真的是『用生命在吵架』，就覺得那時候受到的挫折還

蠻多的。」（S4022620） 

    研究參與者雖自知這些人際紛擾是無謂的，卻無法在重視友伴關係

的青少年時期學習釋懷。但隨著年歲漸增，研究參與者對於自己的人際

挫折也增添一些期待。 

「如果有一天我能夠忘記或者對這些事全部都釋懷，甚至開始

忘記的時候應該就是真的好了。我現在在路上遇到我國中的同

學我還是沒辦法裝不認識，或者是跟他問好。我就是都頭低低

的。現在我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就是我就把那段放在後面，

就覺得反正過去就已經過去了，但應該是沒什麼變，因為我現

在走路都還是頭低低的；如果有一天我走路可以挺一點的話，

那應該是真的好了。」（S4030238） 

三、團隊參與 

    國內、外研究皆顯示部分文化殊異背景的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喜歡團

體工作勝於獨立工作，這些個體對於融入社會；和他人正向的相處與互

動有著很高的期望（郭靜姿，2011；Callahan, 2005；Colorado, 2009；Ford, 

Grantham, & Whiting, 2008；Manning, 2006）。環境資源利用、與同儕個

別的人際互動外，團隊參與對於個體社會互動的學習是更為多元、廣泛

的。在「人」的群體、團體之中，研究參與者進入一個小型社會的體驗。 

正面因素 

    各類型的團隊參與有助研究參與者開拓新的技能、興趣和視野。在

情意層面則能培養研究參與者對團體中不同個體的尊重、理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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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活動與社團參與 

    求學歷程中，研究參與者參加學校體育團隊或社團，除了技能的開

展外，更重要的是體認到團隊合作的重要，在合作過程中自助、互助，

讓團隊持續順利運作。 

「國中加入籃球隊後，把體能練得更好了，學到很多籃球方面

的知識，還有團隊合作。」（S2031620） 

「這時候我的重心都在社團。因為那時候社團是整合運作的，

你的職位就是教學，所以你要把教學的部分弄好。你弄好的

話，別人也弄好，整個社團就會比較好，很興盛的感覺。參加

社團之後幾乎每個假日都有活動，不是要練吉他，就是要事前

籌畫什麼之類的。」（S3100919） 

（二）校外營隊活動 

    關於研究參與者校外營隊活動的參與，研究參與者皆提到參加「惜

才育英」營隊活動的經歷。在此社會性支持方案背景下，為期三年的營

隊活動提供研究參與者更廣泛的學習。在這類型的團隊參與中，有研究

參與者認為在人際相處的學習受到正面的影響；也有研究參與者自許藉

由到臺北參與該營隊學習生活經驗的拓展。 

「像去參加營隊的時候，就會發現有很多人可以很輕鬆地融

入，像那種我就覺得他做得很好。不只是摩根，像在很多團體，

很多人到了一個新環境之後，就可以很輕鬆地展現他自己。我

就比較想變成那樣的人。……那時候上高中跟人比較有接觸的

時候，就剛好是摩根營隊的第一次啊，就是那時候覺得那樣蠻

有趣的，才會開始去跟人接觸；然後之後會因此決定說自己要

什麼樣子，該怎麼說呢？反正我覺得對我跟人之間方面有很大

的影響！」（S1030326、S10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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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要去那些營隊，就要跑到台北去，我是想說可以讓自己

學一些算是生活經驗吧，就自己出發到別的地方。」（S2031628） 

    研究參與者在一次難得的機緣下，得以加入中華資優學會到大陸石

家莊交流的團隊，人際交往的視野延伸到自己熟悉的土地以外。 

「那時候和資優學會去大陸，還蠻興奮的，很新奇的感覺，而

且就一種使命感，就代表臺灣。我們是去石家莊，主要是看他

們上課。如果單就看到的來講的話，我會覺得大陸小孩真的很

積極，比如說他們回答問題，老師問一個問題，他們就會很積

極地回答，然後回答得好像也侃侃而談；如果是臺灣小孩的

話，老師上課問一個問題，大家就會低下頭，呵呵！可是這是

單就上課來講，可是也有另一部份可能是因為我們要去，所以

他們就預演好了之類的。這是我自己揣測啦！可是比起來的

話，臺灣的學生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制式化，比較活一點，這就

是差別吧！但還是會覺得『欸！他們怎麼還蠻不一樣的感

覺！』。交流的時候旁邊都有人帶我們，就聊個天之類的，那

時候還有去參加他們的運動會，也算是一起玩。就覺得還蠻親

切的，像是政治的話就會覺得有點對立的感覺，可是如果你是

私底下去的話就不會有那個感覺。」（S3031621、S3031622） 

負面因素 

    研究參與者因在團隊參與中遭受到挫折，或是環境、背景產生阻力

時，就可能成為研究參與者成長中的負面經驗。 

（一）在團體中看見複雜人性 

    班級是一個微型的社會團體，研究參與者在班級團體中體驗到人性

的變化。但在班級團體中，部分研究參與者身處團體界線的邊緣，並未

完全涉入班級中。有研究參與者獨立經歷了被團體隔絕在外的對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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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以「客觀的旁觀者」角色觀察到團體中更小團體內部的分、

合；另一位研究參與者則在班級團體鬥爭中雪中送炭。 

「那時候班上要分組的時候，就......一個，可是那一個需要朋

友，所以她就還是靠他們那一邊。從此之後我就看開了，就是

人的一生可以不要有朋友，就是可遇不可求，你有朋友是好

事；沒有朋友就是命、注定。」（S4022621） 

「那時候班上有非常多的小團體，就是國中很喜歡搞小團體，

然後就會……我就會觀察、看到很多……應該說欺負人、惡的

一面吧。比如說明明就是同一個團體，明明應該算是朋友，可

是就某一個人可能只是做了一點小事情，或者是說只是他喜歡

某個人而已，然後就被這個團體排擠或欺負，然後呢，這個被

排擠或欺負的人離開以後，沒多久就又要回去那個團體。可能

是個性相近之類的，然後導致他們又吸引在一起。」（S2031618）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只要有人被排擠，我都會傳紙條安慰

他們，然後我就會變成他們被排擠的時候，可能唯一幾個還是

會跟他們講話的人；但是我又不會被別人排擠，因為他們可能

也不怎麼想要理我吧，因為我跟他們其實也不是很熟，就是普

通朋友。」（S5031530） 

    宗教團體的參與也蘊含著社會互動的學習。研究參與者在參與教會

活動的歷程中，體驗到起伏的人際脈動，在國、高中時期，就歷練了與

不同年齡個體的交往。 

「那時候去教會人生地不熟，就覺得沒有人關心，後來有那種

關係，就覺得人際也是蠻重要的一塊。後來我跟一個人吵架，

我們當時要辦一個活動，有日本人要來臺灣參加活動，他們都

是大學生，那時候要準備什麼高普考，有很多事都是我要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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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做，結果他們到最後覺得我在自我膨脹。因為我是組長階級

的，所以我們教會不是看年紀，是看內心層面的。我跟很多人

的代溝都會很深，人家可能三年就代溝；我大概一年就可以跟

別人產生代溝。我覺得我沒辦法遷就自己去做比較小的事，或

遷就自己去跟大學生聊一樣的話題。那些大學生討論的話題就

真的很瑣碎，又沒有教養，我反而還覺得他們很幼稚。然後他

們就是擺明了針對我、罵我，後來我就……我想說我要學測

了，那我就暫時離開，可是學測完之後我不大想要再回去了。

我有回去過一、兩次，可是給我的感覺都還是不太好，第一次

很糟，第二次好一點點。」（S4030241） 

（二）團隊參與的消極態度 

    個體在團隊參與的過程中，往往能從其中更完整的看清楚自己。郭

春悅（2006）認為社經地位較高的個體由於其父母提供較多的文化刺激、

待人處事的方法學習，在校和同儕相處時便較可能展現見多識廣、進退

得宜的人際互動方式。研究參與者回憶自己參與班級團隊的事務時，由

於在團體中覺察到自己與同儕社交能力的差異，多處於消極、被動的角

色，因為對課業過度重視而對班級事務冷漠；或因過於在意他人眼光、

自卑而怯於表達。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盡量避開參與班上事情，因為那時候我

想說就只要念書，所以我基本上都盡量避開。基本上有點感覺

不想當（班級幹部）、怕麻煩。那時候可能就會覺得……，其

實那時候是很自我啊，就覺得我書念好就沒什麼問題。可是因

為怕麻煩，加上我又想要維持好成績。高中之後……可能是因

為高中有很多活動，開始就要表決什麼的，就有很多意見之類

的，但就我來講，我是覺得每個意見都一樣，就覺得別人講出

來的每個東西都是差不多的。反正只要一個結果，可以做出來

就好了。同儕之間做決定或討論的時候，比如說比較多人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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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我就會跟著做這樣，應該是說……順著別人的意思那種感

覺。這時候就會開始發現自己好像沒什麼自我的意見……主

見。我就覺得什麼都可以的感覺欸！就是……對我來說沒有什

麼太大的差別，應該說沒有什麼主張啦！」（S1030320、

S1030321、S1030322） 

「小時候，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主動、比較大方、比較勇往直

前吧！嗯，然後長大後，應該是在意別人的眼光吧！上國中之

後，應該是因為我不想變成被人討厭的人，然後會比較在意別

人。雖然他們就只是比較愛玩，但是他們會特別排擠某些人，

所以我就會變得不想被大家討厭吧！這樣好像好怪喔！因為

這樣（指怕被排擠）而變這樣（不敢表達）。……可能是怕對

方覺得不好，怕對方不認同那個意見；我就會講另一個，看對

方是要選那個、還是選這個。」（S5100228、S5031530） 

（三）為家庭犧牲社團參與 

    家庭環境的侷限在某一部份亦影響個體與社會群體連結、參與團隊

的機會（蔡晴晴，2002；唐瑋，2005）。研究參與者在高中階段花費大量

時間通勤、分擔家務事，而犧牲參與社團的時間。 

「那時候我住家裡，所以我什麼活動都沒有參加，因為我要回

南投，那時候通車，就什麼都以回南投為主，我就看別人過著

光鮮亮麗的人生，選了一個周六、周日要去學校的社團；我就

覺得自己不能去，然後我回家都六點了，吃完晚餐七點了，做

完家事八點了，之後才開始讀書，十點就去睡覺，因為隔天五

點半就要起床……，我就覺得，那段日子過得還蠻痛苦的。有

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後來才搬到台中，可是我搬來台中也

花了很久的時間適應。」（S40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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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生涯選擇 

    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生涯選擇，在相關研究中學者呈現兩極、

不同的看法。蘇鈺婷（2002）研究發現，低社經地位青少年在面對生涯

選擇時的信念比高社經地位青少年來的不成熟；然而亦有研究發現：社

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生涯選擇反可能因環境的經歷而更有遠見和長遠的思

索（Robert & Carmen, 2006）。跨個案研究發現，本研究中所鎖定之「優

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研究參與者，生涯選擇的傾向是成熟、具自我

意識，較趨向後者的。 

    或許由於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所處的環境資源較不足，自然無法盡可

能、毫無顧慮地去享用豐沛的資源，造就其看待機會具有較長遠的謀慮

和計畫，而追求真正有益生涯發展的目標和工作。另一方面，研究參與

者的生涯選擇仍受到家庭環境、成長經驗等因素的侷限。 

    本段對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生涯選擇」向度研究，分為「自我生

涯覺察」、「現實考量」、「重要他人期望」以及「自我價值實現」等四部

分進行探討。 

一、自我生涯覺察 

    研究參與者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成長過程，從家庭到學校，以及各種

團隊的參與，在不同的成長經驗中開拓各面向的眼界，因此在面臨自我

生涯的選擇時已擁有頗為清晰的覺察。 

（一）確認自己的興趣 

    生涯發展的關鍵在於找到自己的興趣。有些人進入職場後、工作數

年後仍未確認自身興趣的發展，隨波逐流。雖然僅是高中生，研究參與

者在訪談間，對於自身的興趣卻已有所知。在其自我興趣的理解和詮釋

之下，對於生涯選擇已有雛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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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涯選擇的關鍵是興趣，興趣主要就是電腦、就是資訊

吧！」（S3031631） 

「我訂的目標、遠見應該是自己的興趣。」（S4030245） 

「我想選三類的啊，生命科學系。生物還蠻有趣的啊！我很討

厭物理。」（S5100227） 

    有研究參與者擁有廣泛、多元的興趣，但其明白無法同時並進，因

而更細膩的分析不同興趣對其自身的意義何在，最後確認出自心最嚮往

的興趣發展。 

「我生涯選擇的關鍵是我的興趣，而且我可以持之以恆的一直

做它。高三時我原本有五個學系在考慮，心理、建築、財經、

然後考古、民族吧，……後來我想了一下，其實心理學系是我

原本想要輔修的東西，不是主修的東西；然後建築是原本就排

在第一位的；至於考古，臺灣沒有考古學系，如果要念的話可

能就要到大陸去念，但是……經濟上沒有辦法，所以先去除

它；民族學系的話，它只能算是一個濃厚的興趣而已，不能算

工作；財經的話，我覺得我數學可能會跟它有一點小小的距

離，所以我就……。建築是我本來就喜歡設計，本來就喜歡創

作，然後，小時候本來就會想這些，想一些有關建築的東西。」

（S2031612、S2031631） 

（二）符應自我特質的生涯選擇 

    研究參與者基於對自身特質的近觀和剖析，對於生涯選擇的標準並

非是循著傳統的社會觀感前進，而有一套自我的見解。他們認為，再高

遠的理想選擇，若不適合自己特質，就非最佳選擇。 

「我比較想要做研究型的，就比較不需要一直講話的。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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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適合講話，不太會表達。就是叫我講出來的時候，我的

腦袋就一片空白，常常不知道要講什麼。我從小時候就不太會

講什麼，比如說小時候就很適合叫我去參加字音字形比賽，可

是就很不適合叫我去參加演講、朗讀那種比賽。」（S5100227） 

    特質除了對自我的理解外，也包含了內在界定的價值觀。研究參與

者對於自身選擇的正確與否，著眼的另一關鍵在於是否為自己認同的，

不在於呈現出來多麼冠冕堂皇，也非人云亦云，而是依循著自我對該選

擇的認同和具有願景的視野。 

「有很多人上了大學就發現不喜歡那個系，感覺要先進去，我

覺得那個來介紹大學的都聽不出來那個大學要幹麻。我覺得大

學師資還蠻重要的、資源還蠻重要的，可是他們就會講說，我

們有得過什麼獎，我就想說，這干我什麼事啊（笑）！我反而

會覺得說有得過什麼獎的，幹嘛要炫耀自己啊！我比較想要它

會講說它的上課在教什麼，我覺得那個對學生比較有用，就是

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不然你上了課都不喜歡的話，那你

應該也不會喜歡那個系的感覺。」（S3100920） 

「例如：到漁船上工作，我覺得如果你喜歡海，那你的社會地

位在我心目中就是高的；如果你不是這麼喜歡海，可是你有自

己的願景，也是好的，就比較不是被逼著做這個工作的。我至

少是有理想的，至少不是說成績到了選這個學校；時機到了就

做這個工作，然後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在幹麻的那一種人。」

（S4030235） 

    研究參與者位處高中升大學的階段，面臨最近的生涯選擇即是下一

階段求學路的抉擇。研究參與者對於進入大學已躍躍欲試、迫不及待，

希求能趕快接觸自己嚮往的學習、專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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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高中就是為了要上大學，所以才特別念高中；然後，上

大學算是一種夢想吧，因為我覺得上大學就可以專注在你想學

的那部分裡面，就可以學得很專心。因為我喜歡專精於某個部

分，就專注於那個上面。然後，因為大學的教課時間很自由，

就可以自己分配時間。然後，也可以在外打工，讓自己完全的

獨立出來。我非常期待。」（S2031630） 

    然而，受到過去求學歷程的經驗影響，也有研究參與者決定朝向不

同類型的體制學習。 

「前面這段讀書的時間，讓我覺得說以後如果可以挑一個不用

有這麼有壓力的環境，可以順順的發展，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

選擇。應該說是有一點厭煩念書吧！真的！我已經不想要待在

那麼有壓力的狀態下。我覺得任何選擇都是一定會有壓力的，

但那些是（指軍警校、非國立大學的升學體制）我可以應付的

比較輕鬆吧！」（S1030333） 

（三）高層次的生涯規劃 

    具體的生涯規劃選擇背後，研究參與者擁有高層次的生涯選擇信

念。他們重視意義層面大過於短期間呈現出來的耀眼表象。跨個案研究

發現，他們生涯規劃的共同點在於自我發展的高標準。研究參與者在大

學志願選擇時為自己安立積極的信念，希望能朝向主動性學習和選擇。

有研究參與者甚至認為以最高學府為標竿是理所當然的大學唯一選擇。 

「有時候會覺得，想一個心態讓自己壓力不要那麼重，有時候

我會說服自己說我是要考一個好一點的大學，然後進去……怎

麼講，不是大學來選我，是我去選大學的那種感覺，不要把考

試當成是一種壓力。就是那種老師講的：『把看書當成是一種

學習，而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當作為了多增長一點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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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不會這麼想啦！有時候寫考卷還是會覺得很怨嘆，可是

還是會說服自己啦！」（S3100920） 

「當然……是台大啊！大家都是吧！」（S5100227） 

    研究參與者的生涯期許並僅侷限在最靠近的大學階段，對於長程的

生涯規劃亦有宏觀的想法。學有專精、創新突破，並在擁有遠大抱負的

同時樂在其中，是研究參與者對未來生涯規畫的期盼。 

「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元的世界，然後我也希望學有專精，就

是我所想學的建築，在那個領域上能夠更加突出；然後能夠考

上建築師執照，真正的去設計出我想要的建築。」（S2031631） 

「感覺人生也才一次，就應該做一些不一樣的事。嗯……我沒

有想要隨波逐流，感覺太無趣了！我覺得我很想要一些比較有

趣的東西、比較與眾不同。就像大家都想要這個東西，可是我

不見得需要它，我就不會想要拿。然後跟別人有不一樣的東

西，就會覺得很新奇，就想要不一樣的東西。」（S3031631） 

「對我來說，社會地位比較高的職業是自己過得比較開心的；

或有那種崇大抱負的。舉例來說，就像賈伯斯回去當蘋果執行

長的時候，他的薪水只要一塊錢，他的社經地位在我的標籤來

說是高，不是因為他是蘋果的執行長，而是因為他只要一塊錢

的薪水。」（S4030235） 

二、現實考量 

    研究顯示社經地位不利的家庭欲脫離弱勢處境，往往需要家中子女

長大就業才得以脫離不利的家庭社經地位（王崧任，2011；陳正鋒，1998；

蘇淑貞，1997）。生長環境的背景弱勢使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在生涯選擇

時，加入了現實因素的考量。他們理解在自身理想、符合自我特質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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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之外，仍須顧慮經濟、環境需求和生涯穩定性。他們所追求的平衡

並非天馬行空的，而是在符合自我價值觀的同時，也能改善長久以來較

為匱乏的家庭環境。 

（一）經濟因素 

    社會主流價值觀強調工作選擇的「收入高低」是十分重要的考量，

當個體面臨較為困頓的家庭經濟背景，經濟因素更可能影響個體在生涯

發展時抉擇的方向（蘇孫鑫，2007）。成長背景中家庭較為困頓的經濟因

素，使研究參與者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有深刻的體悟；特別是從母親負

擔家計的辛勞中，促使研究參與者對於改善家庭經濟和生活品質有一種

使命感。 

「我媽跟我說，如果我要讀大學，可以用那個就學貸款。因為

像現在我妹跟我讀一樣，花費非常的大。然後我生活費的部

分，我就跟我媽說，生活費我會自己賺，你就不用給我半毛錢

沒關係。我現在就在找打工了，因為那個花費實在太多了，然

後申請又是一筆很大的花費。像很多大學都要面試，然後面試

一次都要一千塊以上。」（S2031629） 

「我想到現在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想要考一個好一點的大學，

一定要公立，然後好一點的，可以減輕媽媽的負擔。因為姊姊

是私立的，就感覺負擔有點重。」（S3100920） 

「生涯選擇……現在的話應該會先是經濟。」（S4030245） 

「媽媽上班很累，然後又要為了我們忙東忙西的。如果我到時

候就可以賺大錢，我就可以叫她……嗯，好好的生活嗎？也不

用賺大錢啦！因為我覺得她身體沒有很好，都感覺沒有好好休

息，又很勞累。」（S503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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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卻也清楚認知，要完全扭轉家庭弱勢的經濟並非一蹴可

幾，但使自己有能力支持自身生活是幫助家庭的首要條件，他們認知到

自己的正向發展能累積更多的資源回饋家庭。 

「現在就知道其實家裡過的不是很輕鬆，就想要以後收入可以

改變的話，看能不能以後過得比較充裕。怎麼說，自己好、別

人就好啊！」（S1030324） 

「讀書就是為了……，嗯，以後可以過很好的生活這樣子。期

許……（思考）至少要能餵飽自己吧！」（S5031528、S5100228） 

（二）就業市場需求 

    符合市場需求是個體生涯選擇考量的一大外在因素（蘇孫鑫，

2007）。或許基於成長經驗中父母職涯的起伏，研究參與者理解到環境需

求的影響。 

「就是……它在未來其實有很大方向的發展。嗯，有一個面向

是符合社會需求吧；但另一部分面向就是對於自己有很多元的

選擇。」（S2031631、S2031632） 

（三）職業的穩定性 

    在研究參與者對於生涯選擇的思考中，職業的穩定性是非常重要

的。Hass(1992) 和周佩潔（2003）的研究皆發現家庭社經地位不利個體

及其父母對獲得高薪沒有太強烈的期待，而單純地希望能獲得好收入、

保守而穩定的工作、有安全的職業。對於研究參與者自身而言，歷經了

家庭、成長環境的起伏，深刻感受到穩定之於動盪是珍貴的。而另一部

分對於職業穩定性的渴望則來自於雙親對於職涯發展平穩的期盼。 

「我還蠻現實的一點，應該就是我覺得要有穩定的工作吧！然

後這工作是……其實薪水普通就好，因為有些同學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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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萬還不錯！』我就想說當然是有多一點比較好，可是如

果不多也沒關係，就有一個穩定工作。」（S3031631） 

「我第二個志願是警大，然後鑑識組的，我覺得那也很酷，以

後又是公職。媽媽也支持，她說看我，而且又是公職。」

（S5100228） 

「爸媽可能就希望我是當軍人、警察比較穩定的，可是其實還

是都看我。而且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自己不是很想要有大

學那樣一直念書的環境，軍警的職業是比較固定的，所以他們

才會說比較偏向軍校、警校那邊。」（S1030331） 

三、重要他人期望 

    生涯選擇有時也受到生活場域中重要他人的期望影響。在前面章節

「家庭關係」探討中，發現研究參與者母親對於他們的影響甚鉅，彼此

相互依靠、支持；在生涯選擇面向的跨個案研究亦發現，母親角色對於

個體的生涯選擇仍佔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一）母親的殷殷期盼 

    研究參與者在求學歷程中一路發展皆有不錯的課業成就，也多朝向

優秀的升學體制發展，因此研究參與者的母親對於其生涯發展，始終有

著頗高的期望，期許他們能進入有一定水準的大學就讀。過去的研究發

現，父母對於子女的人生抉擇，特別是生涯方面的規劃，佔有決定性的

重大影響（江瑞芳，1994；楊垂芳，2013）。然而，研究參與者在理解母

親對於求學選擇具有一定的標準外，更能同理母親殷殷期盼的背後更希

望他們能「選其所愛，愛其所選」。 

「媽媽就說，選想要的科系，然後不要私立的。她就說選一個

你想要，選了不會後悔的那種，就興趣吧！因為那時候媽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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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選了一個物理、光電認為以後還蠻有出路的，結果姊姊讀

得很痛苦，後來讀了半年就重考，現在讀商業設計。後來姊姊

讀那個很開心，成績也還蠻前面、還蠻優異的。」（S3031627） 

「我覺得我媽有點像……有一個棋士的媽媽被訪問，人家問她

說『請問你女兒的成就是你最大的快樂嗎？』那個媽媽就回答

說『不是，是我女兒的快樂是我最大的成就！』我覺得我媽就

有點像那個媽媽，就是我快樂、她就快樂。像我姊那時候原本

想要讀教育大學的特教，後來只讀了實踐，我媽一開始怕她不

快樂，可是我姊說她還蠻喜歡那裡，我媽看她適應得很好，就

覺得那她讀那裡是好的。」（S4030240） 

「……她還是有一定的期望，可是沒很高啦！就是我大學至少

要『中』字輩以上的學校。她不會特別訂標準，她只會說『再

加油！』」（S5100220） 

（二）藉升學達到社會階級流動 

    對於經濟相對弱勢的家庭而言，藉由升學改善社會背景與生活處境

似乎是一項相對可行的努力（姜添輝，2002；黃聖紜，2005；王崧任，

2011）。母親角色對於研究參與者生涯發展實質的期盼，是來自於希望藉

由升學，掙脫家庭背景的困境，能擁有較多的資源，享有較穩定的生活。

或許由於雙親體驗了生命一路的起伏，而希望子女藉由升學、讀書提升，

將來能擁有穩定、社會地位較高的工作。 

「媽媽對我的期待高很多……，應該說是希望我成績好、將來

可以比較穩定一點。」（S1030216） 

「她口頭上是跟我講我好就好，可是我真的後來跑去倒垃圾、

收垃圾，她應該也不會這麼開心。我有一次跟她講說我只要領

基本工資，那時候基本工資還沒提高，只有一萬八左右，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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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她還有生氣過；她就說我怎麼可以講這種話。」（S4030240） 

（三）離家距離的考量 

    研究參與者在生涯選擇的考量之一是空間距離。家中長輩對於大學

求學的地區期許能在住家附近，或距離較近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希望

研究參與者能協助分擔家庭事務；一部分則是源於家人情感相互依靠的

不捨。 

「金門是我最想去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去。因為去金門的話，

路途遙遠。然後我媽比較想要我在本島，然後離家很近。她比

較想要我上聯合，因為聯合就在苗栗，離新竹很近。可是我覺

得……不應該只在這個區域裡面。我以前就是想要離家越遠越

好。但因為我爸沒有工作，然後身體不是不好，而且還在休養，

有可能會希望我多在家裡。」（S2031630） 

「北部吧，南部感覺好遙遠喔！就以台北、新竹為主。」

（S5100227） 

四、自我價值實現 

    綜觀研究參與者一路走來的生命歷程，有許多值得回首、省思的部

分。跨個案研究探討發現，研究參與者對於未來自我價值的實現存有很

大的期許，這部分在研究參與者生涯選擇與規劃中已見藍圖。 

（一）達到自我定義的平衡 

    個體對於生涯或職涯的價值觀，會影響個體在生涯歷程所做的抉擇

（于曉平，2007；蘇孫鑫，2007）。在成長的行旅中，研究參與者仍在蜿

蜒的小路中探尋，希望能找到一條開闊的大道。他們每個人定義出不同

的「平衡」，但相同的是都顯露出各自在成長經驗遭遇到的一些挫折、傷

痕，也促發他們更想掙脫困境、想邁向海闊天空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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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給自己這本書的命名一樣：『總有一天會找到自己的

位置』。就覺得……現在一直在嘗試吧！就多走幾條路、多試

試看不同的東西，總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我覺得有生之年應該

可以吧（笑）！基本上我覺得是在……大學那四年，我覺得是

最後的時間了，出來之後應該就定型了。希望大學那四年可以

找到真的是自己比較喜歡的樣子。我希望趕快努力到出社會

吧，比如說到軍校、警校畢業，或一般大學畢業，可以出去……

趕快穩定。就是希望快點『撐』到那時候。基本上是一定會撐

過去啦！就希望是用比較自在的方式撐過去，不要中間太曲

折。基本上……我是知道我一定會很辛苦。我的個性啦！應該

是蠻累的一段路，但是基本上還是一定會過去的。」（S1030334） 

「感覺人生的剛開始是小樹苗，那之後要長滿果實可能中間要

經歷一些、可能天氣會不好，然後你就要ㄍㄧㄥ在那邊、要撐

過去，最後如果你要長滿果實的話，你就必須……，因為過程

中可能會被風雨啊什麼的，就摧殘掉了，可是如果你要長滿果

實的話，就必須要憑著一股意志力吧！你每一階段的目標達到

了就會長出一些果實，然後再掉下來；然後再長出一些果實，

再掉下來，若要長滿就要靠意志力。……我覺得我要長滿果

實，感覺要到大學之後吧，第一階段長滿的話，可能就是考上

一個自己想要的大學，然後大學可能有兩點我想要做的，第一

個就是學到東西；再來就是去國外，可能會做一些比較不一樣

的事情……。」（S3031621） 

    研究參與者期許找到自我最適切定位的同時，也自許能在平凡中擁

有可實現的價值，以及「莫忘初衷」。 

「平凡又跟平庸不一樣，就是我可以活得很不平庸，可是我很

平凡。……我的目標是很早就退休了，然後過自己想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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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就不要為了做一件事而去做一件事。舉例來說，如果有一

天我變成很厲害的人，我退休了，有人請我去當顧問，就用那

種很尊敬的眼光看著我，類似這樣。就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

也不用被人家尊敬，可是至少是覺得自己很有價值。到最後就

是錢也不重要，只要有價值就好。」（S4022632、S4030245） 

「『不知何去何從』不停縈繞腦袋，但現在想清楚了，就會努

力去做。決定不讓自己失望、決定不讓自己後悔。『別讓遺憾

繼續，一切都來得及』和『莫忘初衷』，這兩句話我得時時提

醒自己。」（S3 臉書文字 1020228） 

（二）自由自在的人生 

    進行跨個案研究時，令研究者頗為驚訝的是研究參與者在談到生涯

發展未來展望時，都透露對自在生活的期盼。他們皆期許自己將來能擁

有自主性高、生活步調彈性的生活。家庭社經地位的弱勢使研究參與者

長時間感受到侷限與束縛感，他們希望能在符合自我價值觀的情況下自

主生活。 

「理想中的人生就是有錢啊！有假日啊！就是有錢、有時間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自由的時候想做什麼都可以。就是有

所有的自主權吧！就像是某天放假，然後自己突然想跑到哪裡

去看一下，就可以直接出發，不用擔心任何事。希望有一天可

以那樣子。」（S1030333） 

「人生不就是……，工作賺錢就是為了要那個嗎？不是為了要

生存下去而工作，應該是要為了比較不一樣的經驗。工作是為

了生活更多的體驗，可是它不會是生活的全部。因為如果你是

為生活一直工作，賺很多錢，有些人工作為了要賺很多錢，可

是你賺那麼多錢，也不知道要幹嘛啊！」（S303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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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大學畢業找到工作，然後很早就退休，就過的雲遊四

海的日子；也有可能是換另一類型的工作。……能夠繼續這樣

過日子，然後不要忘記初衷吧！就至少你活著要有意義，不要

像行屍走肉一樣。」（S4030245、S4030246） 

    或許是對於現在求學生涯高度壓力的反動，有研究參與者一部分也

嚮往輕鬆、閒適的生活狀態。 

「我嚮往……每天坐在咖啡店，然後跟朋友小聚、聊天，有點

像歐洲的生活那樣（笑），就感覺每天都在咖啡廳講話。我一

直很羨慕歐洲的小孩欸，他們都可以早早放學，然後去打球，

這樣是不是不太好？」（S5100227） 

    其中一名研究參與者在思考未來生涯藍圖時提及對婚姻的想法，存

在對傳統框架的不完全認同。從其對婚姻、制度的概念中，也可清楚感

受到她對自由的嚮往。 

「關於婚姻，我完全沒有興趣。婚姻是有需要的人自然會去

有，但我不是屬於那種人。因為國中的時候談到那個，我就覺

得沒有興趣。我覺得婚姻有點制式、單調，我覺得就算相愛也

不見得要結婚。因為我比較想要的其實是……知己，就是朋

友。可能是相伴的定義吧，因為我覺得如果是知己，他就會很

了解你，你也會很了解他。你們之間就不需要太多的言語……

之類的。那好像只是一種心靈上的，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不會一直在你旁邊。如果是伴侶的話，就會一直出

現在你旁邊，有一種會很煩的感覺。我喜歡自由。」（S2031631） 

（三）盼行萬里路 

    家庭環境資源的相對匱乏，使研究參與者在歷程中的空間視野有

限，生活圈幾乎僅分布在住家、學校附近，也少有到外地遊歷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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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對於空間視野的拓展，有著高度的期望。他們期許能在將來

生活穩定、經濟較無虞時，能有機會到外地遊歷、見聞。 

「我們家好像很少旅遊，基本上爸媽很少想到這方面的事；就

算是很長的假日，也幾乎都是在家裡無所事事。旅遊！基本上

我覺得我是喜歡的，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然後不同環

境……我覺得對我會有影響。」（S1030333） 

「我理想中的生活是有很多的變化。而且，我能夠到世界各地

去旅遊，不管是自助旅遊，還是……，我最希望是自助旅遊，

有點類似到處流浪。就到一個城市，如果資金沒有就自己去賺

錢，然後繼續走、走走到下一個國家去。」（S2031631） 

「我想去國外，可能會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不一定是說

去國外讀書啦，可能去走走看看，然後得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經驗，這可能就會學習到不一樣的。……像是歐洲，可是不是

去歐洲那種城市，是有點鄉村的感覺，就是小鎮啊！東歐，有

文化的地方。不是有那種背包客，然後有人歡迎你，就去住那

樣，那有點恐怖啦，可是就幻想的，就覺得還不錯，可以體驗

到不同的生活，然後幻想自己背吉他，然後到處……在路上就

可以彈，呵呵！就一種經驗吧！」（S3031621、S3031622） 

「出國、我很想出國！環遊世界吧！」（S5100228） 

（四）回饋社會 

    隨著個體生命歷程中的自我反思與成長，思索回饋社會的可能，仍

處於求學階段的沈芯菱（2006）即起而力行實現實際助人的行動。研究

參與者在構築未來的生涯藍圖時，亦思索到自己對於回饋社會的想法。

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對於自己生涯選擇更深遠的期許，則在於

能夠投入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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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有點想要改變一些什麼。比如說如果我選資管的話，

可以創造一些什麼東西，不是生產新的東西，可能是做一項突

破性的東西，反正就是對社會有貢獻，不是只是當一個普通的

人，就一直賣一樣的東西。」（S3031631） 

    工作之外，能夠將生命格局開展到付出與奉獻的層面。研究參與者

將「助人」的課題也一併放入未來的規劃中。 

「當我們有能力時一定要幫助人。」（S5 信件 1000622） 

「能夠提供自己舒適的生活以外，另外一個好一點的話可能可

以去不同的地方，可能幫助別人之類的吧！」（S3031622） 

「我曾經有想過四十歲退休，然後去領養一、兩個小孩，去教

小孩之類的；或許是去做一些幫助他人的事。」（S4030245） 

    正如同這五位研究參與者過去在「惜才育英計畫」營隊活動中共同

設計一項「Yes, we can!」社會回饋方案、投入實行的過程，一位研究參

與者和另一位同儕訴說對回饋與助人的想法，他們擁有相同的價值觀。 

「妳說的真棒！幫人真的會上癮！」（S4 臉書文字 10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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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不管經過什麼，就這樣走過來了啊！ 

                         ―研究參與者S4 

                                    （摘自訪談逐字稿S4030233） 

    本章將為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的研究畫下句點。研究

者在第一節將針對前述對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研究，呈現整

體的研究結果與討論；第二節則從研究脈絡中歸納出研究限制，並從研

究結果的發現中提出研究建議，供日後相關研究或工作者參考；最後一

節則為研究者自身研究歷程的回顧和反思，敘說與研究參與者互動數年

歷程中的經歷、見聞與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研究者集結文獻探討、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各自的成長經

驗故事，以及跨個案的焦點式分析探討，為本研究整理出以下的研究結

論。本研究的結論分為兩部分，其一為「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

長經驗軌跡」，統整出研究參與者成長經驗發展；另一部分則為「綜觀優

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助力與阻力」，統整研究參與者成長歷程中的

正、負面因素歸納出影響他們成長的助力與阻力。 

壹、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軌跡 

    本研究的主軸在於探討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並從自我

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及生涯選擇的五大面向分析研究

參與者在不同面向的發展。研究結果對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之成長經驗

皆發現一些共同的生命軌跡，在此進行統整式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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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細膩、早熟的自我信念 

    從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對自我概念、家庭、求學歷程與其他生命經

驗的敘說中，皆呈現出這些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擁有較為早熟的

特質。部分研究參與者在幼年時期，即出現早熟的哲思，當時即使是身

邊的重要他人也無法平行理解。而在訪談的對話中，處處可看見研究參

與者在訴說同時進行自我反芻；描述種種成長經驗時已能用較為宏觀、

超然的角度去詮釋生命事件。在談及自我概念時，研究參與者對於自我

特質的揭露亦存在著人我差異的覺察。而當談論到生命中較起伏的經驗

時，所顯露的情緒張力是較大且起伏的，但在表述的後期，多半會進一

步進行自我歸因、意義反芻。整體而言呈現出的情緒與情感，是較為超

齡與起伏的。研究發現，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確擁有較敏銳的自

我生命覺察。 

二、豐沛的家庭情感支持填補經濟的缺口 

    本研究中發現，研究參與者的家庭經濟資源雖然相對匱乏，他們成

長歷程中有時需考量到家庭環境資源的因素，或在生活選擇中必須有所

犧牲。但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中，家庭事件和變化雖然形塑研究參

與者自我價值的觀感，使其擁有複雜的自我概念；但在家庭支持層面並

沒有強烈的心理匱乏感，這部分與研究參與者家庭豐沛的情感支持有

關。五個相異的家庭，分別遭遇到不同的起伏歷程，父母面對的生命課

題也有所不同，但家庭內部親子、手足等成員的情感聯繫仍是緊密的。

這些研究參與者的父母多半對於子女有開放彈性的教養態度，特別是在

面臨自我抉擇時，父母將決定權全然釋放給子女，也促使研究參與者更

有主見。手足之間的連結亦是研究參與者成長的支持，即使個體特質、

學業成就表現不大相同，但擁有共同的成長背景，使手足間能夠相互同

理、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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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碰撞與擺盪中尋找求學歷程的平衡 

    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中，受到家庭事件的影響較多是在心理層

面、自我觀感的部分；然而在求學歷程中遭遇到的起伏則是較具體、明

顯的。隨著求學階段不同，研究參與者在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等

相異的求學場域轉換，也遇到不同類型的人、事、物；體驗有所差異的

場域生態。 

    若要以不同求學階段劃分，研究參與者的求學歷程曲線是起伏、擺

盪的。學齡前階段或幼稚園時期，由於年紀較小、印象不深，或尚未遭

逢家庭變故，研究參與者多數的回憶是正向、美好的；僅部分研究參與

者因心靈早熟的特質，已開啟對人、我差異的觀察，以及我與「世界」、

「生命」議題等的哲思。而研究參與者在自我優異能力的覺察，以及課

業成就的優異表現，則從國小階段一路延伸至國中階段，研究參與者因

在課業成就方面有不錯的表現而感到自我肯定、進而更加努力去維持好

成績。國中階段對於研究參與者較大的考驗則在於班級氛圍與同儕關係

的衝擊，研究參與者國中就讀的班級多是風氣較鬆散、同儕重心傾向玩

樂的班級，當努力投入於課業的研究參與者仍致力維持好成績，在課業

方面有突出、積極的表現時，就出現和同儕、整體班級風氣背道而馳的

狀態，部分研究參與者在此過程中甚至遭受到同儕的霸凌、歧視和挑釁。

此階段人際關係的學習對於研究參與者是一大考驗。進入高中場域，這

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接觸到截然不同的學風、同儕類型。由於研究參與

者的課業成績突出，就讀的高中皆為該地區排名前面的明星高中，此時

研究參與者由「一枝獨秀、鶴立雞群」的狀態中，轉變為在課業成就同

質性高、能力水平相同的同儕中「努力不落於劣勢」的角色。高度的課

業競爭力下，研究參與者的課業壓力倍增，同時也在來自不同背景的高

中同儕裡，看見家庭資本的差異；而迥異的價值觀與個體自我概念，使

研究參與者在與同儕的人際互動中形成障礙，容易產生較被動的人際交

往模式，以及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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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學階段不同面向的衝擊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是最大的考驗與學

習，卻也促使其在種種擺盪中尋找平衡與自我最適切的定位。 

四、向環境學習；被動與人交 

    在有限的環境資源下，研究參與者與環境互動、擷取環境資源精華

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頗高的。或許是生活資源、場域的類型較為單一，

沒有太多額外的選擇和誘惑，研究參與者在對於生活場域中環境資源的

利用多半是珍惜、把握機會的。主動攝取多元的圖書資源對於開展他們

視野亦有頗大的助益。由於資源得來不易，他們往往能有開放的心胸去

面對新事物的體驗。不論是從家庭、求學場域等各類環境資源學習，或

是接受社會支持方案的幫助，他們對學習的定義頗為寬廣。例如：有研

究參與者在參與社會支持方案的營隊時，不只是在營隊那幾天投入參

與，更將自身前往、參加營隊的過程視為一種學習。 

    而與環境資源運用積極性較相異的呈現，則在於研究參與者在人際

相處的社交面向。研究參與者對於環境資源的運用傾向主動；卻在人際

交往、團隊參與等與人直接連結的部分較為被動、退縮。這些社經地位

不利高中生在社會互動層面的共通點是人際交往較為淡泊，成長過程中

擁有能深交、相互理解的友伴數量是較少的，他們傾向用一種欣賞的態

度去學習周遭同儕的優點和特長，卻較不熱衷於親暱的同儕相處模式。 

五、期盼邁向海闊天空的未來 

    成長歷程的經驗使研究參與者一路累積對理想未來的建構。思考未

來的生涯選擇和規劃時，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心態多呈現期

盼、具有展望的。他們對於自我生涯發展皆擁有明確的想法，以及清晰

的價值觀，對於「成功」有著比較超然的看法，他們追求的並非與世俗

相同的價值發展，而是在一定程度的穩定之下擁有開放性、自主性及創

造性的發展。研究參與者的生涯概念亦有部分受到父母的影響，其父母

對於其生涯選擇則持較保守的態度，較傾向優先考量現實的經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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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因素。而在視野開展的部分，研究參與者對於前往不同的空間探尋、

學習都有很高的動機；對於實現理想人生，也已有預設的雛型與規劃。

一路走來，研究參與者並無法主動選擇他們的成長路徑，但在生命的轉

折中，他們追求的不是與眾相同的普世價值，而是一種「隨波，不逐流」

的自我實現歷程。 

貳、綜觀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助力與阻力 

    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與過程中不同面向的正、負面因

素都有關，不管是直接而有力的影響，或是潛移默化的形塑，都和研究

參與者成長環環相扣，進而延展為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的助力與阻力。 

 

一、助力 

（一）清晰的自我認知與覺察 

    研究參與者先天的特質、與後天家庭環境造就的早熟思維，使他們

對於自身都擁有完整、全面的的自我認知；對於自身的優勢和弱勢，有

非常清楚的覺察。有研究參與者自我體察的範圍更擴及深層的內在層

面，也因為敏銳的自我觀察，因而能理解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在成長經

驗的抉擇和自我規劃能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精確選擇。 

（二）信任開放的家庭關係 

    正向的家庭成員互動使研究參與者擁有較平穩的內在支持，父母充

分的信任、以身作則與手足的陪伴，使研究參與者在面對外在環境（如：

課業壓力、同儕相處的負面經驗）時能夠有足夠的抗壓性或適切的調劑。

此外，開放的家庭環境，也使研究參與者在成長歷程中有自主、彈性的

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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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野開闊的求學場域或良師 

    求學場域的轉換，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亦是視野的開拓。每一階段

不同的學校環境氛圍和同儕組成，使研究參與者有許多新的經歷和體

會。而其中研究參與者接觸到部分較正向的求學環境資源（如：學風創

新開放的學校、適性引導的教師）使他們有大幅度的成長。然而較遺憾

的是，這類型的助力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中並未佔有太多比重。 

（四）社會贊助方案的支持 

    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有限的成長資源下，社會贊助方案的外部支持，

是他們成長歷程中有形的助力之一。社會單位經濟的支援緩和了研究參

與者家庭經濟的問題；額外提供、規劃的營隊活動則使這些社經地位不

利高中生的學習視野獲得延展。在此所指的社會贊助方案不單指特定的

單位、活動，而是泛指社會支持系統的資源。五位研究參與者除了都有

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合作的「惜才育英計畫」外，

多位研究參與者亦同時接受其他社會支持方案的協助。 

 

二、阻力 

（一）因成長背景侷限衍生的自卑感 

    家庭背景與各種成長經驗的累積使研究參與者覺察到人我差異。由

於自身資源的有所侷限，使研究參與者不論在自我概念、能力水平、人

際互動等，都存在隱性的自卑感。研究參與者隨著求學場域的空間擴大

而格外自覺自身資源的匱乏，特別是在進入高中階段後發現自己與同儕

在學識視野、物質生活的價值觀皆有落差，進而影響到人際互動的觀感。 

（二）較為匱乏的生活環境資源 

    匱乏的生活環境資源包含家庭內部條件與外在生活環境。家庭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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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如：經濟狀況、生活物質，及父母較無法提供求學上的協助等；外

在的生活環境則包括單調的文化刺激、較狹隘的環境視野等。這些生活

環境資源的相對缺少，影響研究參與者的學習格局。 

（三）孤軍奮戰的求學發展 

    研究參與者求學歷程最大的阻力在於其幾乎都是獨自面對求學的挑

戰，幾位研究參與者在求學階段處於在班級中單打獨鬥的孤獨角色；即

使有少數志同道合的友伴，也僅是一種陪伴的層次，而非深度的同理和

支持，同儕在情感層面的支持並未彰顯。 

（四）人際互動的挫折 

    相關於前列個體自卑感、生活環境資源匱乏的限制，個體因社交技

能生澀或被動，屢屢在人際互動上遇到一些挫折，亦是成長中社會互動

的阻力。研究參與者對於人際關係的建立傾向被動，由於生活經驗中接

觸的人際面向較窄，較難從環境中學習到熟練的社交技能。然而，研究

參與者對於人際交往和團隊投入其實是仍有期待的。 

（五）缺乏深遠影響的典範人物學習 

    在進行本研究時發現，雖然研究參與者能善用環境中的圖書資源，

使自我增廣見聞；同時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歷中，雖少部分有重要他

人（如雙親、教師等）楷模角色的發揮，在研究參與者生命的某一時間

區段中扮演著階段性的良性影響，卻未能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中，

擁有可長程、深廣學習的典範人物標竿。這部分或許歸因於研究參與者

成長環境資源的相對單調，以及未能更深刻、全面地獲得啟發。在過去

社會上成功的社經地位不利名人發展歷程中（賴東進，2000；蔡國南、

陳芸英，2007；郭泰，2001；蔡合城，2001；曹銘宗，2001；吳昭瑩，

2002；古又文，2010），皆可發現其成長過程樹立著學習典範，使其擁有

更遠大的抱負自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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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藉由此研究，研究者得以完整窺見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脈

絡，同時發現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成長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而在本研究

中，亦存在部分可能的限制。在此列出研究限制與建議，希望能供日後

相關研究工作者有助益的參考。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最大的限制可能來自兩部分，其一來自於對於研究取向「敘

說分析」的主、客觀詮釋問題；另一部分則是質性研究先天具備的「無

法推論性」，以及受訪對象選取的問題。 

一、敘說建構的客觀性與真實性 

    質性研究的動態性來自於「人」，而人本身就是每分每秒不斷在變化

的個體，因此，質性研究最大的彈性來自於人，最大的弱勢卻也在人的

因素上產生。蔡敏玲（1996）提到，「研究者的主觀並不是在寫報告時才

需要面對的問題。從現場資料的紀錄開始，研究者選擇的角度與語彙就

開始滲透，在所寫成或所拍攝成的各種資料裡。」本研究的可能限制為

研究者在詮釋敘說的過程中不夠客觀和抽離，研究者自身多重角色的扮

演有助於研究資料詮釋的全面性，卻也可能因此加入個人情感和對研究

參與者的主觀投射而使資料多了主觀的見解。此外，早在蒐集資料過程

中的訪談，即可能受限於研究參與者當下的階段、狀態與心境而影響敘

說的呈現。 

    而敘說的真實並不等同於生命的真實，敘說中所謂的真實其實是指

「語言與想像的東西相互牽連、糾結、鑲嵌和編織在一起」（引自蔡敦浩

等，2011，頁 67）的產物。資料還原和重組、再建構的過程中遺漏了多

少「真實」，都是「再現」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生命時皆有可能受到限

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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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體成長歷程的無法推論性 

    質性研究的本質本身不具備推論性，研究參與者種種經驗無法推論

到其他任何一個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成長，是本研究另一項限制。     

    本研究僅以研究中五位分布在臺灣各縣市的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

生作為分析和探究的資料來源，五位研究參與者原來就存在頗大的個體

差異性，唯一共通點是他們皆參與摩根士丹利公司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合作的「惜才育英計畫」社會贊助方案，然而並非所有參與「惜才育英

計畫」之高中生皆擁有相似的成長背景環境與家庭氛圍。本研究之研究

參與者來自相異的社經地位不利家庭，亦有截然不同的生長環境與求學

歷程，即使此研究進行成長經驗敘說的深度訪談，能窺探五位社經地位

不利高中生成長，發現其各自的成長歷程，並能統整分析這五位研究參

與者的成長經驗；然而每一個個體生命是獨一無二的，同時牽涉面向也

包含內、外在繁複的交集，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仍較難推論到其他亦參與

「惜才育英計畫」的高中生及其他社經地位不利個體。 

    另一部分，本研究選取對象的年齡階段界定在以高中生為主，且鎖

定學業表現較為優秀的個體，原本希望將命題定義在「資優生」焦點，

但由於五位研究參與者並非通過標準資優鑑定歷程的個體，而擴大為「優

秀」的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其他可能的研究限制在於對研究參與者年

齡階段的界定；以及對個體「優秀」的定義，亦無法將研究發現推論到

其他不同年齡階段、相異學業表現的社經地位不利個體。 

貳、研究建議 

    依據前述的結論與研究限制，研究者在此針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

成長」與「後續研究」兩部分，提供以下建議。 

一、給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的建議 

    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的建議，研究者列出以下五點，期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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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得到更多的資源和關注。 

（一）對各階段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長程關注 

    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議題始終蘊含著值得關注的意義，而對於

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發展，更擁有需要長程關注的價值。在學校體

系內，由於文化殊異與家庭功能不彰，使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無法

被定義為資優學生，獲得多元的輔導資源（潘裕豐等譯，2012）。在本研

究中社經地位不利個體在經歷每一階段的發展，都遭遇新的學習和挑

戰，若無法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社會在必要時提供協助，他們極有可

能在過程中失去成長的動力，最後造成「低成就」的遺憾。同時，對優

秀社經地位不利個體長程關注的長遠意義則在於為我們社會培養堅毅、

挫折容忍力高的優異人才。 

（二）密切追蹤家庭脈動，關心家庭氛圍與環境 

    家庭是形塑個體最初始的場域，而個體發展深受家庭變動影響。欲

了解一個體的成長軌跡，從家庭著眼是最可見到端倪的。研究者建議在

探討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的背景下，密集關切其家庭發展的脈絡。正

如研究中呈現的結果，家庭環境的穩定性，以及家庭成員情感的連結，

深深影響個體應對外在環境的信念。 

（三）強化學校環境的支持系統，建立良師輔導機制 

    在研究參與者的成長歷程中，學校系統並未完整發揮功能，而學校

教師角色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引導，也幾乎未提供真正所需的協

助。然而，學校是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歷程中重要性僅次於家庭的場

域；個體進入求學階段，有時在學校的時間甚至比家庭來的多。在此建

議學校環境能建立妥善正向的弱勢群體（如：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支持

系統，定期且適性的提供學校環境中的弱勢群體實質的協助；或使來自

類似社經地位不利背景的同儕有共同對話、分享的平台，得到同儕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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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同理。同時，建議教師角色在授課、解惑的價值外，能近身關心社

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內在需求，藉由深入探尋其成長脈絡和背景，提供最

適切的協助，開拓其學習的視野和格局，並在社經地位不利學生遭遇到

成長的困惑、挫折、選擇的難題時發揮輔導、支持的角色。 

（四）為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個體提供深、廣度兼具的社會支持資源 

    研究參與者在接受社會支持的資源時，對於社福單位對「平均分配

資源」概念感到無奈，其由於擁有較優異的成績表現而被社福單位認為

已有豐沛的資源支持。然而，國內針對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資優生或

優秀學生的社會方案屈指可數，僅有由晨星半導體公司與中華民國社會

事業發展協會共同策畫的「青年投資計畫」（李家兆，2013）；以及摩根

士丹利公司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自 2004年起合作至今的「惜才育英計

畫」。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的成長需要更多元的社會資源支持，而在資

源挹注的同時，亦期望能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有更深層、長遠的幫

助，不但能使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強而有力的經濟與學習支撐；對於其

長遠的生命規劃亦有較深遠的影響。 

（五）生涯視野開拓的引導與協助 

    優秀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生涯發展，需要更具前瞻性和開闊性的引

導。礙於生活場域、成長背景的視野較小，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雖

對於自己的生涯發展有所見解、展望，卻仍停留在「想像」的階段，無

法有更寬廣的體驗。這部分的提升和改善需仰賴多方合作，構築較為開

闊、符合現況的生涯視野，包含：家族長輩、兄姊、學校教師、社會贊

助單位、其他重要他人等，皆可致力於圖書資源的提供、多元生涯發展

訊息的供給，使這些優秀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在興趣探索、生涯規劃的

過程中，建構更完整、踏實的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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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後續研究的建議 

    關於後續對於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相關研究的進行，有鑑於本研究的

侷限與發現，在此提供幾點對於研究對象選取、研究方向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選取建議 

    1.選取不同求學階段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進行研究 

    本研究鎖定的研究參與者為就讀高中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起初一

部分原因是考量國小、國中學生未發展成熟、生命歷程亦短，可能無法

完整而清楚的陳述其成長經驗；然而未真正進行較低求學階段個體的研

究，無法確知較低求學階段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是否無法真實而完整的

敘說，也或許早熟的心靈特質，亦能呈現出驚異的發現。在後續的研究

中或許可分別探究其他不同求學階段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如：小學生、

國中生、及大學以上的學生，從不同階段個體的生命視野中，看見不同

層次、相異的風景。 

    2.以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重要他人作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主要是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本人。在社經地位

不利個體成長歷程中，亦存在許多不同角色的重要他人；礙於研究範圍

與有限時間的關係，無法一一針對社經地位不利重要他人進行深度訪

談，是研究者一直感到惋惜的地方。而在文獻探討的發現中，從社經地

位不利個體重要他人角度出發的研究屈指可數，研究者不禁試想，若社

經地位不利個體發展的研究是從其重要他人出發，例如：從社經地位不

利高中生的母親眼中回顧子女成長經歷的變化、或從教師角度探討社經

地位不利學生在求學發展的情況……等，或許都是值得探究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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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向建議 

    1.持續對社經地位不利個體進行長期追蹤研究 

    研究至此，身為研究參與者的五位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已邁向大學

階段。隨著成長經驗中不同階段的起伏，每一個不同的生命階段皆代表

新的意涵。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進行長期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追蹤研

究，研究期程可更加宏觀，擴及到大學、研究所，甚至延伸進入職場、

成家立業的生命階段。這部分亦是研究者本身希望能延伸進行的探究。 

    2.比較臺灣不同地區的社經地位不利學生成長經驗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分布居住、生活於臺灣不同縣市、城鄉的地區，

但研究參與者多半生長在非直轄市的西部行政區，非臺灣整體資源最豐

沛的北、高兩市、亦非資源最匱乏的東部縣市。然而城鄉發展因素有時

也影響關乎個體發展的資源，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並未進一步分析、比較

不同城鄉背景下的發展差異。建議在將來的相關研究中，可將社經地位

不利學生生長的背景區域作為重要的研究變項之一，或可分別鎖定在相

同的生長縣市，將來能比對在不同縣市背景下，進行社經地位不利學生

成長經驗之研究。 

    3.針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心靈發展、哲學思維進行更深層探究 

    研究歷程中，研究者感受到研究參與者讓人驚豔的內在成熟度，以

及較同齡深層的生命哲思。後續相關研究中，或許可特別針對社經地位

不利學生成長的心靈發展、哲學思維等較深層的個體內在歷程進行探

究，開啟更深度的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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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反思 

一個平淡的詞語，常包藏著無數寒夜裡的心悸。 

往事如煙，往事並不如煙。 

                                 ―章詒和，2004 

 

    透過本研究，研究者不僅探究這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十多

年的成長歷程，走入五個完整清晰的個體生命，在截然不同的六個世界

（五位研究參與者以及研究者自身）間交互反思；亦開展了研究者對自

身生命脈絡的回顧與思索。 

    在此，將研究者從事此研究以來的種種心路歷程和想法，以「研究

主題的推敲」、「研究歷程的思與想」及「自我成長」三部分呈現。 

壹、研究主題的推敲 

    在此研究萌芽前，研究者和這群研究參與者因摩根史丹利公司與中

華資優學會合作的「惜才育英計畫」而已認識一年多，認識過程中，我

們有時會透過電子郵件或臉書成立的社群互動，他們那時剛上高中，分

享生活中有時會透露自己對生活、對社會的想法，或成熟、正向的觀點。 

「有一句話我很喜歡：『把每一天都當成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你就會輕鬆自在。（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但是我每天都過的太輕

鬆自在了，所以應該是要更充實自己的生活才是。期待暑假見

面！好想去做志工！」（S5 信件 1000515） 

「……期待暑假的見面，很想老師和大家。暑假有去哪裡嗎？

我暑假要去帶小孩喔！是低收入戶家庭的小朋友，為期十天的

活動，我覺得很興奮！當我們有能力時一定要幫助人。」（S5

信件 10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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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們有時透露出的早熟語言和思考觀點，研究者突然發現身邊

這些來自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優秀高中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對象，

決定鎖定這些高中生為研究的主體，探討他們的成長經驗。起初，和指

導教授討論主題的訂立，研究者原本將主題設定「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

敘說的生命故事」；後來指導教授提醒我這些學生並不是經由完整的資優

鑑定流程所定義出的「資優生」，在學術研究上較難具體呈現，因此我們

決定將這群在課業成就和各類表現頗為傑出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優秀社

經地位不利高中生」；而後指導教授更提出一精闢的觀點，建議將「生命

故事」改為「成長經驗分析」，由於這些高中生迄今的生命歷程並不長，

將研究焦點放在「成長歷程中的經驗」的確是更為聚焦的。研究主題因

此確定發展為「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驗分析」。 

    在研究開展的歷程中，指導教授建議將成長經驗分為不同面向去探

究，在進行文獻探討時，蒐集到一些關於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相關研究，

從不同文獻探究的議題中，除了都是以各類型的社經地位不利個體為研

究對象，尚可將研究的焦點粗略分類為家庭、課業、人際、價值觀，以

及生涯面向等。我因此參考這些文獻的脈絡，將此研究之「成長經驗」

再細分為「自我概念」、「家庭關係」、「求學歷程」、「社會互動」、「生涯

選擇」的五個面向，希望能使對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的成長經

驗探討更加細緻。 

    進入研究核心的分析層面時，研究者有時仍會自我質疑這樣的「成

長經驗」分類面向是否適宜，因為在進行敘事探究「類別―內容」分析

時，研究參與者敘說的經驗可能橫跨在定義的五向度之中，例如：學校

生活的經驗可能同時牽涉到「求學歷程」與「社會互動」。後來和協同編

碼者進行討論和澄清觀點，協同編碼者 C2 提醒我這些不同面向本身就是

相關連，就如同研究文獻探討部分我所呈現的圖（請見第二章第三節）

一樣，生命中各種經驗本就影響個體發展的各個面向、層次，環環相扣。

後來我們討論決定在更細緻聚焦分類，如：學校生活的經驗視事件或觀

點所提及的主體，若是關於學校的整體學習氛圍、與課業相關的概念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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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求學歷程」的編譯；而與學校同儕互動、與「人」相關的經驗則

放在「社會互動」的同儕關係中聚焦探討。 

    在研究者進行研究的同時，兩位同儕評鑑者亦在歷程中不斷給予想

法的激盪，也是使我研究主題的確定和堅定投入的助力。同儕評鑑者 F1

在研究者進行文獻探討時，分享其當時在畢業後旁聽研究所課程正閱讀

接觸的文獻與概念，促發我在文獻探討擁有更廣的視點；而同儕評鑑者

F2幾乎是和研究者同一時間開展各自的碩士論文研究，加上研究議題相

仿，研究過程中他經常和我暢談對他自己研究的想法，也潛在激盪研究

者對本研究的觀點，使之更加聚焦。 

    研究的主題和焦點隨著研究開展真正確立；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後

尋求解決的歷程也使本研究的脈絡更加清晰。 

貳、研究歷程的思與想 

    對研究者而言，研究歷程的真正開展，其實是和研究參與者進行訪

談、蒐集研究資料的過程。而在生命真實互動的歷程中，也使身為研究

者的我多了許多反思和自我想法的衝擊。 

一、訪談、聆聽，但「自我」不涉入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花費最多的時間不外乎是在臺灣各地來回訪

談、整體訪談音檔、撰打逐字稿、分析資料等的研究執行歷程。在除了

訪談者的研究身分外，研究者本身身為研究參與者在「惜才育英計畫」

中的輔導老師角色，有時會成為研究進行的牽絆。楊垂芳（2013）在研

究末期進行自我研究歷程的反思中，自省易將訪談與諮商混淆。研究者

在進行訪談時，有時也遭遇類似的課題。由於身為他們的輔導老師，在

聆聽成長經驗時容易將自我「輔導老師」角色涉入，而非純粹的「聽者」，

這亦是在提論文計畫時口委曾提醒我的部分。在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

者偶爾因重現成長經驗中較起伏的片段而牽動情緒，在訪談間表露張力

較大的情緒，此時研究參與者的課題就是要不斷進行研究角色的自我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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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這部分的確是研究歷程中最大的挑戰和學習。 

二、客觀走過五位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 

    研究參與者在分享其成長經驗的過程，研究者經常會跟隨其所陳述

的內容，彷若身歷其境，觀看一部部成長故事的電影。隨著敘說脈絡的

延展，研究者得以縱觀這些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歷程，而漸能暢然

理解現在眼前的研究參與者為何會有這樣的性格、特質和想法的展現。 

「在我們未走入他人生活的世界，原是無法體會他（她）真實

的生命樣貌；然而透過每一生命真實的訴說，即使彼此生存的

世界仍無法交融，但剎那間我們已能理解說者之所以成為現在

的他（她）；以及他（她）為何如此訴說，一切都已找到答案。」

（R 研究日誌 1020321） 

    訪談進行中，五位研究參與者思考方式是差異極大的，他們在語言

表達的層次、語法呈現、及以「外在語言」表露「內在思考」的模式亦

相距甚遠。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狀態經常要隨著研究參與者的改變而

調整自己。然而，正因在訪談、互動的過程中更加了解，愈理解研究參

與者語言表達習慣、敘述邏輯，並搭配對其特質展現的觀察與熟悉，研

究者愈能用更精確的概念去分別重現不同研究參與者的成長經驗。 

三、兩極世界的交互衝擊 

    研究歷程中使研究者較為衝突的，是來自研究者自身生活經驗的影

響。由於研究者自身成長背景的差異，客觀觀望研究參與者社經地位不

利的成長背景已是不熟悉的體驗；而研究者生活場域中的經歷，背景落

差甚大的人、事、物，有時會對我造成衝擊，因此影響我對研究的思考。

但另一層面，卻也使研究者在這些差距中看見更多焦點。 

「在書寫論文、整理這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生命的歷程故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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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因為某些機緣認識一位家世背景富裕、就讀貴族學校、

父親擁有飯店以及餐飲等企業的小女孩；最近身邊另一位擁有

富足家族事業、後來更嫁入大企業門第的同齡朋友，正愁著想

幫新生兒找保母，一起到上海生活。在我生命中，經常同時出

現了很多矛盾和衝突性，貧與富的故事不斷上演。從小到大我

求學與生活環境同儕的富足比上有餘，但身邊來來去去的人

中，也不乏來自經濟較艱辛的家庭，我卻無法減少對這些人們

生命的關注與探求。遠望、近看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們，聆聽他

們的成長歷程、生命經歷，卻似乎無關家世是否顯赫、經濟是

否富裕或貧窮，存在的是一樣的生命課題，一樣面對是否真實

的快樂，一樣煩惱食衣住行，只是面向不同。這些學生的生命

讓我發現的是，他們擁有的並沒有比較少，對自我的認知與探

求、理想目標的追尋更沒有比較模糊；其實，反而是較清晰而

純粹的。」（R 研究日誌 1021018） 

    研究者始終記得，在研究開展之前，為了確定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否

可行、能否有效蒐集到訪談資料，當時研究者找來同儕評鑑者 F2進行試

訪談的對象。循著研究設計的「生命線性式訪談」和「整體焦點式訪談」

脈絡，F2在研究者面前完完整整口述出他來自隔代教養、社經地位不利

家庭的成長史，其絲毫無隱藏的表露，其實在當時對我有很大的衝擊。

或許因為那是研究者不了解、沒有經歷過的世界，然而正因不了解，因

此更需要深入探究。那場初始的訪談是促使研究者投入此研究的一大媒

介。研究接近尾聲，我重新回顧研究參與者以及生命中出現過、不同背

景的人們，這些沉澱的思想也促進研究者自我內在的成長。 

參、自我成長 

我探查自己的心，審查自己的美德， 

我看見內心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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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我的心甚至尚未飽和， 

甚至在收容那些不幸的哀傷、憤怒與羞愧之後； 

我的心可以輕而易舉接受更多，寬容更多。 

它的愛無窮無盡。 

                          ―Elizabeth Gilbert（引自何佩樺譯，2010） 

 

    回觀這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他們用生命歷程的展現教會研

究者許多事；同時也讓研究者重新檢視自己的成長經驗。 

「在整理訪談這些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歷程的文

字，細讀精讀他們的生命同時，竟同時觸動我自己的成長印

象。那是環境截然不同、全然相異的成長歷程，卻和他們一樣，

好像都有一些傷痕、一些失落，還有『現在』對『過去』的回

首。那或許是一種對比、一種映襯，相較我在穩定的成長背景

下有著動盪的心情，他們是勇敢而獨立的。或許那是一種不得

不的勇敢，但它是那樣的堅毅。」（R 研究日誌 1021003） 

    「隨波，不逐流」是研究者在進行研究過程中，反芻這些優秀社經

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經驗時，不斷浮現的一句話。在生命洪流之中，他

們無法選擇自己生長的家庭、場域，也只能跟隨臺灣現況的升學體制往

前走，這是「隨波」；然而在生命之河中，他們卻有足夠的自我意識和正

向見解能知道自我的流向，不「追逐主流」。國中階段處於動盪、不利升

學的環境，卻能自我把持，堅定目標。後來同樣就讀排名前段的高中，

當多數同儕以成績對應大學排名的選擇，研究參與者 S2 早已確立自己興

趣領域和校系類型；其他研究參與者亦在生涯方向有清楚的自我認知。

不只是課業成就和選擇，人際互動上他們雖相對被動，卻也有自我堅持。 

「有時候必須捨棄些什麼。比起范柳原，我更不喜歡白流蘇，

好啦，兩個都不喜歡。總之，我不喜歡用計去換取什麼，我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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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真心待人！」（S4 臉書文字 1001113） 

    從結識這些社經地位不利學生到現在，已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在研

究者眼中，他們從羞澀的高一生、忙碌的高二生，轉變為期盼未來的高

三生；而現在，他們已是大學新鮮人，都踏進適合自己發展的大學，其

中有幾位研究參與者更進入臺灣最頂尖的學府。經歷訪談時，他們正值

高二和高三的交界，那時的他們是壓力最大的。在早熟、複雜的思慮之

下，他們經常呈現出一種不協調的矛盾感，即感覺上沒什麼、卻又無可

言喻的想要找到平衡。在起伏的情況下，卻仍能保有一種對自我的堅定。

在升上高三時期，甚至是現在他們已進入大學的場域，都是如此。不謀

而合的，他們對於自我的「莫忘初衷」，存在非常強大的堅持。 

「『別讓遺憾繼續，一切都來得及』和『莫忘初衷』，這兩句

話我得時時提醒自己。」（S3 臉書文字 1020228） 

「很累，但莫忘初衷。繼續和寫不完的作業奮鬥。」（S4 臉書

文字 1021111） 

    這種偌大的堅持，是很難能可貴的。回顧研究者自身成長經歷，記

得國、高中階段只認為讀書、好成績就是全部，國中唯一的價值是考上

好高中；高中的最終的價值也是考上好大學。然而，從研究參與者生命

去回顧自我生命的過去才發現，那樣的目標不過是循著大環境（當時是

明星學校的氛圍）的主要價值去追隨，隨波逐流，卻無法確知自己真正

想追求的是在哪個方向。研究參與者讓研究者看見的，是他們對自己清

晰的覺察、在自己的設定之下，努力、堅持的依循自我的目標。 

「我不知道『大學就是要玩四年』這話是誰說的，但基本上不

適用在我身上。我過的日子是一天到晚寫作業的生活，我沒有

故意去修很涼、很甜的課，因為我不想讓我自己再後悔四年。」

（S4 臉書文字 1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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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洪流中，多數人經常未真正經歷「選擇」層面的思索，僅循

著大環境的流向往前移動。或許由於研究參與者生命擁有的「選擇」較

少，培養了他們較為主動、積極的生活動機。除此之外，成長歷程的種

種亦形塑他們內在敏感的情感層面，研究參與者也思索與人建立關係方

式的「選擇」。研究參與者 S3 在高三課業壓力繁忙時仍到社會機構擔任

義工，用她早熟的觀察、感受寫下了這段話： 

「一年了……再度來到這裡。這裡的孩子，還是長的一模一

樣，他們心理的年齡與外貌，被真實年齡拋諸腦後，永遠無法

望其項背。從早上九點到那邊，從那一整面的玻璃窗外望見他

們，看見他們天真的面孔。有的望著窗口傻笑、有的皺著眉若

有所思、有的只是面無神色。我蹲在一位小女孩旁，發現她有

一對褐色的雙眸，還有令人羨慕的長睫毛，她眼神雖然常常看

起來是無視於我的存在，但當我拿著一隻馴鹿娃娃偶然吸引到

她的注意時，她張開了小嘴……。今天下午時，他們辦了一場

生日趴，因為二月有兩位壽星，其中一位綽號叫龍哥，他擁有

一個孩子的外表，但他今年過的似乎是二十六歲生日。大家圍

了一個大圈子，一邊唱著生日快樂歌；一邊拍手，我也吃了蛋

糕，分享著他們的喜悅。然而，儘管當下氣氛是歡樂的，心裡

卻還是有種莫名的難過。他們的世界就侷限在那面玻璃窗內，

就算大一點好了，也不過只能在一棟大樓內。也許他們不用想

太多，也就沒有這麼多我們一般人有的煩惱。但……他們無法

像普通人一樣，不斷學習新的事物、新的語言、新的技能；欣

賞除了那棟大樓以外的風景；品嘗各種稀奇古怪的美食。我問

那邊的老師，他們平常有可能會玩一些黏土之類的嗎？老師回

答我說他們手的力氣與控制力比較無法。有位孩子隨著「小星

星」的旋律，拍著纖細的雙手；有位對著失去能穿透光線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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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孩子喃喃地：『叮……叮噹』。背後是什麼故事？」（S3

臉書文字 1020226） 

    個體生命中的人來來、去去，每一個生命的出現都有存在的意義。

聞思了這五位社經地位不利學生的成長經驗，以及對自我生命的回首，

研究者很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打開心房的分享讓我看到不同的生命風

景；也感謝出現在我生命中所有的人；事；物。慶幸在研究的最後階段，

機緣的安排讓研究者有很長的時間能全心投入研究，因此得以沉澱、深

思研究資料，浸入較深邃的思索中。研究最後，以一位研究參與者在高

中生涯結束之際，有感而發寫下的文字作結，感謝這段在研究者生命中

出現的「限量版」歷程。 

「原來限量版的東西會令人瘋狂搶購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是限量的。 

任何生活，沒有人能取代。 

只有我們每個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夠深深體會。 

哪怕是任何一件小事情，都是一個限量版，它將永遠安放在腦海中。」  

（S3 臉書文字 1020611） 

 



329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于曉平 (1998)：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的角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于曉平 (2002)：雙親在資優生生涯發展中的角色之研究。特殊教育研究

學刊，23，141-162。 

于曉平 (2007)：高中數理資優女生性別角色、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

之關聯及角色楷模課程實驗之影響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尤淑純、蔡玉瑟 (1998)：城鄉兒童學習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比較研究。 臺

中師院學報，12，55-101。 

王文娟 (2001)：家對智障者之成年手足的意涵。 私立慈濟大學社會工

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市。 

王文欽 (1998)：近代中國傑出科技人才的成長環境與學習歷程之研究。 

私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北市。 

王永慶 (1989)：家常話。臺北市：遠流。 

王依慈 (2004)：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對業成就之影響 —以基隆市為例。 

私立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王姿琴 (2011)：新臺灣之子：新移民資優學生輔導實例。載於郭靜姿、

潘裕豐主編，開發優勢‧提攜弱勢：理論與案例分享，347-356。

臺北市：教育部。 

王政茹 (2008)：亞斯伯格青少年自我概念之生命故事敘說。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王勇智、鄧明宇(譯) (2003/2010)：敘說分析（原作者：Riessman, C. K）。

臺北市：五南。 

王淑棻 (2009)：資優是一種恩賜，還是困擾―談資優生情意特質的正反



330 
 

面與輔導策略。資優教育季刊，113，26-35。 

王崧任 (2011)：青年脫貧歷程之研究—以高雄地區參與教育投資方案之 

青年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縣。 

王鍾和 (1984)：都市中上社經階層母親的教養態度與么女生活適應。國 

     立臺北護專學報，2，89-137。 

王鍾和（1993）：家庭結構、父母管教方式與子女行為表現。國立政治大

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王韻涵 (2010)：弱勢青少年學習心理特徵之探究。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未出版，新北市。 

孔祥嘉 (2003)：檳榔西施生涯選擇、就業歷程及生活經驗之研究。國立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內政部社會司 (2012)：低收入戶與社會救助現況調查。2012 年 10 月 

     7 日取自 http://sowf.moi.gov.tw/10/new10.htm 

內政部主計處 (2013)：內政部統計週報 102 年第 10 週。2014 年 2 月 

     27 日取自 http://sowf.moi.gov.tw/stat/week/list.htm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2008）：惜才育英資優學生輔導計畫。2012 年 8 月 

12 日取自 http://www.brightmindsaward.org.tw/course.html 

古又文 (2010)：不讓殘酷的神支配：古又文創作與人生。臺北市：時報

文化。 

白曉芬（2010）：虔誠與勇氣，一個特教老師的生命故事探究。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石培欣 (2000)：國民中學學生家庭環境、同儕關係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

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全中鯤 (2000)：原住民族兒童學校教育與學習之相關探討。國立花蓮師

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市。 

江文瑜（2008）：口述史法。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 

     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05-222）。臺北市：巨流。 

http://sowf.moi.gov.tw/10/new10.htm
http://sowf.moi.gov.tw/stat/week/list.htm


331 
 

江瑞芳 (1994)：影響嘉義地區國中學生教育機會之家庭因素分析。國立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朱佩綺 (2007)：國小資優生完美主義傾向、生活壓力及其因應策略之相

關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行政院主計處（2009）：當前所得分配之迷思與對策。2012 年 9 月 17 日

取自 http://win.dgbas.gov.tw/fies/analysis.asp 

行政院主計處（2011）：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2012 年 8 月 24 日取 

     自 http://win.dgbas.gov.tw/fies/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2013）：低收入戶數及人數。2014 年 3 月 3 日取自

http://www.mohw.gov.tw/MOHW_Upload/doc/1_0003639000.xls 

沈芯菱(2006)：100萬的願望。臺北市：圓神。 

何美瑤 (2001)：國中生家庭結構、學業成就與偏差行為之研究。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何華國(1996)：特殊兒童親職教育。臺北市：五南。 

余化人 (1998)：臺北市國中技藝班學生個人因素、家庭背景、學校環境

與其自我概念及技能學習態度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余淑貞(2006)。臺北縣新移民女性的國中子女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未

出版，臺北市。 

余德慧(2010)：生命宛若幽靜長河。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余德慧、李宗燁 (2003/2005)：生命史學。臺北市：心靈工坊。 

吳昭瑩 (2002)：臺灣阿瘦：阿瘦皮鞋董事長羅水木擦鞋做頭家的真情故

事。臺北市：遠流。 

吳美賢 (2002)：國小資優學生生態系統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吳芝儀(譯) (2008)：敘事研究：閱讀、分析與詮釋（原作者：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 Tamar Zilber）。嘉義市：濤石文化。 

http://win.dgbas.gov.tw/fies/


332 
 

吳佳榮、張德勝(2003)：隔代教養學生與非隔代教養學生學校生活適應 

之比較。花蓮師院學報，16，109-134。 

吳淑敏 (2004)：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歷程及其成功因素之探討。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吳惠美 (2010)：部首識字教學對弱勢學童閱讀能力之研究。國立臺東大

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未出版，臺東市。 

吳慎慎 (2006)：藝術人的終身學習：生命故事敘說的教學實踐。藝術教

育研究(12)，1-38。 

吳慧貞（譯) (1991)：故事的呼喚（原作者： Robert Coles）。臺北市：

遠流。 

吳錦惠、吳俊憲(2005)。「新臺灣之子」的教育需求與課程調適。課程與

教學季刊，8(2)，53-72。 

呂育錚 (2005)：國小高年級學童性別、年級及家庭社經地位影響其生涯

覺察力、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巫有鎰 (1997)：影響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因果機制 : 以臺北市和臺東

縣作比較。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臺東市。 

巫有鎰 (2005)：學校與非因素對臺東縣國小生學業成就的影響：結合教

育機會均等與學校效能研究的分析模式。國立屏東師範院教行政所

博士論文。未出版，屏東市。 

李巧琳 (2002)：人力資本投資對代間的移轉：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成就

的影響。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 

縣。 

李玉齡 (2000)：低收入戶女性單親家庭的困境與突破之探究-以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實驗方案參與者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

文。未出版，臺北市。 

李宗燁（2003）。從童年記憶的敘說探討惦念的生命感。載於余德慧、李 



333 
 

     宗燁（著），生命史學（頁 189-265）。臺北市：心靈工坊。 

李宛真 (2004)：高雄地區國中學生家庭文化資源、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

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高雄市。 

李政賢(譯) (1999/2006)：質性研究：設計與計畫撰寫（原作者：Marshall, 

C., & Rossman, G.B）。臺北市：五南。 

李家兆 (2013)：生命之流的湧現―一個「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社群之 

     敘事探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臺北市。 

李敦仁、余民寧 (2005)：社經地位、手足數目、家庭教育資源與教育成

就結構關係模式之驗證：以 TEPS 資料庫資料為例。臺灣教育社會

學研究，5(2)，1-48。 

李依純 (2006)：低收入戶家庭國小學童同儕關係之影響因素研究。靜宜

大學。未出版，臺中市。 

李政賢(編譯) (2007)：透視質性研究（原作者：Kathleen B. deMarrais）。

臺北市：五南。 

李政賢、廖志桓、林靜如(譯) (2007)：質性研究導論（原作者：Uwe 

Flick）。臺北市：五南。 

李政賢(編譯)(2011)：質性研究寫作（原作者：Harry F. Wolcott）。臺北

市：五南。 

沈香君 (2008)：聽於無形‧覺於有情—三名有聾父母之聽子女的經驗敘

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河合隼雄(2010)：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臺北市：心靈工坊文化。 

周志建 (2012)：故事的療癒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臺北市：心

靈工坊文化。 

周佩潔 (2003)：新貧冰風暴：家中主要生計者失業對青少年子女影響之

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周祝瑛 (2008)：臺灣教育怎麼辦。臺北市：心理。 



334 
 

周祝瑛 (2009)：臺灣地區師資培育政策之檢討與展望。中等教育，

60(3)，8-20。 

周新富（2006）：Coleman社會資本理論在臺灣地區的驗證－家庭、社會

資本與學業成就之關係。當代教育研究，14（4），1-28。 

周新富（2008）：社會階級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以家庭資源為分析架

構。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1-43。 

林文婷 (2007)：運用優勢觀點探討青少年之貧窮生活經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生傳 (1985)：國中生學習式態之相關因素及其與學校教育態度、學業

成就的關係。教育學刊，6，41-94。 

林生傳 (2002)：教育社會學。臺北市：巨流。 

林宏達 (2012 年 11 月)：青年貧窮真相:學貸幫人變幫兇!。商業週刊， 

1305，86-88。 

林妙華 (2003)：資優生過度激動特質與友伴關係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昀嫈 (2003)：成長服務方案對低收入戶青少年自我價值社會興趣影響 

     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秀燕 (1996)：國民中學技藝教育班學生自我概念、成就動機與職業決 

策行為相關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 

版，高雄市。  

林郁青 (2010)：霧之行者―後天低視力者自我認同發展歷程之生命故事

敘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榮俊 (1997）：高雄市國民小學提早入學學生學習適應、行為困擾及學

業成就之相關研究。臺中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臺中市。  

林麗娟 (2004)：國中生學業成就與依附關係之相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

輔導與諮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紀詠齡 (2012)：一位資優生手足回觀家庭經驗與手足關係之敘事探究。 



33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胡幼慧(主編) (2008)：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

北市：巨流。 

柯賢城 (2002）：都市邊緣原住民家庭生活之考察-以三鶯部落阿美族為

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連廷嘉、戴嘉南(2003)。自我概念與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屏中學報，

11，99-114。 

姜添輝 (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系：批判教育社會學的

分析。臺北市：高等教育。 

孫旻儀、蔡明學（2007）：社經地位和學生成就關係之後設分析。國教學 

     報，19，199-221。 

孫清山、黃毅志 (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臺灣社會學

刊，19，96-137。 

洪漢鼎、夏鎮平(譯) (1995)：真理與方法-補充與索引（原作者：Gadamer, 

H. G）。臺北市：時報文化。 

唐瑋（2005）。弱勢青少年生活世界之敘說研究—一位從事檳榔西施工作

業校生之生命故事的省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

碩士論文，未出版，雲林縣。 

涂筱姍 (2006)：「資優生手足」手足關係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

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徐沛雯 (2005)：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及主觀階級認同對教育成就影

響之研究。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

出版，臺北市。 

徐莉虹 (2003)：影響私立高職生學業表現因素之研究—以智光商工為

例。國立臺北大學統計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徐綺櫻 (1992)：父母管教態度與學齡兒童行為困擾之研究－以臺北縣為

例。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 (2000)：內在英雄：六種生活的原型（原



336 
 

作者：Carol S. Pearson）。臺北市：立緒文化。 

翁慧圓 (1994)：影響國中少年中途輟學因素之探討。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袁志君 (2000)：貧窮家庭的福利探討-以花蓮縣秀林鄉原住民兒童為 

例。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袁志晃 (1985)：職業價值澄清活動對高一學生職業決策行為影響之實驗

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高淑清 (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市：麗文。 

梁永安(譯) (2010)：隱士：透視孤獨(原作者:Peter France )。臺北市：

立緒文化。 

張定綺(譯) (2006)：心靈地圖 II：探索成熟與自由之旅(原作者:M. 

Scott Peck, M.D. )。臺北市：天下遠見。 

張高寶 (2001)：單親兒童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環境與情緒穩定之關係研

究。屏東師院學報(14)，465-504。 

張書豪 (2011)：逆風揚帆：四位家庭社經地位不利資優學生的生命故

事。載於郭靜姿、潘裕豐主編，開發優勢‧提攜弱勢：理論與案例

分享開發優勢‧提攜弱勢：理論與案例分享，312-328。臺北市：

教育部。 

張書豪 (2012)：國小資優生夢境經驗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張鐘文 (2009)：國小資優生與其家長、手足互動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教育部 (2008)：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議大會手冊。2012 年 9 月 1 日 擷取

自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EDU01/大會手冊_1.pdf 

教育部 (2008)：資優教育白皮書。2011 年 11 月 21 日 擷取自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39/97.03 資優教育白皮

書.pdf 

曹銘宗 (2001)：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臺北市：天下文化。 



337 
 

畢恆達 (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

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市：巨流。 

畢恆達 (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臺北市：學

富文化。 

鈕文英（2007）：教育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 

曾端真 (2005)：婚姻衝突、親子衝突與手足衝突間之相關性研究－以臺

中縣國小兒童家庭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學位論

文。未出版，臺中市。 

葉玉玲 (2006)：新住民女性子女家庭閱讀環境與學業成就、學習態度關 

係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民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葉明芬（2008）：家庭脈絡對大學生心理福祉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郭春悅 (2006)：家庭社經地位、同儕關係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國立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班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郭為藩、高強華 (2002)：教育學新論。臺北市：正中。 

郭郁智 (2000)：國民中學生習策略、批判思考能力與學業成就之相關研

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郭泰 (2001)： 王永慶奮鬥史：立志成功者最好的一面鏡子。臺北市：

遠流。 

郭素蘭 (1984)：國小資優兒童與普通兒童在家庭社經背景與父母管教態

度上的差異。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郭靜姿 (2000)：談資優學生的特殊適應問題與輔導。載於郭靜姿主編，

資優教育政策與實踐典範，234-253。臺北市：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郭靜姿 (2008)：關懷弱勢資優：惜才育英計畫的理念與作法。資優教育

季刊，75，1-6。 

郭靜姿 (2011)：社經文化地位不利資優學生之鑑定調整與安置輔導模

式。載於郭靜姿、潘裕豐主編，開發優勢‧提攜弱勢：理論與案例



338 
 

分享，38-60。臺北市：教育部。 

郭靜姿 (2011)：惜才育英：家庭社經地位不利資優學生的輔導實例。載

於郭靜姿、潘裕豐主編，開發優勢‧提攜弱勢：理論與案例分享，

297-311。臺北市：教育部。 

郭靜姿、陳若男、林美和、簡維君、張靖卿、胡寶玉、謝佳男、周佩蓉 

(2007)：重要他人對於高中資優班畢業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資優

教育研究，7(2)，1-18。 

陳文玲 (2006)：越旅行越裡面。臺北市：心靈工坊。 

陳正昌 (1994)：從教育機會均等觀點探討家庭、學校與國小學生學業成

就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陳正峰 (1998)：貧窮的落、持續、與脫離---以嘉義縣低收入為例。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陳江水 (2003)：國中學生家庭環境、人格特質、社會技巧與學業成就之 

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學校行政碩士班碩士論 

文。未出版，彰化市。  

陳向明 (2002/2009)：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市：五南。 

陳作忠 (2003)：屏東地區原住民族國中生家庭因素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 

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陳金英 (2002)：生命線婦女志願服務之經驗研究。社區發展季刊，100， 

380-406。 

陳佳琪 (2001)：青少年生活壓力、家庭氣氛與偏差行為之相關研究。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陳怡曲 (2001)：「是懶惰？抑或污名？」一群貧窮單親婦女於就業市場 

之勞動經驗。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陳怡靖、鄭燿男 (2000)：臺灣地區教育階層化之變遷—檢證社會資本

論、文化資本論及財務資本論在臺灣的適用性。國家科學委員會研

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0(3)，416-434。 

陳若男 (2011)：國小資優生自我引導學習與鷹架支持之研究。國立臺灣



339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陳建州 (2000)：家庭社經地位高低與學業成就差異的因果關係。教育社

會學通訊，26，20-23。 

陳建志 (1998)：族群與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影響模式—以臺東縣原漢學

童作比較。政大教育與心理研究，21，85-106。 

陳美芬 (1996)：學童認同對象與自我觀念之關係研究。國立臺東師範學

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陳奎憙 (2001)。教育社會學導論。臺北市：師大書苑。 

陳偉仁 (2002)：文學的閱讀，死亡的敘說〜資優兒童死亡世界的展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陳雅雯 (2003)：中部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自我概念、學習動機與學業成

就關係之研究。國立臺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碩士論

文。未出版，臺中市。 

陳慶福、鍾寶珠 (1998)：單親與雙親兒童在自我概念、行為困擾與學業

表現之研究。屏東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論文集，2，1-35。 

陳曉佳 (2004)：臺灣地區國中學生文化資本、習性與學業成就之關係。

國立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陸洛 (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 

     員會研究彙刊，8(1)，115-137。 

陸若君 (2005)：復原力對失業家庭青少年生活適應影響之研究。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許智傑 (2008)：復原力在貧窮大學生生活經驗中之歷程探究。國立 

     暨南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黃文俊 (2004)：家庭環境、文化資本與國小學生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市。 

黃淑玲 (1995)：國民小學學生人際關係、學業成就與自我觀念相關之研 

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黃毓芬 (2002)：探討貧窮青少年生活經驗及其因應之道。國立臺灣大學 



340 
 

社會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黃聖紜 (2005)：窮孩子‧低成就？家庭貧窮對子女教育成就與生涯選擇

的影響。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市。 

黃慧真（譯）(1995)：發展心理學－人類發展（原作者：莎莉．歐茨）。 

臺北市：桂冠。 

黃毅志（2002）：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臺灣地區不公平的社 

     會階層體系之延續。臺北市：巨流。 

黃毅志 (2008)：如何精確測量職業地位？「改良版臺灣地區新執業聲望

與社經地位量表」之建構。臺東大學教育學報，19(1)，151-160。 

黃薇靜 (2000) ：都市原住民青少年的生涯建構~以大臺北地區阿美族 

青少年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黃韻如 (2004)：中途輟學學生的輔導。載於林萬億、黃韻如主編，學校

輔導團隊工作，137-193。臺北市：五南。 

楊明珠（1983）：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溝通取向與事業成熟態度之相關研   

     究。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楊垂芳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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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楊景森 (2003)：國中學生家庭氣氛、家長參與及學業成就之研究。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楊雅玲 (2008)：資優生敘說中的同儕關係。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碩士班創造思考組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楊語芸譯 (1994)：心理學。臺北市：桂冠。 

鄒浮安 (1994)：家庭社經地位與學業成就之關係：後設分析。教育研究

資訊，2(3)，38-47。 

劉于菁 (2008)：智能障礙者手足關係的探索之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B2%EF%B2%FA%A1D%BC%DA%AF%FD%AD%EC%B5%DB&f=author


341 
 

劉佳珍 (2009)：迎戰貧窮：一位貧窮家庭女性生命之敘事探究。國立花 

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市。 

劉清芬 (2000)：國小學生批判思考、情緒智力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潘淑滿 (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 

潘裕豐、李乙明、于曉平、蔡桂芳、鄭聖敏、鄺靜辰、桑慧芬等(譯) 

(2012)：資優教育概論（原作者：Gary A. Davis, Sylvia B. Rimm, &  

Del Siegle）。臺北市：華騰文化。 

潘裕豐、郭靜姿 (主編)(2011)：開發優勢‧提攜弱勢：理論與案例分享。 

臺北市：教育部。 

黎雅麗(譯) (1996/2005)：活在當下（原作者：芭芭拉‧狄‧安吉麗思）。

臺北市：天下文化。 

蔡合城 (2001)：礦工的兒子。臺北市：商周出版。 

蔡珊珊 (2010)：聽人與其聽障手足互動歷程之敘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特教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蔡榮貴、黃月純(2004)。臺灣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與因應策略。臺灣

教育，626，32-37。 

蔡敏玲（1996）：教育質性研究者請在文本中現身：兩項重要思慮。國民

教育，37(2)，21-29。 

蔡敏玲、余曉雯(譯) (2000/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

事（原作者：Connelly, F.M., & Clandinin, D. J）。臺北市：心理。 

蔡晴晴 (2002)：單親家庭貧窮歷程之研究-以臺中縣家扶中心受扶助家 

     庭為例。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版，南投縣。 

蔡錦德 (2002)：不同家庭經濟狀況高中生職業可能自我之差異比較研

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蔡毓智 (2002)：學習資產對學業成績之影響：以臺北市國三學生基本學

力測驗成績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342 
 

臺北市。 

蔡國南、陳芸英 (2007)：蔡國南的今生金飾。臺北市：寶瓶文化。 

蔡筱葳 (2007)：不同性別、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

之分離：個體化與生活型態、社會興趣之關係研究。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蔡敦浩、王慧蘭、劉育忠 (2011)：敘說探究的第一堂課。臺北市：鼎茂

圖書。 

蔡馥安 (2012)：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人格特質與社會支持對認知情意交

織特質之預測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臺北市。 

賴東進 (2000)：乞丐囝仔。臺北市：平安文化。 

賴瓊雯 (2011)：重拾人生路―兩名中途障礙者的復學與重建經驗敘說。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身心障礙特教教學碩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謝臥龍 (主編) (2004)：質性研究。臺北市：心理。 

鍾鳳嬌、王國川、陳永朗(2006)：屏東地區外籍與本國籍配偶子女在語

文、心智能力發展與學習行為之比較研究：探析家庭背景的影響。

教育心理學報，37(4)，411-429。 

簡志娟（1996）：影響父母教養方式之因素-生態系統理論之研究。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簡璐琪 (2010)：知覺父母期望、家庭凝聚力對兒童自我概念之影響。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 

     北市。 

魏妏珊 (2007)：低收入戶就讀大專校院子女生活困境與奮起經驗之敍說 

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 

雄市。 

魏麗敏 (1999)：國民中小學學生家庭因素、學習歷程與成就之分析研究。 

臺北市：五南。 

javascript:document.frmSimpleSearch.query.value='title:%22%E7%9F%A5%E8%A6%BA%E7%88%B6%E6%AF%8D%E6%9C%9F%E6%9C%9B%E3%80%81%E5%AE%B6%E5%BA%AD%E5%87%9D%E8%81%9A%E5%8A%9B%E5%B0%8D%E5%85%92%E7%AB%A5%E8%87%AA%E6%88%91%E6%A6%82%E5%BF%B5%E4%B9%8B%E5%BD%B1%E9%9F%BF%22';document.frmSimpleSearch.submit()


343 
 

蘇建文 (1976)：國中高、低成就學生心目中父母教養態度之分析。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教育心理學報，5，21-32。 

蘇孫鑫 (2007)：高中資優生生涯發展、生涯決定因素之探索研究。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市。 

蘇淑貞 (1997)：貧窮的歷程---以嘉義縣低收入戶為例。國立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蘇鈺婷 (2002)：在學青少年生涯發展之相關因素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市。 

龔心怡、林素卿、張馨文 (2009)：家長社經地位與數學學習動機對數學

學業成就之研究—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數學領域為例。彰化師大教

育學報，15，121-142。 

 

 

 

 



344 
 

二、西文部分 

Arroyo, C. G. (1990). A comparison of the real and ideal self conceptions of 

high- and low-achieving African-American students: their spontaneous 

responses. Unpublished raw data. 

Arroyo, C. G., & Zigler, E. W. (1995) . Racial identity,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  

903-9l4. 

Astin, A., & Oseguera, L. (2004) . ‘The declining ‘equit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27(3), 321–341. 

Baer, J. (1999) . The effect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SES on family processes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2(3), 341-354. 

Belle Wallace, & Gillian Eriksson (Eds.). (2006). Diversity in gifted 

educatio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issues. New York: 

Routledge. 

Berry, J. W. (1974). Radical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In J. W. Berry, & P. R. Dasen (Eds.),Culture and cognition: 

Reading in cross-cultural phychology. (pp.225-229). London: 

Methuen. 

Blau, P. M., & Duncan, D.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Boykin, A. W. (1984). Reading achievement and the social-cultural frame of 

reference of Afro-American children.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3(4), 464-473. 

Bradley, R. H., & Corwyn, R. F. (200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371-399. 

Bruner, J.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 (1), 11-32. 



345 
 

Brooks-Gunn, J., Duncan G. J., & Maritato, N. (1997) . Poor families, poor 

outcome: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th. In G. J. Duncan., & J. 

Brooks-Gunn (Eds.),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 (pp.1-16).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aldas, S. J., & Bankston , Carl. (1998). The inequality of separation: Racial 

composition of school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34(4), 533-558. 

Callahan, C. M. (2005). Identifying gifted students from underrepresented 

populations. Theory into Practice, 44(2), 98-104. 

Carnevale, A. P., & Rose, S. J. (2003). Socioeconomic status, race/ethnicity, 

and selective college admission. New York: Report for the Centry 

Foundation. 

Cohen, J. (1977).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i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4-120. 

Coleman, J. W., & Cressey, D. R. (1990). Social problems (5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Coles, R. (1989). In the call of stories：Teaching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loete, N. (2004). National policy & a regional response in South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Oxford: James Currey. University at Northrid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rabtree, B.D., & Miller, W.L. (1999).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Diaz, R. M. (1990). The social origins of self-regulation: a Vygotskian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Boston, MA, April. 



346 
 

Dunn, J. Slomkowski, C. & Beardsall, L. (1994) . Sibling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iod through middl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30(3), 315-324 

Duncan, J. G., Yeung, W. J., Brooks-Gunn, J., & Smith, R. J. (1998). How 

much does childhood poverty affect the life chances of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3), 406-423. 

Fejgin, N. (1995).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academic excellence of 

american jewish and asian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8, 

746-761. 

Fuligini, A.j., ＆ Eccles, J. S. (1993).Perceiv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early adolescents’ orientation toward pe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622-632.  

Ford, D. Y., ＆ Harris, J.J.,(1996).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of black     

students toward school, achievement, and other educational variables.  

Childhood Development, 67, 1141-1152.  

Ford, D. Y., Grantham, T.C., & Whiting, G.W. (2008).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students in gifted education: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issue. Exceptional Children, 74(3), 289-306. 

Galley, L. S., & Flanagan, C. A. (2000).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a  

changing economy: time for a new social contract in America. In R. D.  

Taylor and M. C. Wang (Eds.), Resilience across contexts: Work,  

family, culture, and commonly. Mahwah, NJ: Erlbaum. 

Gardner, H. (1999). Intelligence reframed.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Gee, J. P. (1986). Units in the produc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Discourse  

Processes, 9, 391-422. 

Gergen, M. M. (1992). Life stories: Pieces of a dream. In G. C. Rosenwald & 

R. L. Ochberg (Eds.),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pp. 127-144). New-Haven, CT:Yale University 



347 
 

Press. 

Glenn D, I., Lionel J. B., & Glen Hartless. (200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Rural 

Sociology, 66(1), 43-68. 

Goodman, J. R., & Smith, J. P., (2011). The longshadow cast by childhood 

physical and mental problems on adult lif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8(15), 

6032-6037. 

Hanson, T. L., McLanahan S., & Thimson E., (1997). Economic resources, 

parental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In G. J. Duncan., & J. 

Brooks-Gunn (Eds.),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 (pp.190-22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Haveman, R., Wolf, B., & Sandefur, G. (1991). Education achievement and 

childhood events and circumstances. Demography, 28, 133-158. 

Henfield, M. S., Moore , J. L., & Wood, C. (2008). Inside and outsid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ing hidden challenges for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s. Exceptional Children, 74(4), 433-450. 

Hill, M. S., & Duncan, G. (1987). Parental family income and the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of childr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6, 

39-73. 

Holland, M. (1981). Relationships between vo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lf-concept in sixth grade student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8, 

228-236. 

Huston, A. C. (1991). Children in poverty: Child developmental and policy 

sssues. In A. C. Huston (Eds.), Children in poverty: Child 

developmental and policy sssues (pp.1-22). New York: Cambridge. 

Labov, W., & Waletzky, J.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348 
 

arts (pp. l2-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bov, W. (1972).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syntax.  

In W. Labov (Ed.),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p.354-39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Lee, J. (1999). The positive of mentoring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student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2(3), 172-179. 

Lieblich, A., & Josselson, R. (Eds.) (1994).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Exploring identity and gen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eblich, A., Zilber, T., & Tuval-Machiah, R. (1995). Seekers and finders: 

Gener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life stories. Psychology, 5(1), 

84-95. 

Lieblich, A., & Josselson, R. (Eds.). (1997).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Vol. 

5).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H. Mussen ,＆ E. M. 

     Hetheringt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4: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p.11-101). New 

York: Wiley. 

Marshall, C. & Rossman, G. B., (1995).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cBee, M.T. (2006).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ferral sources for gifted 

identification screening by rac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Secondary Gifted Education, 17, 103-111. 

McGuire, W. J. (1984). Search for the self : Going beyond self-esteem and 

the reactive self. In R. A. Zucker, J. Aronoff, & A. I. Rabin (Eds.), 

Personality and the prediction of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49 
 

McLoyd, V. (1998).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child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185-204. 

Menaghan, E. G., & Parcel ,T. L. (1995). Social sources of change in 

children's home environments: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 and family condi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7(1), 69-84. 

Mertens, D. M. (2010).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 Integrating diversity with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shler, E. G. (1986).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narratives. In T. R.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233-255). New York: Praeger. 

Mishler, E. G. (1995). Models of narrative analysis: A typology.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5(2), 87-123. 

Ochberg, R. L. (1994). Life stories and storied lives.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2, 113-144. 

Ogbu, U., & Stern, P. (2001). Case status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n  

R. J. Sternberg and E. L. Grigorenko (Eds.),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cognitive abilities. Mahwah, NJ: Erlbaum. 

Olson, M. R. (2000). Linking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narrative inquiry, Teacher Educator, 35(4), 

109-27. 

Phillion, J., He, M. F. & Connelly, F. M. (Eds.) (2005). Narrative and 

experience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olkinghorne, 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olkinghorne, D. E. (1991). Narrative and self concept.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 135-154. 



350 
 

Plokinghorne, D. E. (1995). Narrative and the self-concept.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1135-1153. 

Plokinghorne, D. E. (1995).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J. A. Hatch, & R. Wisniewski (Eds.),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pp.5-24). Washington, DC：Falmer Press. 

Riessman, C. K. (1993/2003). Nar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Vol. 30). Newbury Park, CA: Sage. 

Robert, H. B., & Robert, F. C. (2002).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 371-399. 

Roscigno, V. J., & Ainsworth-Darnell, J. W. (1999).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and achievement 

retur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2, 158-178. 

Shek, D. L. (2005a),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processes, parent-child 

relational qualiti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6 (2), 171-188. 

Shek, D. L. (2005b). Economic stress, emotional quality of life,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 363–383. 

Sirin, S. R. (2005).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5(3), 417-453. 

Solantaus, T., Leinonen, J., & Punamaki, R. L. (2004).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n times of economic recession: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family economic stress model in finl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0(3), 412-429. 

Teachman, J. D. (1987).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 548-557. 



351 
 

Teachman, J. D., Paasch, K., & Carver, K. (1996). Social capital and 

dropping out of school ear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3), 773-783. 

Teachman, J. D., Paasch, K. M., Day, R. D. & Carver, K. P., (1997). Poverty 

during adolescence and subsequ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G. J. 

Duncan., & J. Brooks-Gunn (Eds.), Consequences of growing up poor. 

(pp.382-418).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Thomson, E., Hanson, T., & McLanahan, S. (1994).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 well-being: Economic resources v. parental behaviors. Social 

Forces, 73, 221-242. 

Tierney, W. G. (2000). Understanding, courage : Life stor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A:Sage. 

Toby, L. P., & Mikaela, J. D.(2001). Capital at home and at school;  

     effect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Social Forces, 79(3), 881. 

Uhlenberg, P., & Mueller, M. (2003). Family context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In J. T. 

Mortimer, & M. J. Shanahan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pp.123-148). NY: Plenum publishers. 

VanTassel-Baska, Joyce. (1994). A Study of self-concept and social support 

in advantaged and disadvantaged seventh and eighth grade gifted 

students. Roeper Review, 16(3), 186-191. 

Vincent, J. R., & James W. A. (1999). Race, culture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and achievement return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2(3), 158-178. 

Weinger, S. (1998). Children living in poverty: Their perception of career 

opportunities. Families in Society, 79(3), 320-330. 

White, K.R. (1982).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352 
 

achieve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1(3), 461-481. 

William, W. P. (2002). An overview of self-concept theory for counselors. 

Highlights: An ERIC/CAPS.(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304630) 

Wilson, G. N. (2003). Narrative. In J. Levinso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3 
 

附錄一 研究參與者邀請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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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婷雅，目前正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初步擬定的研究主題為「五位優秀

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分析」。希望能藉由對您及其他四位高中

生的訪談，蒐集一些關於您們成長經驗的資料，以進行研究。本次研究

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在您們成長歷程中的所有發展與經驗，包含您對自

己的想法、家庭、求學環境、人際交往與相處，以及未來的生涯看法等；

希望能深入探究您們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件、心路歷程與各方面的發

展。訪談的次數至少為二到四次，但原則上以不影響您高中生活與課業

為主；訪談地點也是以您方便的地區（如：家中、學校或鄰近的咖啡店）

為考量。 

    由於訪談後續將需要針對內容進行資料的分析和整理，因此需要徵

求您同意，在訪談過程中進行錄音。在訪談中，如果您的部分想法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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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會請您進行內容的確認；在研

究結果的成長故事撰寫完成後，也將再給您檢視是否書寫完整或適當。 

    希望藉這份邀請函，讓您對這份研究進行訪談方式和研究內容有所

了解。若有任何問題，也歡迎您隨時提出疑問與想法。衷心邀請您參與

本研究，感謝！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資優組碩士生詹婷雅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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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協助我進行這次【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

高中生成長經驗分析】的研究。相信藉由訪談邀請函的閱讀，您已對本

次研究訪談的主題和進行方式有所理解。本研究純屬學術性質之用，訪

談錄音的所有內容與資料，將絕對保密，除了協同編碼者、指導教授等

相關人員，絕不會提供給非相關研究人員。本研究為確保您的權益和隱

私，您的真實姓名、居住縣市等個人隱私資料，將不會出現在此碩士論

文中。我將會妥善處理，請您放心！若您確認願意接受訪談，請您在以

下同意書簽署姓名。真心謝謝您的參與和協助！ 

 

我已清楚了解【五位優秀社經地位不利高中生成長經驗分析】

研究的目的與進行方式，並願意擔任本次研究的研究參與者，

協助進行受訪。在研究過程中，我將會盡力協助，若個人權益

有受損，將終止參與此研究。 

 

受訪者：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