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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幸福感與相關理論 

 

一、幸福感的概念 

 

什麼是幸福呢？如何來定義幸福？這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當我們

試著去問問自己與他人「什麼是幸福？」時，不是不大能說個明白，就是

每個人的答案不甚相同。「有人認為幸福是宗教滌化人心後所達成的一種

心靈上的安詳寧靜狀態；有人認為幸福是物慾滿足後的娛樂享受感受；有

人認為幸福是從事美德高尚行為後的副產品；更有人以為幸福是人生的至

善境界」（陸洛，1997）。心理學家是如何來界定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幸

福感的定義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陸洛，1997; Argyle, 1987; Diener, 1984, 

2000）： 

 

1. 外在的評量標準 

 

這是在研究的初期，研究者以外在標準來定義幸福感，例如：道德標

準，當個人達到此標準時才會有幸福感，古代希臘哲學家 Aristotle即採這

樣的看法（Diener, 1984）。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與調查，常常以一些社會

經濟指標（如：教育程度、收入）來代表個人的福祉，就是採用這種外在

標準的看法（Campbell, 1976），這種幸福感的界定稱為「客觀幸福感」。然

而，這些外在標準並不是由「行動者」自己主觀界定的，而是「觀察者」

本身的價值體系。對每個人而言，所著重的標準都不一樣；對同一個標準

而言，每個人所產生的主觀感受也不同。因此，開始有研究者試圖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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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感受切入。這也是為什麼幸福感常常稱之為「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2. 正負向情緒 

 

在這個定義下，研究者強調愉快的情緒經驗，並認為幸福來自於較多

的正向情緒與較少的負向情緒。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並非在同一個向度

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建構，兩者之間有負相關但相關不強（Diener, Smith, 

& Fujita, 1995）。因此，在測量幸福感的情緒成分時，正向和負向情緒皆須

一併納入。這部份的定義強調愉悅的情緒，卻忽略了人類認知活動所帶來

的影響。 

 

3. 生活滿意 

 

這個定義強調認知活動的重要性，認為幸福感來自於個人根據自己的

標準，對過去一段時間的生活品質進行評估之後所獲得的整體感覺。在主

觀幸福感的測量上加入這個部分，可補情緒面的不足。 

 

4. 整合性的定義 

 

目前比較普遍接受的定義是，同時將認知和情緒因素都考量進去，認

為主觀幸福感包括三個成分的評估：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正向情

緒（positive affect）、以及負向情緒（negative affect）；幸福感也就是個人

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向情緒強度所整體評估而成。將幸福感

定義成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負向情緒（的缺少），是目前有關幸福感研

究領域的共識（Diener et al., 1999; Diener, 2000）。不過，並不是每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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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包括所有成分。有的研究以生活滿意帶代表幸福感的概念（Oishi & 

Diener, 2001），有一些是將認知和情緒都包括在內（陸洛，1997; Lu, 1995; 

Lu & Shih, 1997ab; Lu, 1999; Lu, Gilmour, Kao, Weng, Hu, Chern, Huang, 

Shih, 2001）。如果說西方人重視幸福的追求，那麼中國的哲學可以說就是

「快樂的哲學」（錢憲民，1996）。其實，不論在東西方，幸福的追求都是

生活的終極目標之一（吳經熊，1986）。儘管東方人和西方人幸福感的「來

源」可能不盡相同，對幸福的感受應當是大致相似。大抵上，幸福都是一

種「內心愉悅、生活滿足」的狀態（韋政通，1986; Lu, 1999）。 

 

目前國內研究幸福感的學者以陸洛（1997; Lu, 1995; Lu & Shih, 1997ab; Lu, 

1999; Lu et al, 2001）最具代表性、產出也最多。在她所採用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裡，除了情緒和認知的部分，亦加入了幸福感來源（如：工作成就、自我控制感、

人際和諧等）的部分。本研究認為幸福感與幸福感來源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構念；

因此將認知（生活滿足）和情緒（正向情緒、負向情緒）的部分納入（不

包括來源的部分）主觀幸福感的指標，進而探討不同自我建構者的幸福感

來源。 

 

 

二、幸福感的理論 

 

目前有關幸福感的領域尚沒有一個大一統的理論，心理學家分別從不

同的角度來探討人為什麼／如何會感到幸福快樂。目前相關的理論取向大

致有以下幾種，分別介紹之。 

 

1.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理論（Top-down / Bottom-up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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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理論主張，快樂來自於許多正向、愉快事件的總和；隨著個

人生活中正向經驗的累積，個人會逐漸發展出快樂的傾向（Diener, 1984）。

這樣的理論著重在外在環境事件對個人幸福感的影響（Diener et al., 

1999）。然而，從過去的研究發現：外在環境事件、客觀的環境、人口變

項等對幸福感的解釋力並不高（Diener et al., 1999; Lyubomirsky, 2001）。 

 

由上而下理論主張，個人的整體特質會影響到個人對外在事件的反應

（Diener, 1984）。例如：有樂觀氣質傾向（sanguine temperament）的人比

較會把許多外在事件視為正向的，而這樣的人也比較快樂。的確，同樣一

個事件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是不一樣的。快樂的人和不快樂的人面對的客觀

環境可能是相同的，但快樂的人對外在事件的建構、反應則和不快樂的人

有許多不同（Lyubomirsky, 2001）。 

 

總之，這兩個理論分別以生活事件和人格的角度來解釋幸福感的原

因。事實上，這兩個理論可以是互補而非互斥的，上層因素和下層因素是

交互作用的（陸洛，1997; 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9）。個人對外在事

件的反應是以個人主觀知覺為基礎，因此，top-down的歷程必然牽涉其

中；有些外在事件幾乎對每個人而言都會令人感到愉悅，因此，bottom-up

的歷程亦有其作用。以人格與情境的互動觀點來預測幸福感，是這一類理

論現在與未來的研究重點（Diener et al., 1999）。 

 

2. 判斷理論（Judgment Theories） 

 

判斷理論的觀點認為，個人的幸福來自於「真實情況」和某些「標準」

比較後的結果，比較的標準或對象可能來自於他人的狀態、自己的過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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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理想目標或期待等等（陸洛，1997；Diener, 1984）。如果自己的真實

狀態超過比較的標準，則快樂由此生焉。 

 

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強調和「他人」做比較對幸

福感的影響。一般認為「向上比較」會使幸福感降低，而「向下比較」則

有助於幸福感的提昇（徐富珍，1998）。不過，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情況

並不是那麼單純；向上比較也能產生正向情緒、增進幸福感（reflection 

processes; Tesser, 1988, 1991），向下比較也可能產生負向情緒，特別當比較

對象是親密他人的時候（Beach & Tesser, 1995）。另外，社會比較可以視為

一連串相當有彈性的歷程，會對幸福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某個程度上和

個人的人格有關（Diener et al., 1999）。慾望水準（aspiration level）理論則

主張，個人的慾望和真實情況的比較（差距），會影響到主觀幸福感（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9）；慾望來自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目標等等。 

 

3. 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 

 

此論點認為幸福感來自於來自於活動參與的過程，幸福感是活動的副

產品而非結果（陸洛，1997; Diener, 1984）。亞理斯多德是最早的活動理家

之一，認為快樂來自於人的能力充分展現。 

 

現代心理學則有 Csikszentmihalyi（1990）對「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的研究（Burger, 1993）。當人沈浸在需要專注的活動之中，而

個人的技能、知識和該活動之工作難度或挑戰相當時，「心流經驗」（一種

快樂和滿足的狀態）於焉產生！若工作太簡單，則令人覺得無趣；工作太

難超出能力，則令人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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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的理論（Telic Theory） 

 

目的理論（又稱需求理論）主張，個人的快樂和「需求（needs）滿足」

或「目標（goals）達成」有關；目標的達成或需求滿足為個人帶來幸福感、

快樂；長期的無法滿足則使人感到不幸福、不快樂（陸洛，1997；楊國樞，

1980；Diener, 1984）。例如：Maslow主張人有基本的需求階層（hierarchy of 

needs）：生理、安全、愛與歸屬、尊重、自我實現等層次；根據目的理論，

若個人在這些基本需求上未能獲得適當滿足阻礙，便會感到生活品質不

好、不外樂。 

 

Cantor與 Sanderson（1999）強調「投入目標」（commitment to goals）

的重要性，認為目標為個人帶來了生活上的意義，也讓個人得以在日常生

活中處理各種問題。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個人對目標的重視與投入，「文化」

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Diener et al., 1999; Oishi, Diener, Suh, & Lucas, 

1999; Oishi & Diener, 2001）。自我（self）可以說是文化與幸福感之間的連

接點；不同文化強調不同的目標、價值與人生任務，並塑造了自我，進而

對幸福感產生影響（Suh, 2000）。不同自我可能透過追求不同的目標達成，

以獲得個人的幸福感。 

 

目前幸福感的相關理論主要有這幾個取向（陸洛，1997；Diener, 

1984），每個理論都各解釋幸福感的一個部分。不過，如果從目的理論的

角度來看，東西方文化各有其強調的價值，「整體而言」，浸淫在這兩種文

化下的人們所追求的目標應當也有所差異；在此，我們可以將之（目標）

稱為「文化任務」（cultural imperatives）或「日常生活任務」（everyday life 

tasks）。這些不同的人生任務的達成，都可能是個人的幸福感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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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化與自我 

 

Markus與Kitayama（1991）在綜覽文獻之後，根據自我和他人的關係，

提出了「獨立自我建構」（independent construal of the self）和「相依自我建

構」（interdependent construal of the self）之別來說明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見

表2-1）。東方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皆是，西方文化則以北美、西

歐一帶為主。在西方文化中，一個人的「自我」是以其身體為邊界，強調

其自主（autonomous）、獨立；在東方文化中，一個人的「自我」邊界則較

模糊，強調個人和他人的連結與關係。 

 

表2-1  兩種自我建構的比較1 

比較基準 獨立自我建構 相依自我建構 

定義 抽離社會脈絡的 融入社會脈絡的 

結構 以身體為界、穩定的 有彈性、可變動的 

重要屬性 內在屬性：能力、思考、感

覺 

外在的角色、地位、關係 

 

東方人和西方人之所以會有不同的自我觀，有其深遠的社會／文化／

歷史的背景（Markus et al., 1997）。在歐美文化相當普遍的獨立自我觀，是

源於啟蒙時代理性的抬頭、以及強調表現「自然的個我（natural self）」（B. 

Morris, 1991; C. Taylor, 1989; 引自Kitayama et al., 1997）。華人的相依自我，

筆者推測，很可能和精耕農業下所產生的社會取向的文化特色有關（楊國

樞，1993a）。 

 

                                                 
1 取自Markus & Kitayama（1991）,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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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1993a）以Angyal（1941）有關生物圈（biosphere）的理論為

基礎，提出了社會取向與個我取向的概念：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兩個主

要系統，即人（person）和其環境（environment）；此二者形成一個更大的

系統，即生活圈（life sphere，就是Angyal所說的生物圈）。生活圈是一個

不可分割的整體，是由人及其相關生活環境組成的一個動力性的互動

（dynamic interaction）系統。在生活圈中，人和環境互動的動力趨勢有兩

種：自主性趨勢（autonomous trend）與融合性趨勢（homonomous trend）。

前者指的是人的一種擴展性傾向—人們努力征服與支配環境以滿足其慾

望與興趣；後者則是一種相反的動力趨勢—人們努力使自己配合或順從其

環境，並分享及超越自我之較大事物或群體。根據這兩種運作趨勢的強

弱，可以組合成四種情形（見表2-2）。 

 

表2-2  自主性趨勢與融合性趨勢在不同社會中的可能組合2 

自  主  性  趨  勢  

強 弱 

 

強 

（1）強勢均衡型 （3）人境融合型 

（社會取向） 

融 

合 

性 

趨 

勢 

 

弱 

（2）個體支配型 

（個我取向） 

（4）弱勢均衡型 

 

就個人與環境或社會的關係而言，「個我取向」和「社會取向」是世

界上各個社會中兩種最常見的兩種運作型態（楊國樞，1993b）。在過去也

有許多學者提出類似的概念，如：Triandis（1994）的「個人主義」

                                                 
2引自楊國樞（199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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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ism）和「集體主義」（collectivism）；Markus & Kitayama（1991）

的「獨立自我觀」（in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和「相依自我觀」（inter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許烺光（1981）的「個人中心」和「情境中心」的生活方

式；這些成對的概念雖然強調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共同核心意義則皆可

含蓋在個我取向與社會取向的範圍之內」（楊國樞，1993a）。有些社會其成

員之生活圈的運作型態比較偏向個我取向，像北美、西歐等現代西方工商

社會皆是；有些則偏向社會取向，如：中國、日本、印度等。然而，個我

取向或社會取向的具體內涵又隨著不同社會而有不同。 

 

楊國樞（1988a）以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與生態心理學（ecological 

psychology）的觀點為基礎，說明了中國人的社會取向最主要包括了「團體

取向」（家族取向）與「他人取向」二者；後來楊氏對社會取向的具體內

涵則有所增加（楊國樞，1993a），包括：「家族取向（即團體取向）」、「關

係取向」、「權威取向」及「他人取向」四者。這四個取向「構成中國人之

生活圈中的主要社會環境與網絡，社會取向就是個人融入這種社會環境或

網絡，庶幾乎與之合而為一的一套生活適應方式。社會取向所強調的是傳

統中國人遷就、配合及融入其社會環境的運作方式，實則然中國人對社會

環境以外的其他境界（自然環境與超自然境界）也是採取同樣的適應方式

（楊國樞，1993a，頁120）」。這與Markus & Kitayama（1991）所說的「相

依自我建構」的日常生活任務是「融入團體和社會關係，並與之維持和諧」

的看法基本上相似的。為了要融入外在於「個己」的社會環境或網絡（在

傳統中國常常是指家族），個人必須常常作「自省」的功夫，看看自己哪

裡作的不夠，以供自己不斷改進之用。 

 

儘管經歷了時代變遷、以及特殊的歷史背景因素，社會取向在台灣的

中國人身上可能有減弱的趨勢（李美枝，2002）；但是，從關係主義的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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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與面子（黃光國，1988）、以及自我中包含了重要他人（李美枝，1993）

等來看，都說明了關係取向在台灣仍是相當「凸顯」的（domonant）。「親

親原則」有人類演化上的基礎，但是在西方受到個人主義的影響，西方文

化對此有所壓制；然而，在中國的文化中，上層結構（儒家思想）與下層

結構（精耕農業所產生之社會取向）的相互作用，深化了親親原則及社會

取向（李美枝，2002；楊國樞，1993a）。因此，儘管社會取向在台灣有削

弱的傾向，有學者（李美枝，2002）認為：關係取向應當更具有其普遍性，

從關係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國人可能更貼近當代中國人。而這種重視人與他

人關係，以及自我界線的延展性（即自我的邊界不限於個人）等特色，正

說明了在台灣的華人，其「自我」具有相依自我觀的特色。 

 

不同的自我觀，造成東方人和西方人在認知、情緒、動機等心理歷程

上的差異（Markus & Kitayama, 1991, 1994）。既然不同自我建構對不同心理

結果有不同影響，那麼，不同自我建構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為何？或

許我們可以從不同文化對自我的構想與要求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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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自我與幸福感 

 

一、自尊與相融和諧的角色 

 

不同自我建構和幸福感的關係為何？每個文化對如何身為一個人（為

人之道）或怎樣才是一個好的自我，都有一套看法（Selfways; Markus et 

al,1997）。「獨立」和「相依」分別被認為是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施加於「自

我」的建構，而這些「文化對自我的構想或觀點」遍佈在日常生活的習俗、

慣例、小說、諺語、與社會情境等等之中。透過社會化與學習的機制，這些

構想逐漸轉變為個人的習慣化的心理傾向與行為；在表現這樣的心理與行為時，

個人也進一步支持了並再製了該文化體系（見圖2-1）。透過自我與文化相互建

構（mutually constitutive）的過程，個人逐漸獲得或學習到和文化相互協調一

致的心理與行為（Kitayama et al., 1997）。 

 

Selfways (Ways of being a person in the world) 

                         

             Socialization               reproduction 

                                      

Sel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tendencies) 

 

圖2-1  文化與自我的相互建構 

 

因此，對獨立自我建構的人（通常是在西方社會中）而言，他們追求

獨立、自主，重視內在正向屬性的表現與肯定（Markus & Kitayama, 1991; 

Markus et al., 1997），這些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追求的目標。「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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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獨立自我」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藉由「自我提升」可以促進自我正向

屬性、達成「獨立」任務。然而，「自我提升」卻無法促進「相依自我」、

或達成「相依」任務（Heine & Lehman, 1995）。在這樣的一種文化氛圍之

下，維持一個正向自我成為一個重要的動機（Heine et al., 1999）。Heine等

人（1999）認為，社會與人格心理學中重要的人性假設—自尊需求，即根

源於此。從過去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獨立自我與自尊呈現相當穩定的相

關，介於.33至.51之間（Heine, 2001; Kwan, Bond, & Singelis, 1997; Singelis, 

Bond, Sharkey, & Lai, 1999）。這支持了自我建構理論的觀點，即獨立自我

會去追求正向自我的實現。根據 Heine等人（1999）的觀點，高自尊就是

這種正向自我的達成。又過去研究發現，自尊與幸福感有相當程度的相關

（Heine, 2001）；據此，我們推測：獨立自我透過自尊獲得幸福感（假設一）。 

 

相依自我（通常在東方社會中）則追求融入社會關係並維持和諧

（Markus & Kitayama, 1991; Markus et al., 1997），這是他們日常生活的重要

任務；「自我提升」不但無法達成相依自我的任務，可能會使個人和團體、

社會關係更加疏離（Heine & Lehman, 1995; Heine, 2001）。「相融和諧」的達

成，必須經由個人的「自我批評」（self-criticism），然後「自我改進」

（self-improvement），使個人能符合團體或社會關係的期待及標準，以求融

入團體並維持和諧（Heine et al., 1999; Kitayama & Markus, 2000）。不管相融

和諧的達成，是否必須藉由自我批評與自我改進，我們可以推測的是，相

依自我和相融和諧應當有正相關；而相依自我很可能透過與他人實際的相

融和諧獲得幸福感（假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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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兩種文化體系下的自我觀、文化任務與任務達成之道 

文化體系 自我觀 日常生活任務 完成任務之道 

個人主義文化

（北美、西歐） 

獨立自我建構獨立（肯定、表達正向的

內在屬性） 

自我提升（內在能

力、特質） 

集體主義文化

（中國、日本） 

相依自我建構相依（融入關係或集體、

維持和諧） 

‧自我批評（自貶）

‧自我改進 

 

 

二、兩種自我建構的並存 

 

如果我們接受華人社會是集體主義的社會，而華人的自我是一種相依

式的自我，但是，時移境遷，西風東漸也已經一百多年了，生活在台灣的

華人，很可能已經和傳統的中國人有所不同。雖然和美國人相較之下，中

國人、日本人「可能」會有較多相依文化下的特色；然而，從近年來的一

些文獻，可以發現兩種自我「並存」的可能性（Singelis, 1994）；換句話說，

當代華人的自我，不只是「相依自我」，也可能同時擁有「獨立自我」的

特色。 

 

在楊國樞教授（1988a; 1988b; 1993b; 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2; 

Yang, 1996）所從事的一連串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研究中，發現到不同文化價

值觀可以並存。Yang（1996）指出，個人傳統性和集體主義之間以及個人

現代性和個人主義之間有高度的對應性與相似性。據此，我們可以推知集

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並非同一續譜的兩極端點，而且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

特徵可以共存在現代社會中的個人身上（Yang, 1996）。Rhee, Uleman, & Lee 

(1996)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來考驗五個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模式，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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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視為雙向度（兩個不同建構）的模式適合度，

比起將其視為單向度（同一續譜的兩端）的模式適合度來的好。這些研究

提供了一些證據，說明了不同文化可以並存的可能性！更直接的證據來自

「自我」的研究。 

 

Triandis（1989）提出了一個理論來說明自我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他認

為每個人的自我都有好幾個層面，包括：私我（private self）、公我（public 

self）、以及集體我（collective）。個人在社會情境下會「採用」哪一個自我

層面，要視某個自我層面的複雜度3（complexity）與當下情境而定。不同

文化對這些自我層面的相對發展，會有不同的影響。個人主義的文化下，

個人的「私我」的部分會發展的較好，亦即複雜度較高；集體主義文化下，

個人的「集體我」的部分會發展的較好。另外，不同情境對個人的要求也

不同。文化就是藉由影響個人的自我概念以及界定情境來影響個人的行

為。這些不同層面的自我，很可能各自儲存在記憶中的不同位置（Brewer & 

Gardner, 1996; Singelis, 1994; Trafimow et al., 1991, 1997）。 

 

Trafimow等人（1991）的實驗得到了這樣的結論：（1）和集體主義文

化中的個人相比，個人主義文化中的個人（美國人）提取出較多和「私我」

有關的訊息，較少「集體我」的訊息；（2）和私我有關的促發項（private 

self-prime）比較容易引發受試者和「私我」有關的認知；和集體我有關的

促發項（collective self-prime）比較容易引發受試者和「集體我」有關的認

知；（3）如果先前提取的訊息和某種自我認知有關，則和此種自我有關的

訊息受到提取的機會會增加；也就是說，在受試者提取過私我相關訊息

後，再一次提取的自我訊息比較可能是和私我有關的；在受試者提取過集

                                                 
3 指構成某一個自我層面的「認知」的數目。例如：美國人的私我的複雜度較高，其採用私我的
機會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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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我相關訊息後，再一次提取的自我訊息比較可能是和集體我有關的。這

樣的結論支持了「不同自我分別儲存在記憶中的不同位置」這樣的說法。

理由是，如果不同的自我都儲存在同一個單一認知結構裡的話（一籃理論

4），那麼「和私我有關的促發項」（private self-prime）不會比較容易引發受

試者「和私我有關的認知」，而「和集體我有關的促發項」（collective 

self-prime）也不會比較容易引發受試者「和集體我有關的認知」；就像一個

籃子中同時裝了兩種不同顏色的球，會抓到哪一種顏色的球，就看兩種球

的相對比例。另外，如果不同的自我都儲存在同一個單一認知結構裡的

話，那麼當先前提取的訊息和某種自我認知有關，則和此種自我有關的訊

息受到提取的機會並不會因此增加；就像一個籃子中同時裝了兩種不同顏

色的球，這次會抓到哪一種顏色的球，和上次抓到什麼顏色的球，完全是

兩回事。研究的結果並不像上述「一籃理論」所預測的，反而像是兩種不

同顏色的球分別裝在不同的籃子裡（兩籃理論）。紅色的球和藍色的球分

別裝在不同的籃子裡，當紅色的籃子處於激發狀態時，我們比較容易抽取

到紅球，當藍色的籃子處於激發狀態時，我們比較容易抽取到藍球。在

Trafimow等人（1997）的實驗中，也進一步支持兩籃理論的說法。 

 

中國雖然被歸入集體主義的國家，卻也有學者對此有所批評（楊中

芳，1994）。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人一點集體主義的意味也沒有，是典型

的「自我中心」主義者（費孝通，1947; 引自楊中芳，1991）。如果中國人

真的是集體主義者，為何又常常表現的像一盤散沙呢？雖然儒家思想要求

人經由「克己復禮」等方式，將個人的「小我」轉換為「大我」（整個社

會國家）（楊中芳，1991），事實上，這對一般人而言是有所困難的；這只

代表了儒家思想對人的一種理想，特別是針對士大夫階級所給予的期許。

                                                 
4 Trafimow等人（1991, 1997）提出「一籃理論（one basket theory）」和「兩籃理論（two basket 
theory）」，來說明不同自我層面在記憶中可能的儲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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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年來的一些文獻也對西方—東方、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獨立自

我—相依自我的對比產生質疑（Matsumoto, 1999; Takano & Osaka, 1999）。

例如：Takano與 Osaka（1999）提出：「日本人比美國人集體主義（或美國

人比日本人個人主義）」這樣的共識觀點，是不受到文獻支持的。如果真

是這樣，那麼東方人比美國人還要相依自我（或者美國人比東方人還要獨

立自我）也受到質疑。 

 

不過，本文並沒有要去追究，誰比較個人主義、或誰比較相依自我之

類的問題。在此要闡明的是，兩種自我建構在個人「心」中並存的情形是

可能的。因此，一個人可能同時具有獨立自我與相依自我的特色，各別透

過自尊與相融和諧獲得其幸福感。我們也可以推測：獨立自我和相依自我

至少不會是強烈的負相關。 

 

 

三、自尊與相融和諧的關係 

 

在自我建構理論中，自尊和相融和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是個人的

生活任務，也可能是個人幸福感的來源。Heine等人（1999）等人曾提出

東方人沒有自尊需求的觀點，也就是立基在自尊不是集體相依文化所重視

的。在他們的觀點裡，自尊和相融和諧是似乎互相獨立的兩件事。然而，

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先從自尊的定義談起。 

 

「自尊5」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評價，也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正負向態度

（Baron & Byrne, 2000, p.169）。「自尊」可以說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

                                                 
5 事實上，將 self-esteem翻成自尊並不恰當。在中文中，找不到和 self-esteem相對應的詞彙。本
文乃沿用過去的翻法，如：翁淑緣（1985）；樊景立、鄭伯壎（1997）。 



 22

的評價性成分（Campbell & Lavallee, 1993）。也許西方的文化比較個人主

義，重視的是個人的特質與能力，因此，「自我評價」似乎等同於對自己

能力或特質的評價。例如：在一些實驗裡，研究者經常用智力或與能力相

關的測驗回饋訊息來操弄受試者的自尊威脅感（Bushman & Baumeiter, 

1998; Heatherton & Vohs, 2000）。 

 

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曾經一度熱衷於自尊的追求（Seligman, Reivich, 

Jaycox, & Gillham, 1995）；例如：美國加州政府曾花好幾百萬美元為了要

提昇孩童的自尊；他們相信：自尊就像是「社會疫苗」，自尊的提昇可以

預防犯罪、暴力、少年懷孕、輟學、以及反社會行為等等（Baumeister, 1993, 

pp.vii-viii）。其實，自尊是空的（Ratner, 1993）；一個人對自己正面的評價

可以有許多的來源，可以是自己的能力與特質，可以是信仰，也可以是自

己的人際關係等等（Crocker & Wolfe, 2001）。因此，自尊可以視為自己身

為某文化下的人，對他自己所在乎的事情、任務或目標是否達成的一種自

我評估。由此我們可以推論，自尊與相融和諧可能會有正相關（至少不會

是負相關）；能夠和重要他人達到相融和諧的人，可能對自己的評價也比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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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綜上所述，筆者推測當今華人的自我建構可能同時兼具相依自我與獨

立自我的特色。在文化交流頻繁的台灣社會，若要從自我的觀點來探討主

觀幸福感，兩種自我建構都要考慮進去才夠周全。根據文獻探討，本研究

的假設如下： 

 

1. 當代在台灣的華人應同時具有相依自我建構與獨立自我建構的特

色。 

 

2. 獨立自我建構可以透過整體自尊感來獲得個人幸福感。 

 

3. 相依自我建構可以藉由與他人的相融和諧來獲得幸福感。 

 

4. 相融和諧和自尊不見得互相獨立，相融和諧也可以是個人自我評價

來源。 

 

根據研究假設，可以畫出下列的研究架構圖（圖 2-2）。另外，獨立自

我和相依自我除了分別透過自尊或相融和諧外，兩者也有可能對幸福感有

直接的（或是透過其他管道的）預測力；關於這個部分筆者以虛線的箭頭

來表示，不預作假設而讓數字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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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我 

+            ? 

整體自尊    + 

                        +                    主觀幸福感 

相融和諧     + 

               +              ? 

相依自我    

 

圖 2-2研究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