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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女性的生涯發展 

  

一、女性的生涯發展理論 

早期生涯理論的發展，多依男性的經歷而建構出來，諸如，Roe 的需求論、

Holland 的類型論、Super 和 Ginzberg 的生涯發展論等。但隨著女性就業率不斷

的攀升、女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和影響力的增加，漸有學者發現原有的生涯理論模

式已經不足以解釋女性的生涯發展歷程，因此，遂有許多研究者針對女性獨特的

主題及生涯發展型態進行研究（Astin，1984；Betz 和 Fitzgerald，1987；Hackett

＆Betz，1981；Farmer，1985），各派理論強調的重點不同：Astin 強調社會結

構、性別角色社會化及心理需求三方面；Farmer 則較強調男女性在工作動機上

的差異；Betz＆Hackett 則著重在女性生涯發展選擇行為的因素探討；Betz 

和 Fitzgerald、Fassingrer 所提出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則嘗試說明女性所選

擇的工作是否符合其能力與興趣的問題（田秀蘭，民 87）。國內近十幾年來也注

意到此一女性生涯發展理論的研究趨勢，但其所本的理論仍不脫上述幾派觀點，

故以下將針對這幾派重要的女性生涯發展理論進行介紹，以呈現女性生涯發展的

問題與特性。 

 

二、Astin 的社會心理模式 

  Astin（1984）所提出的社會心理模式，強調社會化對生涯選擇所產生的影

響。她認為影響女性生涯抉擇的因素有內在的心理因素和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因

素。心理因素包括個人的工作動機及對生涯的期望；而社會環境因素指的是環境

上的工作機會的結構變化和性別角色社會化的過程（傅琇悅，民 90；楊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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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1）。 

 Astin 的社會心理模式包括四項基本原則： 

（1）工作或行為的目的，是想滿足人的生存、快樂及奉獻三項基本需求。 

（2）生涯的抉擇以個人生涯的期望（career expectation）為基礎，包含

對工作的選擇、達成的形式、及滿足三項基本需求。 

（3）生涯期望的形成，受到不同社會化歷程的影響，包括早期的遊戲、家 

庭經驗、學習經驗、及個人對工作世界的認知結構等。 

（4）個人的生涯期望可能隨著社會化歷程或工作機會結構的變化而逐漸修 

正，進而引導生涯抉擇的轉變。 

 

三、Farmer 的女性生涯動機論 

    Farmer 的理論深受 Bandura 社會學習理論的影響，他提出一個阻礙女性學

業及生涯動機的概念模式，主要觀點為多數女性的成就之所以不如男性，生涯貢

獻也較少，其重要原因可能來自於女性個人的生涯動機（Farmer，1976）。 

 

根據 Farmer 的主張，所謂的生涯動機包含三的部分：生涯期望、精熟動機、

生涯投入三個部分。「生涯期望」是個人對自己教育或職業的表現的抱負，國中

階段已經形成；「精熟動機」是個人選擇接受挑戰性工作並完成任務的意願；「生

涯投入」則指個人以工作為重心的態度，包含個人對未來的看法、對長期計畫安

排的態度（Farmer，1985；田秀蘭，民 83；簡文英，民 90）。 

 

而 Farmer 在其理論模式中，也分別從背景因素、環境因素與個人心理因素

三方面的互動和交互作用，來說明其對生涯動機的影響。背景因素包含：性別、

種族、能力等；個人心理因素包括：態度、學習經驗、和信念等等；而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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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父母親、老師的支持態度、個人對女性工作的態度等。故 Farmer 的理論是

以 Bandura 的社會學習論為基礎而修正，強調的是背景因素、環境因素及個人心

理因素間的互動關係及交互作用，如何對女性的生涯動機產生影響。而從過去研

究累積的結果，以上這些因素都與生涯動機有正相關（Farmer，1985；翁毓秀，

民 83；劉淑慧、朱曉玉，民 87；傅琇悅，民 90；楊淑涵，民 91），亦即當環境

因素支持度越高、個人內在心理態度與特質越正向、女性對自己的生涯動機會越

高。 

 

四、Hackett 與 Betz 的女性生涯發展之自我效能取向 

    Hackett 與 Betz（1981）以 Bandura 社會學習理論為觀點，將自我效能概念

應用于女性生涯發展歷程的研究，而提出女性生涯發展自我效能取向

（Self-efficacy approach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an）。「生涯自

我效能」是指個人對自己生涯能力的評估，此乃關乎個人生涯之自我與環境的覺

察能力。此模式認為女性的自我效能知覺，會影響女性的生涯發展，而這種自我

效能的知覺之形成，是女性在成長過程中，經歷社會化與學習而來的結果。能影

響女性自我效能預期的主要來源有四，分別為表現成就（Perfomance 

accomplishment）、替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情緒喚起（Emotional 

arousal）、語言說服（Verbal  persuasion），說明如下（Hackett ＆Betz，1981）： 

（1）表現成就：指某種成功的任務或行為表現，可以增加個人對相關任務或行

為的自我效能預期。 

（2）替代學習：指透過觀察與推導他人的成功經驗而類化自己舊有經驗，因而 

增加對自我效能的預期。但此部分易受到來自社會文化各方面 

對性別角色與職業刻板印象的影響；一般來說，女性相較於男 

性，在生涯與職場上都較少被鼓勵或期待，與生涯有關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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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3）情緒喚起：指個體生理上，因個人面對壓力情境而判斷其自身的焦慮和脆

弱性程度，所引起的激醒狀態。焦慮程度越高，自我效能和表

現的預期就越低。 

（4）語言說服：是指經由重要他人或同儕語言肯定、鼓勵或說服而增強其知覺。

越受到重要他人或同儕的語言鼓勵和說服，就會增加自我效能

的預期；反之，缺乏鼓勵或支持，則會降低效能的預期。 

 

在這四種因素影響下，女性會形成自己的自我效能知覺，進而影響其生涯的

相關行為。生涯相關行為包含三方面：一是生涯的選擇（choice），選擇或逃避；

二是生涯的表現（perfomance），對自己的學習與考試等之表現，自我效能預期

是高是低；三是生涯行的持續性（persistence），在非傳統的職業領域或缺乏支

持、與敵意的職場環境中，是否仍可以表現穩定或持續。 

      

五、Betz 和 Fitzgerald 的女性生涯選擇的現實性模式     

Betz 和 Fitzgerald（1987）綜合影響個人職業選擇行為的相關因素，而提

出女性生涯選擇現實模式，以說明為何女性所做的生涯選擇總是低於真正可以表

現出的潛能。此一模式包含四個自變項和五個依變項，其中過去工作經驗、學術

成就、角色楷模及他人鼓勵四個自變項，會直接影響對工作的態度、對自我的態

度及性別角色態度三個依變項，並間接影響女性的生活型態偏好及計畫、生涯選

擇現實性等，所謂的「生涯選擇現實性」是指個人所選擇職業符合其能力的及興

趣的情形。另外，此模式也假設自變項中的「角色楷模」和「他人鼓勵」是有關

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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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singer（1985）採線性結構關係的電腦程式（LISREL Ⅵ）來驗證這個理

論，結果發現能力、成就取向及女性取向三個自變項，會影響家庭取向及生涯取

向兩個依變項，而這兩個依變項又會影響女性的生涯選擇，其中能力和成就取向

之間是有關係存在的，家庭取向和生涯取向則互為因果且相互影響。 

 

綜上所述，女性的生涯發展包含影響生涯與職業選擇行為的因素探討，也涵

蓋自我概念的變化與成熟及生涯觀的建立。而影響女性生涯選擇行為與發展的，

不外乎背景因素、個人心理因素及社會環境因素，以及個人自我效能預期的傾向

與生涯動機。同時，在這些理論當中，也明顯可以看到，女性的生涯發展與決定

深受社會過程及學習的影響很大，而當這兩者所得到的訊息都不利於女性追求生

涯發展與自我展現時，女性的潛能與成就之表現也就相對的就無法充分而順利的

開展。 

 

第二節 生涯不確定 

 

一、生涯不確定的意涵 

    生涯不確定（career indecision）是屬於一種生涯未定向的狀態。早期的

研究也多由生涯未定向來探討，將「未定向」的群體當作是相對於「已定向」者

的另一同質性群體，並未深入去區分未定向中的差異性（黃瑛琪，民 86）。 

 

1965 年，Goodstein 提出「提前焦慮」與「結果焦慮」的概念，來解釋「生

涯猶豫」和「生涯不確定」的不同，才初步區分出生涯未定向的次類型，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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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不確定是因個體的經驗發展限制、缺乏正確的自我及環境訊息及尚未發展出

成熟的生涯決定技巧所致，因而無法作決定、產生焦慮情緒的結果。而 Salomone

（1982）回顧有關生涯未定向的文獻時，亦指出生涯不確定者是因為未能收集充

分的資訊以致無法完整、有信心的作出決定。 

 

因此，從過去研究結果來看，生涯不確定與個人的發展經驗、對自我與環境

訊息之掌握、成熟之生涯決定技巧密切相關；當個體在這些方面未能充分發展或

受阻時，就可能無法完整而有信心的做出生涯決定。同時，既與個體發展程度相

關，並且牽涉個體內外在資訊之掌握，也顯示生涯不確定是一種屬於發展性與情

境性的生涯未定狀態，是暫時性而非長期性的未定狀態。 

 

二、生涯不確定類型之相關研究 

過去大部分對生涯不確定的研究多依附在生涯定向（career decidedness）

或生涯未定向為主題的研究中，然後慢慢歸納出生涯不確定類型的特性、原因和

需求。 

 

Hartman 和 Fuqua（1983b）以大學生為對象，利用生涯決定量表、情境-特

質焦慮量表、內外控信念量表及生涯認定程度量表測量，結果得出三類生涯未定

向類型，分別為發展性生涯未定向、情境性生涯未定向、長期性生涯未定向。其

中，第一類發展性生涯未定向主要特徵為生涯未成熟；第二類情境性生涯未定

向，則以環境壓力為主要特性，兩類別都接近一般學理的生涯不確定的意涵。 

 

Lucas 和 Epperson（1988）以自編量表篩選出 302 名生涯未定的大學生，然

後施以生活形態、自尊、焦慮、內外控、職業認定、生涯重要性等量表，經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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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五個不同程度的生涯未定組：愉快/工作取向組、愉快/玩樂取向組、進退

兩難組、未定向/缺乏興趣組、焦慮/目標缺乏組。其中第四之生涯未定向組的特

性是缺乏生涯動機，也有缺乏能力的感覺，較接近生涯不確定型。 

 

Larson、Heppner、Han 和 Dugan（1988）則以 113 名大學生為對象，施以生

涯決定量表、人格興趣測驗、問題解決自評量表、生涯計畫訪談問卷、生涯計畫

行動問卷等，經群聚分析 87 名生涯未定向之學生，得到四類生涯未定向組型：

無計畫的逃避者、有計畫但猶豫者、有信心但缺乏資訊者、缺乏計畫者。根據

Larson 等人的分析，第三類型表現對問題解決能力具有正向評估，但卻缺乏有

關生涯計畫的訊息，亦符合生涯不確定型的特質。 

 

    Savickas（1989）則以生涯未定向/焦慮區分生涯未定向的類型，得到三個

類型：生涯未定向程度輕微或中等、焦慮情緒較低、具良好的問題解決能力；生

涯未定向程度中等至強烈、焦慮情緒則為中等程度；生涯未定向程度及焦慮情緒

均為強烈程度。Savickas 的歸納中指出，類型一和類型二較傾向於發展性的生

涯未定向，因未定向而產生焦慮情緒，而類型三較傾向長期性的生涯未定向，焦

慮乃是導致生涯未定向的主因。 

 

    國內方面，吳芝儀（民 80）以五專五年級的學生共 401 名，利用自編的生

涯決定行動量表來研究生涯決定行動，亦得出兩類生涯未定向類型：即生涯猶豫

型和生涯不確定型。其中生涯猶豫型的未定向者，在自我懷疑的信念上、以及生

涯決定行動上的逃避決定、猶豫不決、情境焦慮、特質焦慮等向度之分數，均較

生涯不確定型的生涯未定向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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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文獻結果整理，生涯不確定的類型會因為學者的研究角度不同，而會

有不同的分類方式，但是其中仍可歸納出生涯不確定型共同的特性：焦慮情緒中

等或較低，且是未定向造成的結果，不是直接導致未定向的主因。此外，其自我

能力評估屬於中等以上，但較缺乏外在訊息的掌握。最後，不確定者的未定向屬

於短暫性的，乃因發展階段或情境使然，不是屬於長期性或特質性原因所引起。

雖然過去的研究可以指出生涯不確定者的特性和類型，但是卻不能進一步對其發

展性和情境性的因素做描述與解釋，僅就其決定行為的猶豫與否、情緒焦慮程度

來判別，無法提供對生涯不確定者在其發展與情境上的困難，有具體的瞭解。 

 

第三節 大學女生的生涯不確定 

 

生涯領域的研究議題相當廣泛，因此本節將影響大學女生的生涯不確定因素

分為：（一）生涯自我效能、（二）生涯阻隔兩大類因素進行討論，以瞭解影響大

學女生的生涯發展不確定的成因和未來可能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生涯自我效能 

    生涯自我效能是奠基於 Bandura 在社會學習論中提出的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的概念而來，是自我效能在生涯研究上的一種應用，其意義

是指「個人對自己生涯能力的評估」（陳淑琪，民 92），其中生涯能力包含對個

人生涯之自我與環境的覺察能力。最早應用此概念於生涯研究的是 Hackett 與

Betz（1981）兩人，他們發現生涯自我效能低者缺乏信心，並且會逃避某些工作

或行為表現，並在生涯發展與與職業選擇上形成不確定和猶豫。Lent 與 Hackett

（1987）也認為生涯自我效能是探討個體生涯決策與生涯選擇的重要研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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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1988）研究大學生自我效能對生涯選擇歷程的影響，透過比較傳統

職業與非傳統職的選擇，結果發現，女性的自我效能在傳統職業上比非傳統職業

高。但男生則無差異。Luzzo（1996）以 129 名大學女生，59 名大學男生為研究

對象，探討其生涯阻隔、生涯成熟與生涯自我效能的關係，結果發現生涯成熟和

生涯阻隔沒有顯著相關，但生涯阻隔和生涯自我效能確有顯著的負相關，表示生

涯阻隔越高，其生涯自我效能越低。國內也有不少人針對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

對生涯未定向的影響進行研究（謝惠宏，民 79；吳劍雄，民 86；許淑穗，民 87；

李詠秋，民 91），他們的研究結果均發現，生涯自我效能可以有效預測生涯定向

的發展，生涯自我效能越高，生涯的定向程度也越高。 

 

二、生涯阻隔因素 

生涯阻隔（career barries）是近十幾年來生涯發展領域逐漸受到重視的概

念，其最早是起源於對女性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間之關係的研究。生涯阻隔因素

係指在使生涯進程發生困難的事件或情境（Swanson & Woitke，1997，引述自：

傅琇悅，民 90）。Betz 和 Fitzgerald（1987）在解釋女性成就及能力之間的差

距時，認為生涯阻隔是個重要觀念。而過去針對女性生涯阻隔因素的研究，主要

有生涯阻礙因素的測量工具之編製（Swanson & Tokar，1991b；陳麗如，民 83；

田秀蘭，民 87）、生涯阻隔因素之分類（Crites，1969；Farmer，1976）、以及

生涯阻隔對生涯發展的影響（Betz 和 Fitzgerald，1987）。本文以下探討的會

著重在生涯阻隔對生涯發展或定向上的影響。 

 

    陳麗如（民 83）以質性和量化並行的方式，編擬一份本土化的「生涯發展

阻隔因素量表」，並針對國內大學生在傳統、非傳統領域中，不同性別、不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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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程度及不同的年級所存在的生涯阻隔因素之差異現象進行探討，其研究結果發

現：在傳統領域中，女學生則在各項阻隔因素並未達顯著，且較男生低，而非傳

統領域者，兩性則皆無顯著的生涯阻隔現象；但是，在中間值的比較上，女生在

資訊探索、方向選擇、科系選擇上，有大於中間值的現象。而袁志晃（民 91）

以陳麗如（民 83）所編之量表，針對 1184 位大學生進行生涯未定向與生涯發展

阻力的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的生涯發展阻力與生涯未定向有相關性，主要以意

志薄弱、科系選擇、猶豫行動、特質展現、方向選擇、資訊探索、學習狀況等阻

力因素與定向之間有較高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生涯未定的大學生，其阻力來

源主要在個人猶豫行動、方向選擇、科系選擇、資訊探索、意志薄弱等因素上，

尤以猶豫行動更為顯著。 

 

黎麗貞（民 86），對國內 1044 位女大學生的性別角色、生涯自我效能、生

涯阻隔與職業選擇間的關係進行研究；結果發現，女性在自我概念與生涯準備、

差別待遇、生涯決定與社會支持、多重角色衝突、小孩教養與工作需求等各項生

涯阻隔因素上，都感受到較多的生涯阻隔程度；同時，其生涯阻隔程度越高，生

涯自我效能越低。 

     

在質性研究方面，Robert、Steven 與 Regine 等人（2002），以結構式訪談

針對美國兩所大學生進行生涯選擇的阻隔因素、支持與因應策略進行研究。結果

兩個大學的受試樣本都同樣的顯示，個人因素（如，興趣）和工作相關經驗，常

影響他們對生涯的選擇；同時，背景因素（如，經濟限制、社會支持的有無）是

最能可能的生涯阻力或助力。 

 

在國內，劉淑鈴（民 90）以質性方法研究六位大學理工科系畢業之女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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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轉變的歷程，並分析影響大學理工科系畢業之女性生涯轉變的相關因素。研究

結果發現：女性在非傳統的生涯發展可能會受到一些負面的想法限制，而形成較

低的自我效能預期；其中因性別差異、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職業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或性別歧視，而間接造成的內在生涯阻礙。同時，身為女性在考慮未來發展時，

婚姻與家庭的影響因素相較男性可能影響較大，在親密關係、家庭與工作的抉擇

上，也可能造成未來生涯發展的限制與轉變。 

 

    張佳晏（民 92）針對南部地區的七百多位大學女生，進行生涯成熟、生涯

阻隔與因應策略的相關因素之研究，結果發現：大學女生之公私立學校、教育背

景與工作經驗在生涯阻隔上有顯著差異；大學女生之生涯自我效能有兩個典型因

素可以解釋大學女生其生涯成熟、生涯阻隔與因應策略之變異情形。 

 

綜上所述，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上的研究多數支持生涯自我效能概念是

瞭解與預測個體生涯發展的重要建構。生涯自我效能感越高，個體的生涯發展、

職業選擇的定向越好。 

而生涯阻隔因素在生涯定向與發展過程中確實也會造成影響，並且女性的生

涯阻隔因素之知覺確實比男性來的多，有來自個人的，也可能來自外在環境；當

個人知覺的阻隔因素越多時，生涯發展受阻的情形就越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