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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討論與建議 
 

本章先就本研究之主要結果做一結論摘要說明，再進行與相關文獻的討論， 

最後並根據討論結果，提出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生涯不確定的經驗與感受 

（一）情緒方面： 

      本研究發現多數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的狀態下，生涯探索的情緒經驗分 

別呈現相當不同的特性。個體可能同時經歷兩種以上的情緒經驗；不同的情 

緒，強度也可能有差異。而情緒的特性和強度，對於生涯探索的影響，則是 

有兩方面：一是對生涯的認知、二是生涯相關行為。當負面情緒多、且強度 

高時，影響性比較明顯。有的會被促動，不斷回到個人生涯風險上的趨避思 

考，也在情緒臨界點下衝動形成生涯決策（受訪者 B）；有的則是生涯探索狀 

態出現停滯困難，有延長的傾向（受訪者 A和 D）；有的則反應出生涯自我效 

能低落（受訪者 D）；也有在情緒當下都出現難以有效行動的情形（受訪者和 

D）；也有人未見情緒帶來明顯影響的（受訪者 C）。 

（二）認知方面： 

      本研究在認知上的發現主要分成：專業方面、個人信念及生涯信念方面。 

在專業方面：本研究發現當受訪者對本身所學的專業領域抱持較多負面觀感， 

會存在較明顯的專業志趣不符的現象（如受訪者 A和 D），並會對專業學習過 

程造成阻礙、產生學習出走或挫折的情形，也會因為對專業價值和發展的不 

認同，改變未來生涯的規劃，引動領域轉換的可能。在個人信念方面：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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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對所持的認知信念是自信而正向的，包含較高的生涯自我效能預期，對 

於生涯探索中的不確定，可以有較佳的調適能力和心理的安適感。對於挑戰 

或失敗，也比較有接受的勇氣（受訪者 C）；反之，如果個人所持的認知信 

念，是比較沒自信或者缺乏對行動或計畫的具體思考，則面較難因應生涯探 

索中的困擾，也無法展現有效的生涯相關行動（受訪者 A和 D）。在生涯信 

念方面：本研究主要發現受訪者原本所持的生涯信念，會因為遭遇不同的內 

外因素而改變，並因此影響對生涯探索的定向或行動態度。生涯的信念越負 

向、越缺乏支持來源（受訪者 A）、有較多不合理信念的色彩時（受訪者 D）， 

受訪者的生涯不確定感就會延長或變高。若信念正向或允許變化的彈性（受 

訪者 B和 C），則面對生涯探索中的不確定時，會有較好的心理調適。 

（三）行為方面： 

      本研究結果主要分為正面因應行為與負面因應型為兩大類。正面因應行

為，關鍵均在於資訊的有效收集與評估，在受訪者 A、B、C身上，都採用了此

類的生涯行動。包括：跨系/組修課（如：受訪者 A），增加視野、聽講座、請

益有經驗的人（受訪者 A和 C）、尋求宗教信仰的指引（受訪者 B）。負面因應

行為則包括：淺嘗輒止（受訪者 A）、藉口拖延、難以貫徹（受訪者 D）。正面

因應行為較能帶來有效的問題解決、促進生涯決策或生涯探索行動的形成，反

之，負面因應行為多，有效的生涯策略或行動則難以形成或持續。 

 

二、影響生涯不確定的因素 

  （一）興趣因素： 

主要包含「興趣不符」（受訪者 A）與「興趣廣泛」（受訪者 D）。多數容 

易造成專業學習的障礙或成就感低落，引發對生涯探索的衝擊。當興趣不足 

或太多，生涯選擇上的不確定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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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因素： 

        主要結果發現，家庭背景（受訪者 A、C）、家庭互動關係品質（受訪者

D）會影響生涯不確定。家庭背景所形成的特殊期望，若與個體的生涯期望落

差大，則容易造成衝突或壓力，難以得到支持；反之則可以成為較佳的支持

動力；家庭互動關係的影響則發現：太過開放不干涉的互動關係，有時容易

造成生涯探索中的支持感不足（受訪者 D）。但太親密依賴的家庭關係，在家

庭和個人期望一致時，是很正向的助力，反之，則容易演變成生涯選擇上的

阻力來源，造成生涯探索上的困擾。 

  （三）生涯自我效能感因素： 

        本研究發現，生涯自我效能感高（受訪者 C）、受訪者對生涯不確定情 

境的處理或適應較佳，雖不能消除不確定感的存在，但不至於引發生涯探索 

的負面效應。反之，生涯自我效能感低（受訪者 A 和 D），則不確定感會提高， 

容易在不確定感的影響下，出現生涯探索的障礙感和因應的困難。 

  （四）其他因素：  

       　本研究另發現個別較特殊的、影響生涯不確定的因素：宗教信仰（受訪 

者 B）及特殊身份（受訪者 B）。此兩因素，都帶來個人生涯探索中，信念、 

目標和規劃上的轉變，並出現新的生涯探索的調適和認知。過程當中也都曾 

造成衝突和困擾期，引發生涯不確定，並帶來個人與家庭關係的緊張。 

 

三、生涯不確定類型的特色 

  （一）無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此類型的生涯不確定者（受訪者 A和 D）之特色，在於其生涯探索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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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不確定是一直存在與延續的狀態，到畢業前夕都沒有消失。生涯探索 

過程有轉折，但思考方向比較發散或不夠明確篤定，以致不足以支持個人形 

成具體的生涯目標。 

  （二）具體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此類型的生涯不確定者（受訪者 C）之特色，在於有兩個興趣與能力兼 

具的生涯方向，因而面臨二擇一的不確定思考，到畢業前夕都未達到最後可 

以確定的階段，所以保留嘗試探索的空間。 

 

  （三）初步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此類型的生涯不確定者（受訪者 B）之特色，在於不確定的情形於生涯 

探索過程中，是存在階段性的變化。受訪者初始都有自己的生涯決定，但過

程中因為一些內外在因素的影響，產生變化、導致不確定，雖最後仍都形成初

步的生涯決定或行動方向，但在決定中卻又帶著不確定。 

 

第二節 討論 

一、生涯不確定的經驗與感受 

（一）情緒方面： 

本研究發現情緒經驗對不確定感的影響，主要在於當負面情緒多，且情緒 

強度高，對生涯不確定狀態的影響也較大。而過去生涯不確定的研究結果顯示，

處於生涯不確定狀態者，容易伴隨較明顯的焦慮情緒，生涯未定向的情形也與

情緒強度成正相關，即焦慮程度越高，生涯未定向的情形也較高（Savickas，

1989；吳芝儀，民 80；金樹人，民 88），本研究結果大致支持。而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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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受訪者並未出現明顯的焦慮情緒表達，但是從主要發現的情緒內涵之類別

來看，可能也與焦慮感受有關，但可能需進一步探究確認。  

  

（二）認知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當受訪者所持的正向或積極的認知信念多，對生涯不確 

定的狀態，會有較佳的心理適應或因應態度，生涯行動的持續性也會比較好。

此與認知訊息處理取向所主張，生涯問題的解決能力，仰賴認知信念的品質（金

樹人，民 88），有相似之處；此外，當受訪者所持非理性信念或負面認知信念

多，受訪者的生涯不確定感會變高，則支持傳統上認知行為學派對生涯觀主張：

即個人的非理性信念（irrational）或不適應（aladaptive）等信念系統，是

導致生涯困難的原因之一（吳芝儀，民 89）。 

 

（三）行為方面： 

   本研究發現當正向因應行為，含有較佳的生涯資訊處理品質，較能促進生 

涯決策或行動的形成，帶來有效的困擾的解決；反之，負面因應行為多，則生

涯行動難以形成或持續。過去在生涯不確定或生涯阻隔因素的研究也顯示：生 

涯計畫資訊的有無、或資訊探索的能力，是生涯未定向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兩者之間有高相關，涯資訊計畫或探索能力越好，生涯未定向的程度越低

（Larson、Heppner、Han＆Dugan，1988；陳麗如，民 83；袁志晃，民 91）。 

 

二、影響生涯不確定的因素 

主要就興趣、家庭和自我效能三方面來討論。 

（一）興趣因素： 

興趣方面引發的生涯不確定，會突顯較多個人需求上的滿足問題、以及學

習動機的強弱，進而影響對生涯選擇的期望。在本研究的受訪者（如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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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D），在興趣低落的情況下，不但學習動機會大受影響、變得低落，也通常無

法帶來個人需求上的滿足，更阻礙具體生涯選擇或期望的形成。過去在女性生

涯動機的研究中，多數都提到個人興趣因素或學習經驗對生涯的動機與選擇，

存在正相關。當個體的興趣低落或學習經驗不佳，都會降低生涯動機和生涯選

擇（Farmer，1985；翁毓秀，民 84；簡文英，90；傅琇悅，民 90），本研究結

果亦發現相似的情形。 

 

（二）家庭因素：  

受訪者自家庭經驗中所承接過來的期望、支持感、成長的家庭背景、互動

品質等因素（如受訪者 A、C、D），也發現對受訪者生涯不確定的影響。在本研

究的受訪者身上，多數希望自己的生涯選擇符合家庭的期待，而當個人的生涯

期望與來自家庭的經驗愈接近，生涯不確定感或是生涯問題，就會比較少，也

比較容易得到支持，此時家庭因素可帶來正面的助力；反之，則容易出現個人

與家庭的衝突，造成生涯選擇上的困難或壓力，形成不確定感，此時家庭的影

響可能就比較是負面的阻力。而這種希望「符合家庭期望」、「希望得到家庭支

持」的信念，隱含了家庭經驗對個體在生涯發展上的重要與影響性，結果正負

面皆有。過去多數女性生涯發展理論均提及家庭因素或家庭經驗，對女性生涯

選擇是很重要的環境或外在影響因素（Farmer，1985；Astin，1984）；也有研

究指出，大學階段的女生，在其生涯定向上，家庭因素佔有重要的角色，如何

平衡個人期望與家庭經驗，往往是生涯持續發展的關鍵（黎麗貞，民 86；田秀

蘭，民 87）。更有研究指出，家庭因素的影響，可以是阻力也可以是助力（Robert、

Steven＆Regine，2002），在本研究中大致支持過去的結果。 

 

（三）生涯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生涯自我效能感的預期，可以展現在受訪者的

專業能力感、學習成就上。當個體專業能力感高、學習成就良好，個體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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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態度會比較有信心，比較不會有窒礙難行之感或逃避，會有較佳的生涯因

應行為或技巧表現。此與 Hackett 與 Betz（1981）提出女性生涯發展之自我效

能的來源，可以展現在個體的表現成就（perfomance accomplishment）上，並

由此影響個體的生涯相關行為，有類似情形。不過，過去研究結果多數比較支

持較高的生涯自我效能感，生涯定向較高（黎麗貞，民 86；許淑穗，民 87；李

詠秋，民 91）。但在本研究中卻發現，較高的生涯自我效能感，未必可以降低

或減少個人生涯的不確定，但是可以在這樣的不確定感中，出現較好的生涯行

動之持續性或積極的問題處理態度，若生涯自我效能感低，則較難保持或出現

有效的相關生涯行動。可能原因在於，生涯自我效能可以提供個體比較多的內

在自我支持，但有時受訪者的生涯不確定情境，較多引發自外在不可抗力因素

（如家庭經濟因素）或原本就非個體可掌握的環境客觀現實（如就業機會），在

這樣的情況下，自我效能感並不能提供具體的問題解決，僅能維持一種較佳的

心理環境，讓個體可以去因應不確定感的發生，但實際並不能立即消除不確定

感的存在，必須再尋求其他方式或資源的協助。 

      所以，在影響生涯不確定的因素上，本研究結果大致支持過去研究結果的

現象或影響，但也有部分結果與過去研究有差異。差異部分主要在於生涯自我

效能對於生涯定向的作用，在本研究中並未支持過去會降低未定向的情形。 

 

三、生涯不確定類型的特色 

過去對生涯不確定類型的研究，因學者不同的研究標準，而有許多不同的分

類，因此，以下用綜合的方式，討論本研究對於不確定類型的結果發現。 

    Goodstein（1965）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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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指出生涯不確定者之所以無法完

整、有信心的作出決定，是因為未能收集充分的資訊所致。在「無方向的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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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的確發現有較高程度的經驗發展限制，如對所欲從事的專業領域，修課或

參與經驗不足，導致對實際職場運作不夠瞭解等。此一不充分的經驗內涵，其實

是一種資訊收集不足的突顯。因此，這類型生涯不確定者，其面對生涯抉擇時，

的確也有較高的不確定感，無法以充滿說服力或信心的態度來確認自己的生涯方

向。此外，這類型不確定者，也明顯存在對個人興趣探索的不足或真正興趣的肯

定，存在自我訊息掌握的問題；同時在生涯決定上，往往感到困難障礙或反覆不

定，沒有明確發展出生涯決定技巧。但是在焦慮程度上，並無明顯的焦慮情緒或

是出現較明顯的是非焦慮性質的情緒經驗。 

     而在「具體方向的不確定」類型中，本研究則發現，主要的不確定來源是出

現在經驗發展限制，及環境訊息的不足上，但此型的不確定者，其自我訊息和生

涯決定技巧則有相當良好之水平，雖對生涯存有不確定感，但並無結果焦慮的現

象。最後，在「初步方向的不確定」者身上，其生涯不確定的發生，則與上述原

因有較大的差異。此類型不確定者，其生涯不確定有階段性，本研究發現，在受

訪者 B身上，初始階段個人經驗發展、和自我訊息的掌握，處在一個較大的轉變

或衝突期，因此對其生涯探索或不確定感的影響較多，但過程中並未出現生涯決

定技巧上的困難。 

      此外，金樹人（民 88）指出生涯未決定者（career undecided）的「未決

定」意涵包含「探索性的未定向」和「多重選擇的未定向」。前者在解決生涯上

的主要困難來自於缺乏有關與自己和職業的資訊，而這種資訊缺乏，泰半與發展

程度有關；後者則由於同時具備多種才能或興趣而無法做決定。本研究的所發現

的生涯不確定類型中，「無方向的不確定」類型中，受訪者 A的情形與「探索性

的未定向」的特徵類似。而同類型的中的另一位受訪者 E，其不確定的狀態，則

間雜有兩種未定向的色彩。而「具體方向的不確定」類型中，受訪者 C 的情形，

即是符合典型的「多重選擇的未定向」。然而另一類，「初步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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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成一格，較難歸納出與此兩者典型相符的特性，可能因為其生涯不確定具階

段性的變化，而各階段的影響因素又複雜不一，在所衡量的條件和解決問題所需

的資源上，很難有一致劃分，因此其不確定的特性，不容易歸類於既有的研究結

果。不過此類型的不確定者，在最後階段，均有積極思索，形成自己初步的生涯

規劃或行動方向，雖然在初步確定中仍有不確定感，但是這種積極面對的態度，

頗傾向「積極不確定」的意涵（金樹人，民 88），可能尚須未來較深入或進一步

的研究探討。 

     最後，若依生涯不確定的向度來看，本研究所發現的三類生涯不確定類型，

其內涵較屬於暫時性的發展性和情境性的生涯未定狀態。即個體的生涯不確定的

產生，可能導因於生涯發展階段的探索未成熟，或是當時所處的環境中的壓力因

子造成，並非屬於長期性的心理或行為功能失調所帶來的影響。此與過去生涯不

確定的相關研究結果中，發展性的生涯未定向和情境性的生涯未定向之特徵相似

（Hartman＆Fuqua，1983b；Savickas，1989）。 

      總結來說，在本研究受訪者身上所發現的三大類生涯不確定類型，比較屬

於短暫性的發展性和情境性生涯未定向。在「無方向的不確定」與「具體方向的

不確定」兩大類型中，其不確定的經驗內涵與成因，與過去研究有較多謀合之處，

皆在個體發展經驗、自我與環境的訊息掌握以及生涯決定技巧上，有著不同程度

的問題干擾。而這樣的成因所導致的生涯不確定，也符合探索性未定向和多重選

擇未定向者的特徵。而本研究的「初步方向的不確定」的情形，則無法明顯歸類

於過去既有的生涯未定向的研究類別，但可能隱含積極不確定的傾向，可待未來

進一步的研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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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一、生涯輔導方面 

（一）加強對大學生的生涯興趣探索與輔導：  

      本研究在生涯不確定的受訪者身上，仍發現相當普遍的個人興趣探索不足

或興趣太廣的因素，而造成的生涯探索上的困難。因此，對於這類的生涯

不確定者，應及早予以適當的個別生涯興趣探索輔導，或鼓勵參與相關生

涯探索活動（如：生涯探索成長團體），針對其興趣上的困難或模糊之處，

有探索或被協助的機會，期能釐清興趣方向，順利開展進一步的生涯規劃。  

（二）增強大學生的正向生涯信念和自我效能： 

      正向生涯信念和自我效能對生涯發展，具有調節與適應的重要功能。對於

非理性、不適應性高或較一單的生涯信念，可以藉由角色扮演、認知或行

為上的演練，來協助不良生涯信念的調適。而在促進生涯自我效能方面，

可以協助個體檢視與訂定合理的生涯目標及發展正向的自我概念，同時，

實際學習適當的問題解決技巧，加強因應能力，循序漸進，建立自我信心

和成就感。 

（三）促進大學生有效生涯資訊之運用能力，提升生涯決策品質： 

      生涯資訊過多或不足，都會造成生涯決策的問題。因此在輔導資訊運用能 

力不足而造成生涯決策問題的學生，應加強其對生涯資訊的實際處理技巧 

，比如：資訊的分層檢視、生涯資訊評估、獲取管道分析及既有限制或資 

源等等，慢慢建立個體的資訊處理模式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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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大學生建立良好的家庭親子溝通習慣與態度： 

      大學階段的學生，家庭關係仍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支持來源，對於個體的生

涯決定也往往有相當的影響性在。因此，多發展或設計家庭親職溝通訓練

方案或輔導團體，協助大學生培養與家人適當的溝通技巧與態度，能合宜

的與家人交換生涯意見、促進彼此瞭解，避免彼此認知或期望上的差異造

成未來生涯的選擇困擾。 

  

二、未來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應屆畢業女生的實際在生涯不確定中，實際的經驗內

涵，以及其對個人生涯探索的影響。但囿於缺乏針對生涯不確定對個體生涯

決策之深究，因此較難完整瞭解其對生涯探索活動影響的全貌；此外，本研

究所發現的三種生涯不確定類型，仍有些與過往研究的差異之處，或可在將

來以量化研究或以諮商策略介入的方式，再檢定其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