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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歸納、整理、評析研究生論文撰寫歷程中的重要變項之研究與

理論，其中第一節為「學術動機」；第二節為「學術熱情」；第三節為「情緒

調整」；第四節為「希望信念」；第五節為「師徒功能」；第六節為「意義建

構」；第七節為「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與假設」，茲分述如后。 

 

 

第一節  學術動機 
 

壹、動機的意涵、特質與功能 

一、動機的意涵與特質 

    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所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

活動朝向某一特定目標進行的內在作用（張春興，2001）。以行為的歷程而

言，動機可以是行為的因，它激發行為的產生；動機亦維持行為的持續，朝

目標前進；動機亦是行為的果，當目標達成後，可激勵、提升個體再次表現

該行為的機率。因此，動機在行為歷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向度，且其內涵

面向亦是多元的。一般而言，動機具有以下特質（葉玉珠，2003）： 

（一）動機對於做決定的影響並非基於單一法則 

    個體在做決定時，其所依循的法則並非完全相同。如有些人在做決定

時，會理性的考慮現實的條件，如自身的能力、工作的困難度、成功的機等；

但也有些人在做決定時，完全依照非理性的因素，如喜愛或厭惡的程度，而

忽略的其他因素。換言之，行為的動機會受到個體的相關知識、偏好與經驗

的影響。 

 

（二）動機是一種動態的意向 

        動機有可能是內發的，有可能因外在因素所激發，且動機很容易受外在

因素的影響而改變。換言之，動機非固定不變的，它是可以改變、增強或削

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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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機需要靠努力維持 

    因動機是動態的意向，易受外在因素而改變。所以，「維持」動機是需

要付出代價與努力的。而維持動機最重要的方法，即是個體進行自我調節

（self-regulation），如此動機才能成為個體堅持下去的學習動力。 

  

二、動機的功能 

    動機是指啟動、指引和維持身體與心理活動的歷程。它是一個較廣泛的

概念，包括所有內在的機制，其中包括有（1）對某一活動的偏好；（2）反

應的活力；（3）以有組織的行為型態，堅持邁向一些相關的目標。然而，從

動機的定義來看，它是一個抽象、難以理解的概念，但人類卻廣泛地使用「動

機」來解釋個體的行為。心理學家以及一般人們都發現，動機的功能有五，

分述如下（游恆山，1990）： 

（一）解釋行為的多樣性 

    教師在教學時，常常可以發現具有相同能力的學童在同一項學習任務上

的表現卻完全不同。此時，「動機的差異」可能是一個合理的解釋，也是探

究原因的一個有用起始點。 

 

（二）建立生物歷程行為的關連 

    人類是生物性的有機體，會對外界刺激作反應。然而，單憑外在刺激似

乎不足以解釋行為的普遍發生，還必須藉助內在的生理歷程。Woodworth 在

1981 年將動機視為是決定行為的一種內在驅力。他將驅力定義為「從有機

體的庫存中所釋放出來的能量」。這種能量原本並沒有特定的目標與方向，

它是被原先的刺激所召喚出來的，然後使用在目標引導的活動上。 

 

（三）從外在行動推論內在的狀態 

    個體可以兩個方向來推論或解讀他人的行為：第一個是由「表面價值」

來看待他人的行為；另一個是將行為視為是「內在情緒與動機狀態」的一種

表徵。如當朋友向你問候「你好嗎！」時，若你回應「很好！」，則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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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價值來看待朋友的問候；若你進一步去搜尋相關的訊息來探究朋友真正的

想法或感覺，則是將朋友的問候與他/她內在情緒與動機作連結，試圖探究

朋友問候的背後真正動機為何。 

 

（四）行動的責任歸屬 

    個體的內在動機與控制自己行動的能力，會共同決定個體在行動上的責

任。因此，當個體出現：（1）沒有預期到行為的結果；（2）外在的力量強到

足以決定行為；（3）受到藥物、酒精或強烈情緒的影響，使得行動不是出自

於自由意志的支配等的狀況時，往往較不需要負責。 

 

（五）解釋為何處於逆境而仍能不屈不撓 

    動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為什麼參加競賽的運動員，即使天氣、環境、

身體狀況再惡劣、差勁，他/她也堅持繼續完成賽事。 

    綜上所述可知，動機本質上雖然是一個抽象的概念，但是經由動機，可

以幫助人類瞭解或是推論行為表徵的意義。當個體透過行為與動機的連結

後，而夠瞭解對方的意圖時，也許可以達到溝通的目的、尋求解決之道等目

標。 

 

貳、動機的觀點 

    許多心理學取向都曾經提出理論來解釋動機，不同的取向對動機都有不

同的詮釋，由此可見動機具有多元的面向。因此，本研究簡述不同心理學取

向對動機的觀點，藉以彰顯動機的重要性，分述如下（王明傑、陳玉玲，2002；

李素卿，1999；游恆山，1990；葉玉珠，2003）： 

一、本能論 

    本能論是最早被提出的動機理論。根據本能論，有機體生來即具有一些

特定的先天傾向，是有機體維持生存所不可或缺的，並可提供動機力量以適

當的管道來引導行為。早期的神經學家認為只有動物才是受到本能的引導，

但後續有學者提出不同的觀點：（1）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 1859 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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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進化論，以證據來說明從低等動物到人類之間的演化過程，才轉變早期神

經學家的觀點；（2）心理學家詹姆士（James）在 1890 年表示，人類行為甚

至比低等動物要依賴更多的本能，除了有生物性本能外，人類還有其他的社

會性本能，如同情、謙遜、社交性與愛等，詹姆士並認為人類與動物的本能

都是有「目的性」的；（3）心理學家麥獨孤（McDougall）將本能的觀點加

以擴展，他將本能定義為天生的傾向，共包含有三個構成要素：能量、行動

與目標導引；（4）心理學家佛洛依德（Freud）對本能有不同的看法，他認

為本能既沒有意識上的目的，也沒有既定的方向，且許多滿足本能的方式是

可以學習的。根據佛洛依德的說法，人類最根本、最主要的本能是「生之本

能」（eros）與「死之本能」（thanatos）。生之本能在維持生命與進行繁殖；

死之本能則是一種負向的力量，即使是最高貴的生物也會因為老、病、死而

腐朽。 

 

二、驅力理論與學習 

    驅力理論是霍爾（Hull）在 1943 年所提出的，霍爾將動機視為是學習

發生的必要條件，而學習則是適應環境的根本的所要，並強調「緊張」在動

機中的角色。霍爾相信大部分的人類行為較容易受從經驗中發展出來的驅力

所激發，而較少受到天生本能的激發。驅力理論的主要論點有：（1）生物需

求會引起一種強烈的激發狀態或是驅力；（2）這種非特定的驅力狀態可使得

隨機活動充滿活力；（3）當隨機活動之一減除了因為驅力而引起的緊張時，

有機體就會停止隨機的活動；（4）強化活動（緊張減除）會增強目標刺激與

成功反應之間的連結。 

    任何強烈的內在或外在刺激都可以引出驅力。但最主要的驅力是由內在

的生物性需求所引發出來的，此種驅力不需要學習；但與強烈驅力配對的中

性刺激也可以獲得動機的力量，例如：害怕。害怕不只被視為是對危險的一

種情緒反應，也是一種有力的、學來的動機狀態。因為害怕可以使一些反應

有動力，且經由減除害怕的強化作用，可以促成一些新行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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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匱乏與成長需求 

    人本主義心理學家馬斯洛（Maslow）在 1970 年提出人類的動機理論，

將動機分為匱乏需求與成長需求。馬斯洛並主張所有個體都有一個需求階層

（needs hierarachy），在此階層中，個體天生的需求會從最「根本」的到最

「人性化」的順序被安排在各個階段中，分別為生理的、安全的、愛及隸屬

的、自尊、求知、求美、自我實現以及自我超越等需求，其中生理的、安全

的、愛及隸屬的與自尊等屬於「匱乏需求」；求知、求美、自我實現以及自

我超越則為「成長需求」。根據馬斯洛的說法，在需求階層中較為低層的需

求沒有被滿足時，這些需求會支配個體的動機，直到需求得到適當的滿足

後，較高一層的需求則會開始佔據個體的注意力與行動。換言之，唯有當生

理的、安全的需求被滿足後，個體才會衍生出對愛及隸屬的需求。當匱乏需

求都被滿足時，成長需求才開始出現，支配個體的動機。 

 

四、認知、期望與歸因 

    認知取向的研究途徑著重於較高的心智歷程是如何影響行為的改變，而

不是研究驅力、其他生物性機制或刺激特徵等激發力量對行為的影響。因

此，個體現在的行為通常是受（1）個體認為過去成功與失敗的原因為何？

（2）個體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哪些？（3）個體期待行動的結果將會是如何？

等內在認知的支配與影響。 

認知心理學家共同認同的概念是：重要的人類動機並不是來自於客觀的

事實，而是來自於個體對於事實的「解釋」。以下簡述三個在認知研究取向

中著名的理論： 

（一）歸因理論： 

由 Weiner 所提出，他依據個體對成功或失敗歸因，來探討歸因對行為

的影響。他認為歸因可以從三個向度來分析：原因點（locus）、穩定性

（stability）與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原因點」是指引起成功或失敗的

原因所在，可能是外在的（如工作的難度、運氣等），也可能是內在的（如

能力、努力等）；「穩定性」是指對於成功或失敗的歸因是否會隨著情境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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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變化，分為穩定的（如能力）以及不穩定的（如努力、運氣）；「可控制

性」是指個體可否控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如努力則為可控的原因，工作難

度則為不可控原因。 

 

（二）控制信念 

    控制信念起源於 Rotter 於 1966 年所提出的社會學習理論，他認為人類

學習的主要因素，不只是報酬的強度與次數，更重要的是因為人類認知歸因

的作用。控制信念是指個體對成功的歸因，若個體認為成功是因為自己的努

力或能力，則是內控者；若個體認為成功為自身以外的原因所導致，如運氣、

他人的協助時，則是外控者。 

 

（三）期望理論 

    期望理論認為個體是否會努力達成目標，是依據他們對獎賞的期望而

定，其並發展出一個期望價值模式的公式：「動機＝覺知成功的可能性＊成

功的誘因價值」，用以解釋個體動機的基礎。換言之，個體對達成目標的動

機是視「個體對成功機會的判斷」與「評定成功的價值」而定。值得注意的

是，此公式是採「相乘」的概念，如果個體認為成功的機會是零，或是認為

成功是沒有價值的，則個體對達成目標的則毫無動機可言。 

    由以上認知取向的理論可知，動機並非單純由本能或驅力所支配，而是

視個體對事件結果的解釋與歸因而定。整體而言，若個體對成功做內在、穩

定、可控的歸因、認為成功是自己的能力與努力所致、評定成功的機會很高

且很有價值時，個體的動機則可以維持、甚至提高；相反地，整體而言，若

個體對成功做外在、不穩定、不可控的歸因、認為成功是因為運氣或別人的

幫助所致、評定成功的機會很地或成功是沒有價值時，個體的動機則會被削

弱。因此可看出，「認知」對於動機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心理學取向對動機的觀點可知，動機是一種本能，動機是一種

驅力、動機是一種需求、動機也是一種期望。個體會因為本能與驅力而行動，

也會因為追求需求的滿足而行動，也會因為對行動結果的解釋、期望、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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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強或削弱動機。因此可知，個體若沒有動機，則不會引發行為，生活將

平淡無奇。 

 

參、學術動機的理論 

    個體是因動機而引發行為，使得個體的行為有無限的可能。本研究的目

的之一，是欲瞭解研究生在論文撰寫歷程中的學術動機，除了一般將動機分

為內在與外在動機外，本研究也欲瞭解動機的成份。因此，本研究以內在動

機與外在動機理論以及動機的期望價值理論作為學術動機之理論，以下分

述： 

一、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理論 

    Ryan 與 Deci（2000）將啟動個體行為的原因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與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若個體從事某活

動的原因是：我對這個活動很有趣、從事這個活動讓我覺得很快樂、很有意

義，這個活動對我而言，是有價值的等，亦即這個活動本身有足夠的內在誘

因（instrinsic incentive）促使個體去從事該活動，此時個體為內在動機所驅

使；但若個體從事某活動不是活動本身的誘因，而是因為外在誘因（extrinsic 

incentive）促使個體去從事該活動，如為了得到獎賞、讚美等，此時個體是

受外在誘因所驅使。Ryan 與 Deci（2000）提出內在動機可進一步分為三種：

（1）求知的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to know）：從學習、探索、以及

嘗試去瞭解新事物中來經驗愉快與滿足。（2）成就的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toward accomplishments）：當個體嘗試去精熟某個工作任務或創造

新事物時，會驗愉快與滿足。（3）經驗刺激的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to experience stimulation）：個體從事該活動是為了能有感官的愉悅、歡樂與

刺激，以及美感經驗。Deci 認為，內發性的動機行為（instrinsically motivated 

behatior）是直接受到個人興趣、滿足或歡樂的動機類型，也就是個人覺得

有能力和自主而從事的行為。Deci 也主張行為的結果具有兩個部份：一個是

控制元素；一個是訊息元素。若控制元素比較明顯，個體可能會認為其行為



 16

的因果中心是外在的；若訊息元素佔優勢，個體則傾向將他們的行為歸於內

在原因，即為內發性的動機行為（引自李素卿，2000）。 

   Ryan 與 Deci（2000）提出認知評估理論（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用來說明影響內在動機變化的社會與環境因素，此理論也將焦點集中在自主

與能力的基本需求上。其主要有四項主張： 

1. 社會脈絡事件（如回饋、溝通與獎勵）有助於能力的感受，而增強

行為的內在動機。因此，最佳的挑戰性、效果提升回饋等，都有助於提升內

在動機。 

2. 當行為是自主的，或可歸因於個人因果控制知覺所引發者，個體的

能力感受才能促進內在動機。 

3. 並非只有實質的獎賞才會有損內在動機，其他如威脅、期限限制、

命令、有壓力的評鑑等，都會傷害內在動機。因為這些因素會導致個體知覺

到外在因果的控制。 

4. 選擇與自我管理的機會都能增加內在動機，因為其讓個體有自主的

感受。 

    由以上論述可知，當活動本身有足夠的內在誘因引發個體去從事，是個

體是基於自主而做的決定，此時因行為結果所產生的訊息元素或社會脈絡事

件，是有助於個體增加能力的感受而促進內在動機：但若個體是基於非自主

的的決定，使行為結果產生控制元素，使個體知覺受到外在因果的控制時，

則會損害內在動機。 

 

二、動機的期望價值理論 

   本研究引用 Pintrich（1989）、Wigfield 與 Eccles（2000）對期望價值理論

中動機之分類與觀點，對動機作進一步之探討與歸類。 

（一）Pintrich 對期望價值理論中動機之分類 

    Pintrich（1989）將自我調整學習區分為學習動機與學習策略兩大部分。

在學習動機中包含了期望、價值與情感三部分；學習策略分方面則包含了認

知策略、後設認知策略與資源經營管理等。以下只就「學習動機」部分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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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討論： 

1. 價值成份 

價值成份（value components）是指學習者對工作價值及重要性的信念，

分述如下：  

（1）工作價值（task value）：係指學習者對該項工作所做的內在價值評

價，及對未來目標的實用性。 

 

（2）重要性信念（important belief）：係指學習者從事一項工作的理由，

及對該項工作的重要性、效用（utility）或興趣（interest）。 

 

2. 期望成份 

期望成份（expectancy components）是指學習者對於執行這份工作所需

能力或技巧的信念，包含自我效能信念與期望成功信念，分述如下： 

（1）自我效能信念（self-efficacy belief）：係指學習者根據自己以往的

經驗，對某一特定工作或事物，經過多次的成敗經歷後，確認自己對處理該

項工作具有高度效能。即評估自己是否有能力完成。 

 

（2）期望成功信念（expectancy for success belief）：是指學習者對於自

己在某項特定工作成功可能性的信念（Pintrich, 1989; 1999）。 

 

3. 情感成份 

情感成份（affective components）係指學習者對於自己的感覺或對於這

份工作的情緒反應。在期望-價值模式中，感情的向度又可區分為正向情感、

負向情感與考試焦慮，分述如下： 

（1）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時，喜歡學習內容、

享受在學習歷程中的樂趣，並對學習結果感到滿意的情緒表達。 

 

（2）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時，感受到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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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或恐懼的感覺，擔心自己比別人差、比不上別人而有失望、責怪自己的

情緒產生（程炳林、林清山，2000；Snow, Corno & Jackson, 1996）。 

 

（3）考試焦慮（test anxiety）：包含兩個層面，一是憂慮（worry），或

稱認知干擾，是指學習者在面對考試情境時，所表現的各種認知方面的擔

心，如後悔、缺乏信心擔心考試後果、負面的成就預期等；另一層面是情緒

化（emotionality），是指學習者在考試情境中所產生的生理反應，如心跳加

快、手心出汗、胃腸不舒服等（程炳林、林清山，2000）。 

 

（二）Wigfield 與 Eccles 對期望價值理論中動機之分類 

    在 Wigfield 與 Eccles（2000）所發展出「期望--價值模式」中，認為討

論動機時有三個極重要的結構，分別是能力信念、期望成功與工作價值，分

述如下： 

1. 能力信念 

能力信念（ability beliefs）是指學習者在學習工作中，知覺到自己「現

在」的能力。 

 

2. 期望成功 

期望成功（expectancy for success）是指學習者在學習時對自己成功的期

望，並將焦點置於未來。  

 

3. 工作價值 

工作價值（task value）是指學習者對此工作的評價程度，其包含四個成

分： 

（1）重要性（importance）：是指學習者在特定學習工作上能做得多好。 

 

         （2）內在價值（instrinsic value）：是指學習者在從事該工作時的樂趣。

對學習者而言，是一重要的心理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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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實用性（utility value）：是指學習者會評估從事該工作，對於未來

計畫是否有幫助。也是學習者從事該工作的基本條件，相當於「外在動機」。 

 

         （4）代價（cost）：是指當從事該工作時，卻被迫需犧牲其他工作。即從

事該工作時需付出的代價（Wigfield ＆ Eccles, 2000）。 

由以上論述可知，Pintrich（1989）以及 Wigfield 與 Eccles（2000）從成

分來分析動機，認為動機包含價值、期望與情感等成分。本研究認為，這是

一種對動機更為細膩的分類，動機不再是抽象的概念，Pintrich 以及 Wigfield

與 Eccles 清楚指出動機包含價值、期望與情感等三成份，使日後的學者在探

討動機時，可以同時考量個體對某活動的重要性評斷、對自我能力與成功的

期望、以及喜愛的程度，使動機的概念更加完整。 

 

三、研究生的學術動機 

綜合上述可知， Ryan 與 Deci（2000）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

更進一步將內在動機分為求知的、成就的與經驗刺激的內在動機，且進一步

從其定義可發現，求知的內在動機讓個體願意去學習與探索新事物，隱含個

體認為此新事物是有價值的；成就的內在動機嘗試去精熟或創造新事物，隱

含個體的自我效能與期望；而經驗刺激的內在動機，使個體能有感官的愉悅

與歡樂，隱含個體對新事物的情感。簡而言之，求知的內在動機即為價值成

份、成就的內在動機即為期望成份、經驗刺激的內在動機即為情感成份。換

言之，Ryan 與 Deci（2000）對內、外在動機的分類與 Pintrich（1989）以及

Wigfield 與 Eccles（2000）從成份來分析動機，認為動機包含價值、期望與

情感等成份，不謀而合。基於此，本研究綜合動機的定義以及 Ryan 與 Deci、

Pintrich、Wigfield 與 Eccles 對動機的分類，本研究所指的學術研究動機是指

研究生在歷經論文撰寫的過程中，願意去學習並進行論文撰寫、認為論文撰

寫是有意義與價值的、期許自己在論文撰寫上能有好的表現、認為自己是有

能力去進行論文撰寫、並對論文撰寫持正向的情感。因此，本研究在測量學

術動機時，同時考量研究生對論文撰寫的價值、期望與情感等成份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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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述之： 

（一）價值成份 

    學術動機的價值成份是指研究生會對自己的論文或論文撰歷程進行內

在價值、對於日後學術研究的實用性、應用性與貢獻的評價。在本研究自編

的學術動機量表中，屬於價值成份的題目有：「我覺得論文撰寫過程很具價

值」、「我認為論文研究結果的應用是很重要的」與「我認為論文研究結果對

實務應用很有幫助」等。 

 

（二）期望成份 

    學術動機的期望成份是指研究生會對自己在進行論文撰寫時所需的能

力或技巧的信念，包含了自我效能信念與期望成功信念。在本研究自編的學

術動機量表中，屬於期望成份的題目有：「我有信心可以解決論文撰寫過程

中所產生的問題」、「我有信心可以完成一份具有良好品質的論文」與「我期

望自己能精通不同的研究方法」等。 

 

（三）情感成份 

學術動機的情感成份是指研究生對進行論文撰寫時，能享受撰寫論文時

的樂趣、並對論文撰寫結果感到滿意的正向情緒表達。在本研究自編的學術

動機量表中，屬於情感成份的題目有：「我覺得論文撰寫的過程很有趣。」、

「我喜歡論文撰寫」與「當學習到與論文相關之理論或觀點時，我會覺得很

興奮」等。 

 

 

第二節  學術熱情 
 

壹、熱情的意涵 

熱情是指個體傾向去從事某一個他所喜愛、覺得重要且願意投注時間在

其中的活動（Ratelle et al., 2004; Rousseau et al., 2002; Skitch & Hodgin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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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lerand et al., 2003）。熱情依個體將此活動內化（internalize）到自我的方式

不同，又可分為兩種：一是和諧性熱情（harmonious passion）、二為強迫性

熱情（obsessive passion）。和諧性熱情是指個體能自由選擇與決定是否從事

該活動，亦即個體會感受一股內在的動力，驅使個體去從事該活動，但卻不

覺得有壓力，因為個體擁有完全自由的選擇權去從事該活動；強迫性熱情是

指個體無法自由選擇與決定是否從事該活動，亦即個體會感受一股內在的壓

力，迫使個體去從事該活動。因此，個體在從事該活動時，會覺得有壓力，

因為個體並非自己選擇去從事該活動（Rousseau et al., 2002; Vallerand et al, 

2003; Ratelle et al., 2004; Skitch & Hodgins, 2005）。綜合上述可知，當個體對

某活動有和諧性熱情時，個體能控制該活動，擁有決定何時、何地開始從事

或結束該活動的決定權，且此活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能和諧的共存，無論

在生理或心理，都能有正向的影響結果；但若當個體對某活動有強迫性熱情

時，意味個體被該活動所控制，會有強烈的衝動想從事該活動，但卻無法掌

控此衝動。因此，當此活動與生活中其他事件衝突時，個體就會陷入困境，

而導致負面的生理或心理的後果。 

 

貳、熱情的理論 

熱情依個體將此活動內化到自我的方式不同，可分為諧性熱情與強迫性

熱情。換言之，個體能自由選擇與決定從事該活動，而不覺得有壓力則表示

對該活動有和諧性熱情，反之則為強迫性熱情（Rousseau et al., 2002; 

Vallerand et al, 2003; Ratelle et al., 2004; Skitch & Hodgins, 2005）。而個體自由

選擇與決定則是一種自我決定（self-determined）的方式。以下介紹由 Ryan

與 Deci（2000）所提出之自我決定理論（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作為探

討熱情的理論。 

一、自我決定理論 

自我決定是指在從事活動之前，有選擇的自由（Ryan & Deci, 2000）。

此概念是整合了因果控制（locus of causality）、心理自由（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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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與選擇的知覺（perceived choice）等研究而來。因果控制係指個體

行為是因個人或環境的原因而被引發的。若為個人的原因，則所引發的行為

是由內在所知覺的因果，即個體是引發行為的起因（origin）；若為環境的原

因，則所引發的行為是由外在所知覺的因果，即個體是環境力量的抵押品

（pawn）；而心理自由是指個體行為是來自於完全自主意圖的主觀經驗感

受。因此，當個體意圖的行為與其個人的興趣、偏好與需求一致時，個體就

會有心理自由的感受；反之，當個體的意圖行為是反應外在的事件，此時個

體就會有心理壓迫的感受；選擇的知覺則強調經驗的轉變，如由抵押品轉變

為起因、由強迫轉變為自由。因此，自我決定包含了三項特質： 

1. 知覺的因果控制 

是最常被提及的自我決定特質，它通常存在於由內在到外在兩端之連續

範圍間。此連續性的兩端反應了個體對其行為的發生與調節之知覺，是來自

於個人（內在的因果控制知覺）或環境力量（外在的因果控制知覺）。 

 

2. 意志 

在自我決定理論中，意志是指在毫無壓力下，樂意地去從事某活動。當

個體經驗到高度自由、為乎極微或無壓力時，個體的意志也隨之提升。 

 

3. 選擇的知覺 

在由人所組成的環境中，個體有時能擁有彈性的空間來做決定，以及選

擇的機會；但有時也會有拘束、受限的感受。質言之，身處在彈性的環境以

及有選擇的權力，通常會促進個體對選擇的知覺、自我決定與內在動機。

（Reeve et al., 2003）。 

自我決定理論強調個體對某活動的動機程度是內在的（如，自我涉入的

程度），而自我決定的不同程度亦會影響活動的選擇（Standage et al., 2003）。

易言之，當個體依循他/她最真實的興趣來行動，或整合對該活動的價值與

渴望時，他/她是一個自主的個體（Chirkov et al., 2003)。在自我決定理論中，

也提及了三種基本的心理需求，分別是自主（autonomy）、能力（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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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係（relatedness）。自主是個體相信自己是行為起因與調節者的信念；能

力是指個體相信自己能與環境有效地互動之信念；關係是指安全感的尋求與

發展，以及在社會脈絡中，與他人建立人際關係。滿足此三種心理需求，就

能增進幸福的感受（Ryan & Deci, 2000; Guay, Senécal, Gauthier, & Fernet, 

2003; Standage, Duda, & Ntoumanis, 2003）。但自我決定理論也指出，單有能

力的知覺並無法增加最佳的運作功能，除非個體同時也有自主需求的滿足。

自主的需求隱含了個體在行為的發生、維持與調節上的自由。 

綜合上述可知，在自我決定理論中，「自主」是最核心的概念。個體在

與環境互動時，唯有行為是自主發生時，體才會覺得自己是有能力的。Deci

與 Ryan 於 1987 年即指出，自主意味著對行為的認同（即內在的因果控制）

時，對從事該行為有高度的彈性與低壓力（即高度的心理自由），且對該行

為是出自於最真實的選擇（即選擇的知覺）（引自 Reeve et al., 2003）。自主

的知覺，通常透過動機歷程（motivational processes）或自我調整風格

（self-regulatory styles）來進行。 

    當個體基於興趣、出自內在地去從事某個活動時，其已經展現對該活動

的熱情。熱情會因個體將活動內化至自我的方式不同，而有不同的分類。當

個體能自由地選擇是否從事該活動時，會產生內在動力趨勢個體從事該活

動。此時，個體對該活動擁有的是「和諧性熱情」；當個體無法自由選擇從

事活動與否時，其會感受到內在的壓力，使個體不得不去從事該活動。此使，

個體對該活動擁有的則為「強迫型熱情」。而在自我決定理論的論述中，若

個體能以自我決定的方式來從事該活動，表示個體是出自於內在動機來從事

該活動；若個體是在非自我決定的情況下來從事該活動，表示個體是出自外

在動機來從事該活動。 

 

二、動機理論 

早期動機的認知理論將動機解釋為個體欲達成正面結果以及避免負向

結果的意圖。因此，意圖（intention）係指行動的計畫，亦是動機的主要構

念（Reeve, Nix, & Hamm, 2003）。而自我調整被假設為一連續的範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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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了由高至低的自我決定程度，且可廣泛地被歸類成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與無動機（amotivation）（Standage et al., 2003），如圖 1 所示。圖 1 是架構在

一由左到右連續的橫軸上，橫軸的最左邊，表示個體毫無動機，亦無行為調

整的發生；最右邊表示個體的內在動機，個體進行的是內在的調節；中間的

區域即是外在動機，若越趨向右邊，表示個體自對該行為的評價不同，而採

用不同的調節型態。以下分述之： 

1. 內在動機 

    內在動機是一種自發的、天生的調節形式，不需要內化，也不用刻意行

塑。其係指個體擁有最高度的自我決定，個體能自由選擇地去從事該活動，

並能在活動中，能有歡樂、愉悅、與滿足的感覺，而該活動也能提供學習的

機會（Ryan & Deci, 2000; Chirkov, Ryan, Kim, & Kaplan, 2003; Ntoumanis, 

2005）。 

 

2. 外在動機 

   當活動非出於自主，個體知覺的是外在環境的因果控制，此時促使個體

去從事該活動的就不再是內在動機，而是外在動機。因此，外在動機是指個

體從事該活動，是為了會與活動本身分離的結果，而非活動本身（Guay et al., 

2003; Ntoumanis, 2005; Ryan & Deci, 2000）。Deci 與 Ryan（2000）亦提出機

體整合理論（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定義了外在動機的不同類型，

以及促進或妨礙行為內化（internaliz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的脈絡因素。

依照其理論的主張，外在動機中的調節型態可非為四類（Chirkov et al., 2003; 

Ntoumanis, 2005; Ryan & Deci, 2000; Standage et al., 2003）： 

（1）外在調節 

外在調節（external regulation）是為了獲得外在獎賞、避免懲罰或減少

獎賞的損失。換言之，個體知覺其行為是受到外在的控制，自我決定的程度

最低。 

（2）投射調節 

投射調節（introjected regulation）比外在調節多了些微內化的成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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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為他們應該接受並評價該行為，此評價仍來自於外在的壓力。亦即行為

的目的是為了獲得自己或他人的認同與鼓勵，避免罪惡感或自我貶抑。因

此，投射調整的目的在維護自尊。 

 

（3）認同調節 

認同調節（identification）是指個體擁有更多的自主，其反應了對行為

目標的評價或調整，認為此行為對個人而言是重要的、有意義的。換言之，

行為來自於高度的自我決定動機，個體會將行為的價值內化成自我的一部

份，但仍然不能樂在其中。 

 

（4）整合調節 

整合調節（integration）是指個體將該行為完全內化成自我，其認同行

為與自我的價值與需求一致。亦即，該行為能完全融入每天的生活當中，與

自我的其他部分和諧運作。 

    再者，在此連續的向度上，同時也可看出個體在知覺因果控制與相關調

節歷程上的不同。在知覺的因果控制上，越趨向左邊，個體對控制的知覺傾

向源自於非個人、外在的因果；越趨向右邊，則傾向源自於個人、內在的因

果。在相關調節歷程中亦是如此，越趨向外在動機的調節，則行為的目的是

避罰趨賞，越趨向內在動機，行為結果則越滿足，越能與自我整合。 

 

3. 無動機 

    在動機的連續向度上，除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外，尚有一種動機類

型，即是無動機（amotivation），係指個體缺乏行動的意圖（包括內在動機

與外在動機）。當個體無動機時，其並無法知覺行為與結果間的關連性、不

評價行為、覺得自己能力不足、亦不期望行為可以產生期望的結果（Ryan & 

Deci, 2000; Standage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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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熱情的相關理論可知，自我決定理論重視個體是否能「自主決

定」從事某活動。若個體可以自主決定去從事某活動，則會對該活動擁有和

諧性熱情；若個體是因外在壓力而去從事活動，則對該活動擁有的即為強迫

性熱情。而動機理論在探討內在、與外在動機時，亦由個體「自主」與「內

化」該活動的程度來論述。若個體是內發、自主的去從事活動，即是出自於

內在動機去從事該活動；若個體是受外在環境的控制而促發行為，則是出自

於外在動機去從事該活動。本研究整合此兩理論發現，和諧性熱情與內在動

機可視為是一體兩面，當個體出自於內在動機從事某活動，表示個體是可自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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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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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價值 

無能力 

缺乏控制 

抱怨 

外在 

獎賞 

懲罰 

自我控制 

自我包含

內在獎賞 

內在懲罰 

個人重要

意識價值

和諧 

覺察 

自我整合 

興趣 

享受 

內在滿足

知覺的 

因果控制 

圖 1 連續向度上之自我決定、動機類型、調整類型與相關因素 

註：引自“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by R. M. Ryan, and E. L. Deci, 2000,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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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決定來從事此活動，即對該活動擁有和諧性熱情。本研究在探討研究生的

學術熱情時，是由內在動機的觀點切入，亦即期望研究生對於論文撰寫活

動，都是出自於內發、自主地想去從事論文撰寫。因此，在本研究中，以「和

諧性熱情」為學術熱情的主要內涵，以作為後續的文獻探討與學術熱情量表

的編製依據。 

 

 

第三節  情緒調整 

 
壹、情緒調整的意涵 

    情緒調整是持續不斷的歷程。其中包含兩種不同的概念，一是「情緒」，

一是「調整」，將兩者的概念結合起來，便是「情緒調整」。其實「情緒」與

「調整」在許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意義。「情緒」一詞有著熱情、機警、力

量的、甚至是混論的意涵在內；但「調整」確有著合乎規則、有秩序的意思

（江文慈，1998）。許多國、內外學者曾對情緒調整下定義。Calkins（1994）

提出情緒調整是管理情緒的喚起，並盡可能達到目標的過程。Cole、Michel

與 Teti（1994）則認為情緒調整並不只有隱含單一向度的意義，它包含兩個

向度：就主動而言，情緒具有組織內在歷程，調整心理運作的功能；就被動

而言，情緒受到其他心理歷程的修正、調整。綜合主、被動兩向度，可將情

緒調整定義為一個人在所經驗到的情緒範圍中，能以社會容許或充分彈性的

方式，產生自發性的反應，或在必要的時候，能緩和這種自發性的反應。

Thompson（1994）認為情緒調整視為監控、評鑑、修正情緒反應，以達到

個人目標的內、外在歷程。Cicchetti、Ganiban 與 Barnett（1991）則將情緒

調整定義為是一個平衡的隱喻，意指情緒與各功能系統間溝通協調的一種平

衡作用。Gross（1998）則認為，情緒調整是指當人們有情緒時，會引發某

些影響人的思維或行為，它會影響人們經驗或表達情緒。Gross 與 John（2003）

指出，情緒調整係指個體使用某些方法與策略來控制情緒，當個體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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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藉此改變它們。因此可知情緒調整即是個體運用情緒調整策略來平

衡情緒感受，如：維持正向情緒或縮短負向情緒的持續時間，來使個體感覺

更為舒適、降低焦慮。江文慈（1998）認為情緒調整是指個體監控、評估與

修正情緒的運作，使其對情緒情境有適當的反應，有效管理與掌控情緒的歷

程。而在此歷程中，透過情緒的察覺、表達、改變、維持、反省與策略的運

用，以達成個人內在情緒平衡與適當的社會互動目標。陳金定（1998）將情

緒調整定義為一種能力，也是一種過程。就過程來看，情緒調整是由內在機

體因素、心理因素與外在因素的互動，來監控、評價與修正情緒的運作，使

個人對情境有適當的反應，以完成個人的目標。 

    綜合上述，情緒調整由剛開始的單向度到雙向度，由歷程觀到能力觀，

其具有動態的發展性。因此可知，情緒調整的內涵，應包含兩部分：若由情

緒運作的角度來看，情緒調整是一種歷程；若由情緒表現結果來看，情緒則

是一種能力。本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者對情緒調整的定義，認為情緒調整是

當個體感受到外在刺激而引起內在激發狀態時，個體會依據當時情境與過往

經驗進行認知的訊息處理，選擇一最符合當下情境的策略來加以反應，以使

自己情緒狀況達到平衡或能達到目標的歷程。 

 

貳、情緒調整歷程模式與策略 

許多學者都整理出不同觀點的情緒調整模式，本研究將先簡述不同觀點

的情緒調整歷程以及情緒調整策略與分類。再者，本研究更進一步彙整情緒

調整模式與策略，提出本研究所整理出之情緒調整模式，以下分述之： 

一、情緒調整的歷程模式 

    不同的學者以不同的觀點來探討情緒調整，發展出不同的情緒調整的歷

程模式，以下先就學者們對情緒調整所持之觀點作一簡述： 

（一）歷程觀 

    由歷程的觀點來看，Dogge 與 Garber 於 1991 年提出情緒調整是由「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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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生化」、「主觀經驗」、「行為表達」等三個情緒反應所構成的內在歷程，如

抑制興奮系統、控制注意歷程、重新解釋引發情緒的情境等。但這些內在歷

程與外在環境系統息息相關，如取得因應的資源、調整環境以符合情緒需求

等（江文慈，1998）。因此，歷程觀的情緒調整是指有效地協調主觀的經驗

及行為，使之達成目標，而維持良好的適應過程。而此適應過程，是由神經

生理、認知經驗與動作行為以及外在環境等彼此交互作用，來監控、評鑑、

修正情緒反應而達成個人目標。屬於歷程觀的模式有「訊息處理模式」、「多

重途徑說」、「三階段論」與「雙向歷程模式」，以下簡述之： 

    1. 訊息處理模式 

Garber、Braafldt 與 Zeman 在 1991 年由訊息處理的模式來分析情緒調整

的歷程。因此，提出情緒調整包括六個步驟，分別是察覺、解釋、目標設定、

反應產生、反應演進與執行實際行動等。 

 

    2. 多重途徑說 

    Thompson 在 1994 年時提出情緒可透過不同的路徑進行調整。他提出情

緒調整是建立在神經生理基礎上，並可透過控制注意歷程、改變對引發情緒

情境的解釋、修正內在情緒線索的編碼、加強因應資訊的取得，調整環境以

符合情緒需求，以及選擇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等來完成。 

 

    3. 三階段論 

Compos、Mumme 與 Kermoian 在 1994 年提出情緒調整在協調不相容

的衝突，同時也涉及選擇社會團體可接受的反應。因此，情緒調整會發生在

三個不同的階段，分別是：輸入調整（感官接受）、過程調整（訊息處理）

與輸出調整（反應選擇）等三階段。 

 

4. 雙向歷程模式 

Gross 於 1998 年提出「輸入-輸出」的歷程模式（如圖 2），來說明情緒

調整的運作。情緒始於自評估內、外在情緒線索，接著引發一組行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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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理交互運作的情緒反應趨勢，並對所知覺到的挑戰與機會作適當的反

應。這些反應趨向可能會被修正，以形成最後的情緒反應。 

 

 

 

 

 

 

 

 

 

 

 

 

 

 

 

 

 

 

 

 

爾後，Gross 再以雙向歷程模式為基礎，建構出更細緻的情緒調整歷程

模式，如圖 3。他認為情緒調整可分為二大階段，一是「事前的情緒調整

（ 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一為「反應的情緒調整

（response-focused emotional regulation）」。在事前的情緒調整又可包含四個

情緒調整策略，分別是「情境選擇（selection of the situation）」、「情境修正

（modification of the situation）」、「注意力分配（deployment of attention）」與

「 認知改變（change of cognitions）」。 

 

情緒線索 情緒反應 

情緒反應傾向 

 行為 

 經驗 

 生理 

評估 調整 

圖 2 Gross 的情緒調整之雙向歷程模式 

註 ： 引 自 “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 , by J. J. Gross, 1998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1), 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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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體進行事前的情緒調整時，他會以一種能降低情緒關連性的方式對

潛在的情緒情境進行分析，而這樣的歷程，又稱之為「重新評估

（ reappraisal ）」。而反應的情緒調整包含了反應的修正（ response 

modulation），包括經驗、行為與生理的修正。當個體已經對某情緒事件或情

境進行重新評估後，就會進入反應修正階段，此時情緒反應也會被促發而

生。通常當個體進入到最後階段的情緒調整時，會以抑制衝動的方式來對情

緒衝動做反應，因此，這樣的修正歷程又稱做「壓抑（ expressive 

suppression）」。總而言之，「重新評估」可整體降低情緒反應，而「壓抑」

是選擇性地降低情緒表現的行為。 

 

 

反應的情緒調整 

情境 層面 意義 反應 

S1 
 
S2 
 

a1 
a2 
a3 
a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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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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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y 
S1z 

 
情緒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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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 

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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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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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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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認知

改變 

反應

修正 

重新評估 壓抑 

事前的情緒調整 

圖 3  Gross 的情緒調整歷程模式 

註：引自“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by J. J.

Gross, 1998,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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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緒能力 

由 Saarni（1997）所提出，他認為情緒調整能力好的個體擁有八項能力，

分別是「察覺自己的情緒」、「辨識他人的情緒」、「情緒知識」、「理解他人的

情緒」、「情緒表達」、「調整策略」、「情緒溝通」與「情緒效能」。因此，能

力觀的情緒調整，除了要能察覺自己的情緒、調適情緒的強度與持續的時

間，還要能察覺、辨識他人的情緒認為，並依所認同的文化規則來表達情緒，

以進行情緒溝通，並對情緒有後設評價的能力。 

 

（三）統整觀 

江文慈於 1998 年整合歷程觀與能力觀的角度來探討情緒調整，他認為

情緒調整是一種能力，也是一種歷程，並提出了「五大內涵」，分別為「情

緒覺察」、「情緒表達」、「調整策略」、「情緒反省」與「情緒效能」。因此，

統整觀的情緒調整是指個體協調內在情緒，並與外在環境維持良好適應，並

達成目標的過程，而此過程需要有覺察、表達、調整、後設反省、情緒效能

等能力來達成。 

 

（四）員工情緒勞動的調節模式 

Grande 在 2000 年時，以 Gross 在 1998 年所發展出的情緒調整歷程模式

為基礎，加入 Hochschild 於 1983 發展的深層與表層行動的概念所建立。在

此模式中，定義了可能影響情緒勞動歷程的因素，如情緒事件、個人與組織

因素等。然而，Grande 所建立的「員工情緒勞動的調節模式」中，忽略了員

工調節情緒的動機。因此，Totterdell 與 Holman（2003）修正了該模式，加

入動機調整的成分。因此，在情緒勞動的調節歷程模式中，包含了情境線索、

情緒勞動歷程與短期結果等三大階段，如圖 4 所示。 

在此模式中，情境線索包含了情緒事件以及其所引起的情緒經驗。當產

生情緒後，就會進入情緒勞動階段，亦即情緒調整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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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緒調整歷程中，有動機調整與策略調整兩種。動機調整包含了調節

負面情緒的「感覺修正」與滿足工作義務的「修正表達」；而策略調整則包

括了「深層行動」與「表層行動」。深層的行動是指利用修正對情境的知覺

來調整情緒的徵兆。通常有兩種策略可以用來修正對情境的知覺：注意力分

配（如正向再聚焦）與認知改變（如採不同觀點思考）；表層的行動是指以

假裝的情緒來與外在環境互動，如被老闆責罵後，心情其實很不愉快，但在

與老闆互動時，卻是以平靜的情緒狀態來應對。此外，在此模式中也包含會

影響情緒調整的個人因素（如性別、EQ 等）以及組織因素（如所擁有的時

間、監督者的支持等）。在情緒調整之後，會出現短暫的結果：員工個人會

因情緒宣洩而產生幸福感，組織會因達到員工滿足顧客需求的目標而歡喜。 

情緒事件 

 

顧客事件 

同事事件 

情緒經驗 

 

快樂/沮喪 

厭煩/熱衷 

動機調節 

 修正感覺 

--負面情緒調節 

 修正表達 

--滿足工作義務 

調節策略 

 深層行動 

  --注意力分配 

  --認知改變 

 表層行動 

  --假冒情緒 

個人幸福 

--情緒宣洩 

--情緒流失 

組織幸福 

--工作表現 

--滿足顧客需求

個人因素 

 性別 

 正向表達 

 情緒智慧 

組織因素 

 時間控制 

 方法控制 

 監督者支持 

情緒調節 

情境線索 情緒勞動歷程 短期結果 

圖 4 再修正之員工情緒勞動調整歷程 

註：引自“Emotion regulation in customer service roles: Testing a model of emotional 
labor＂, by P. Totterdell, and D. Holman, 2003,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8(1),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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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情緒調整模式可知，持不同觀點的學者所提出的情緒調整模

式，各有不同的著重點。整體而言，可分為兩大類，一類重視的是情緒調整

的「能力」；一類則重視情緒調整的「歷程」。就能力觀而言，重視的是察覺

情緒、提取情緒訊息、緩和情緒、轉換訊息、表達情緒等能力；就歷程觀而

言，則大抵將情緒調整分為情緒輸入、情緒處理與情緒輸出等階段。但情緒

調整非但是階段性的，且情緒調整的成功與否，也與情緒調整能力有關。因

此，另有學者提出情緒調整的統整觀，認為情緒調整是一種能力，也是一種

歷程。因此，不同學者提出的情緒調整觀點，除了可知情緒調整的發展，也

顯示情緒調整之重要性，以及日漸備受重視的程度。簡而言之，情緒調整是

個體生活中，不可或缺的能力。 

 

二、情緒調整的策略 

Parkinson、Totterdell、Briner 與 Reynolds（1996）將情緒調整策略分為

認知與行為兩大類，認知策略包含了想快樂的事、期待、正向思考、再解釋、

放鬆、合理化、接納與逃避等；而行為策略則包括了做快樂的事、使用刺激

物、運動、放鬆、分心、表達、退縮、社會網路、問題導向與發洩等。之後，

Parkinson 等人更進一步從使用策略（轉移、非轉移）、焦點（逃避/分心、投

入/接納）與導向（放鬆/快樂/勝任、情感/情境）等項度來區分認知與行為策

略，將情緒調整策略視為是多向度的。舉例而言，認知策略中的「想一些快

樂的事」而言，即是屬於「轉移策略、分心焦點中的快樂導向」；行為策略

中的「繼續做事」則是「非轉移策略、接納焦點中的情境導向」。 

Gross（1998）所提出之情緒調整的歷程模式中的「事前的情緒調整階

段」，使用的是「重新評估」策略；而「反應的情緒調整階段」，使用的是「壓

抑」的策略。「重新評估」是一種認知改變的型態，其包含了建構一個潛在

的引發情緒的情緒，藉以改變情緒的衝擊，在情緒尚未被引發時，即介入調

整情緒。因此，重新評估是一種有效改變後續情緒的情緒調整策略。而「壓

抑」是一種修正反應的型態，它抑制了正在發生中的情緒表現行為，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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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調整歷程的後段，主要在修正情緒反應傾向的「行為層面」。雖然壓抑

對於降低負面情緒的行為表現是有效的，但其可能也會發生抑制正面情緒表

現的邊際效果。因此，當個體使用壓抑的情緒調整策略時，其內在經驗與外

在表現會有不協調或矛盾的情況發生，除了會有不真實的感覺以及對自己會

有負面的感覺外，個體對自己與他人亦有疏離感（Gross & John, 2003）。 

另外，Baumeister、Heatherton 及 Tice(1994)將調整策略分為四種：放鬆

策略、分心策略、認知策略、社會策略(例如：尋求他人的支持等)。Schwartz

與 Proctor（2000）提出，情緒調整策略包括了內在的因應機制（如自我對話、

重新詮釋悲傷事件的認知策略）、注意力控制（如將注意力由讓人生氣的刺

激物移開）以及行為策略（如改變引起情緒的環境之行動）等。 

綜合上述可知，情調節歷程中包含了調節策略的使用。亦即情緒調整歷

程與情緒調整策略是不可分離的。雖然不同學者提出了許多情緒調整策略，

但大致可歸納為兩類：認知策略與行為策略。認知策略著重於個體對自己或

情緒事件、情境之想法或觀點改變；行為策略則強調行動力，以實際的行動

來面對、處理情緒事件與情境。當個體逐漸成長時，會在成長環境中與人際

互動經驗中學習情緒控制策略，藉由觀察學習來運用情緒調整，也經由反省

以改善自己使用情緒調整策略的能力。 

 

三、互動之情緒調整歷程模式 

在探討歷程觀、能力觀與統整觀之情緒調整內涵後發現，歷程觀重視情

緒調整的歷程階段，卻忽略了調節能力的重要性；能力觀強調情緒調整能

力，但卻無法明顯區分情緒調整的階段。而統整觀所歸納出之五大內涵，從

情緒覺察至情緒效能，似乎涵蓋了完整的情緒調整的歷程與面向，但似乎忽

略了情緒調整是一連續、互動的迴路歷程。本研究認為情緒調整需同時包含

了「歷程」與「能力」，且在每一個情緒調整歷程中，都需運用情緒調整能

力，以順利進入下一個情緒調整階段，且階段間是相互互動的，能個體在與

環境互動後形成回饋訊息，作為情緒調整能力的修正指標。因此，本研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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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建構一情緒調整歷程，共包含四個階段，分別是：情緒覺察階段、認

知調整策略階段、行為調整策略階段與後設情緒階段，如圖 5 所示。此四個

階段會形成一連續的歷程，當個體察覺情緒的激發與產生後，個體會進而使

用認知或行為策略來進行情緒調整，此時個體可能單獨或同時採用認知或行

為策略來進行情緒調整，認知與行為策略也會彼此互動、影響，使個體在此

歷程中去修正所使用的策略，以讓自己能順利進行情緒的調節。在情緒調整

結束後，個體也會對此歷程進行後設反省，評估自己所使用策略的適當性與

有效性，以作為調整或增強所使用的認知與行為策略。以下分述本研究所提

出的互動之情緒調整歷程模式： 

 

 

 

 

 

 

 

 

 

 

 

 

1. 情緒覺察階段 

    「覺察」二字有兩個層次的意義，在「覺」的層次，可感覺到外界的變

化或內在心裡事件的發生；在「察」的層次，是指企圖瞭解原因的心理狀態。

因此，若能深入瞭解引發情緒的原因，及進行了更深層的情緒覺察（江文慈，

1998）。 

認知調整策略 
 

（1）情境修正 
（2）注意力分配

（3）認知改變

行為調整策略 
 

（1）行為調整 
（2）尋求資源 

情緒覺察/ 

激發 

（初始事件） 

後設情緒 
 

（1）後設評鑑 
（2）後設調整 

圖 5 互動之情緒調整歷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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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知調整策略階段 

認知調整策略包含了三類，分別是情境修正、注意力分配與認知改變。

「情境修正」是指當個體處於會引起其情緒的環境時，能使用改變對情境的

想法或試圖改變情境來降低自己不愉快的情緒感受；「注意力分配」是指當

個體產生不愉快的情緒時，會使用一些策略來讓自己與不愉快的情緒隔離。

「認知改變」是指透過正向思維的方式，相信自己有能力處理不愉快的情緒

或能知道自己有哪些協助資源可用。 

 

3. 行為調整策略階段 

行為調整策略包括了行為調整與尋求資源。「行為調整」是指個體能選

擇一個能讓自己愉快的環境或是能抑制自己不當行為表現，以讓自己的行為

表現更符合情境脈絡。「尋求資源」是指當個體產生不愉快的情緒時，自己

知道可以找誰或是用哪些方法可以幫助自己處理不愉快的情緒。 

 

4. 後設情緒階段 

後設情緒是一種處理情緒的後設認知能力，強調個體對情緒處理過程與

結果的省思、評估（包含認知與行為的評估）與調整。換言之，經過省思與

評估後，其結果會再回饋到認知與行為調整階段，作為調整的依據。 

 

 

第四節  希望信念 

 

壹、希望信念的發展、意涵與特質 

一、希望信念的發展 

    Snyder、Cheeavens 與 Sympson（1997）提出，「希望信念」（hope）是

在幼兒時期，經由對重要他人的模仿而來。他們認為在幼兒早期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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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幼兒經由互動，幼兒會觀察、內化重要他人的希望信念。此論點亦與

Kohutain 的論點相似。Kohutain 認為，當幼兒與照顧者發展出安全與信任的

人際關係後，幼兒經由模仿而對自我有基本的意識，並將之視為一種理想而

認同之（Elliott & Sherwin, 1997）。Hagen、Myers 與 Mackintosh（2005）亦

指出，幼兒經由生活中重要他人，如照顧者、老師或朋友的支持，他們能學

習不同的方法來解決問題，以面對困難的生活環境。 

    因此可知，「希望信念」並非與生俱來，個體的成長經驗與環境會影響

其希望信念之發展。具體而言，若個體的重要他人在碰到困難與問題時，相

信問題與困難一定會解決，並且能找出許多解決方法來解決問題與困難，個

體則會觀察並模仿重要他人的態度、行為與信念，認同之並將之內化為自我

的一部份。 

 

二、希望信念的意涵 

    在 80 年代，認為希望信念是一種因應長期壓力的一種力量。若個體擁

有希望信念，則對未來有正向的預期，能讓個體產生喜悅的感受而減輕生活

中的壓力與負擔。Korner（1970）在定義希望信念時，認為希望信念含有四

種成分： 

（一）目的成分 

Korner 認為希望信念的目的有三：（1）能繞過一個進行中且不愉快的「現

在」；（2）幫助個體去解決任何需求或目的尚未達成的情境；（3）允許渴望

未來的喜悅，以能立即地減輕個體現在的不愉快感受。倘若能好好運用希望

信念，它是一個面對強大挫折的動機保護機制（motivation-protecting 

device）；但若誤用希望信念，個體會藉以逃離現實，拒絕處理此時此刻的問

題，而降低了有效的因應問題。 

 

（二）情感成份 

執著（clinging）、緊握著（holding）希望信念，是說明希望信念中，「情

感重要性」的最好詞彙。以情感而言，希望信念代表一種超越疑惑（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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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勝利信念。對個體而言，希望信念是一種情緒經驗、是個體可以感覺得到、

有時也可以思考或是談論的東西。當個體與他人分享希望信念時，意味著對

他人善意、理解與熟慮的信任。希望信念的感情成分無法避免地時常出現在

現實的生活中，因此它需要被保護。 

 

（三）合理鍊 

希望信念是一種伴隨著生活片段而來的邏輯以及推理所聚合的鍊結之

構念。這種合理練（rationalizing chain）是對抗不確定性的築堤防護，對抗

內在懷疑的認知支持，可抵抗負面結果所產生的焦慮，亦即合理鍊可保護希

望信念的情感成份。 

 

（四）希望信念等式 

希望信念等式（hope belief equation）是假設在希望信念的情感成份、合

理練與外在壓力間存在著動力的平衡關係。當外在壓力越大，則需要對希望

信念的構念更加信任，以維持情感與合理練的平衡。當其中一方流失時，則

需要藉由加強另一方來補償這種失衡。如當外在壓力過大而導致情感成份流

失而不足時，則需要加強個體的合理練，以維持希望信念等式的平衡。而維

持希望信念等式平衡是一個自動的歷程，也代表個體的因應機制。 

到了二十世紀初期，Snyder 提出希望信念的概念與理論後，許多研究者

做了許多與希望信念相關的後續研究（Snyder, Shorey, Cheavens, Pulvers, 

Adams, & Wiklund, 2002; Snyder, Rand ,& Sigmon, 2005; Juntunen & 

Wettersten, 2006），這些學者都認為希望信念包含了認知的組型，是一種認

知的動機系統，而動機是一種渴望目標能達成的期望，其認知歷程立基於「路

徑（pathways）與動力（agency）」的相互作用之上。路徑是指個體可以找出

許多不同的方法來達成目標；而動力是指個體有動機及願意使用這些方法來

達成目標。Snyder 於 2000 年再次精鍊希望理論，認為希望信念是決定個體

行為的重要力量，他更提出希望信念有三個主要的成分：（1）目標（或定錨）；

（2）如何達成目標的思維（或路徑）；（3）達成目標的動機或意願（或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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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對希望信念的論述後發現，隨著年代，希望信念這個概念有了

更清楚、簡明的定義與成分。早期研究者認為希望信念是對目標達成的單向

度構念，藉由讓個體產生愉悅的感受，而能減輕生活中的壓力，但卻未明確

說明希望信念的運作機制。到了二十世紀，發展出希望理論後，隨著研究結

果的累積與希望信念模式的建立，更清楚瞭解希望信念運作的機制，並非是

單向度的，而是包含了目標的建立、達成目標的路徑思維以及運用路徑的動

力等成分的相互作用之結果。 

 

三、希望信念的特質 

Snyder、Lehman、Kluck 與 Monsson（2006）整理了高、低希望信念者

之特質（如表 1）。由表 1 可知，高希望信念者能設定清楚、明確且真實之

目標，能創造許多的路徑來達成目標，當路徑無法順利達成目標時，高希望

信念者可以在創造出另外的路徑來替代原來的路徑。亦即，當高希望信念者

追求目標的過程中遇到挫折時，其會將挫折視為挑戰，由之前的經驗中記取

教訓，並使用正面的自我參照語言（如「我一定會成功！」等）來增加動力

思考，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達成目標。相反地，低希望信念者則設定模糊不清、

不真實之目標，除了無法創造出多元的路徑來達成目標外，當遇到挫折時，

也會沈浸在失敗的情境中，反芻負面的情緒，不相信自己可以達成目標。這

些特質的歸類，也與許多的研究者（Snyder, Harris, Anderson, Holleran, Irving, 

Sigmon, Yoshinobu, Gibb, Langelle, & Harney, 1991; Snyder et al., 2002; Hagen 

et al., 2005; Snyder et al., 2005）的觀點一致。 

表 1 高、低希望信念之特質 
高希望信念 低希望信念 

設定許多目標 

設定清楚明確目標 

設定真實目標 

目標難度高、需付出努力才能達成 

趨向目標導向 

注意相關訊息 

設定較少目標 

設定模糊不清目標 

設定不真實目標 

目標難度低、易達成 

逃避目標導向 

反芻負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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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正面的自我參照語言 

創造許多路徑來達成目標 

能創造出替代性的選擇路徑 

高動機 

擁有能成功地達成目標的信念 

視挫折為挑戰 

會使用策略來增強動力思考 

能由過去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中學習 

專注於目標的追求 

有自信 

偏好負面的自我參照語言 

創造較少的重路徑來達成目標 

缺乏創造替代性的選擇路徑之能力 

低動機 

缺乏能成功地達成目標的信念 

因挫折而沮喪 

使用干擾或無效的策略 

反芻過去失敗的經驗 

容易受到干擾 

缺乏自信 
註：引自“Hope for rehabilitation and vice versa＂, by C. R. Snyder, K. A. Lehman, B. 

Kluck, and Y. Monsson, 2006,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51(2), p.93. 
 

高希望信念者有較多的目標橫跨在生活的各種情境之中，且會基於自己

先前的表現來選擇並設定較困難的目標，此目標通常會讓高希望信念者產生

正面的情緒，並認為他們達成目標的機率很高。高希望信念者亦能將大目標

或長期目標細分成連續性的小目標，在連續的計畫與行動後達成目標。且高

希望信念會專注於目標追求的狀態中，關注情境中與追求目標相關的線索，

並建立具體的指標以追蹤他們努力的歷程。當目標受阻時，高希望信念者通

常會透過內在、動力的自我對話的方式，如「我將會完成！」、「堅持到底！」，

來增強動力與路徑的思考與行為，較不易引發負面的情緒，如焦慮，而能以

正面、挑戰性的觀點來評估所遇到的困難。當所選擇使用的路徑不適合時，

高希望信念者亦會尋找其他更可行的替代路徑，以順利達成目標。相較於高

希望信念者，低希望信念者通常是採取表現目標導向，在追求目標的壓力情

境下，其容易產生較高的焦慮，會因自我貶抑、目標受阻的思維而產生目標

拖延的情況。因此，低希望信念者會沈浸在此負面情緒中，無法尋找其他可

行的替代路徑。整體而言，高希望信念者能產生更多的策略來處理壓力（路

徑思考），且能有更大的可能性來使用這些策略（動力思考）；而中希望信念

者的動力思考會下降，但仍然會持續產生路徑思考與行為；而低希望信念者

則會同時降低動力與路徑思考與行為。簡言之，高希望信念者在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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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動力與路徑思考會相互引發更大的作用。 

 

貳、希望理論與運作模式 

一、希望理論 

自 Snyder 與其同事於 1991 提出希望信念的定義與理論後，後續研究者

（Elliott, Witty, Herrick, & Hoffman, 1991; Snyder et al., 1991; Curry, Snyder, 

Cook, Ruby, & Rehm, 1997; Snyder et al., 2002; Hagen et al., 2005）在從事希望

信念的相關研究時，就引用 Snyder 之論點。他們認為在希望理論（hope 

theory）中，包含了二個重要成分—路徑思考與動力思考。路徑思考是指個

體有能力產出有一個以上、能有效達成目標的方法或策略；動力思考是指個

體能啟動並維持執行所產出方法或策略，且有信心可以達成目標。且當路徑

思考與動力思考相互作用後，會產生正向的動機狀態，而趨向目標。 

但 Snyder 在 2000 精鍊了希望理論，他認為希望理論應包含三個部分，

以下分述之（Snyder et al., 2005; Snyder et al., 2006）： 

（一）目標 

    個體以心智行動結果做為目標（goals）。在希望理論中，目標提供了認

知成分。亦即希望信念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認知動機歷程。相同的目標對不同

的個體而言，有不同的價值。目標可依其性質有不同的分類，如長期或短期

目標、簡單或困難目標等。無論是哪種性質的目標，其都需有充分的價值，

才會佔據個體的意識而選擇該目標。一般而言，擁有高希望信念的個體，傾

向選擇清楚明確且具挑戰性的目標。 

 

（二）路徑思考 

    路徑思考（pathways thinking）是指個體自己對於渴望目標能產生一個

以上的有效路徑之能力知覺。通常個體在心裡面會有一個首要的路徑來達成

渴望的目標，亦即個體在嘗試其他路徑之前，會優先選擇使用該首要路徑。

整體而論，擁有高希望信念的個體，會認為他能比低希望信念的個體創造出

更好的首要路徑，而當此首要路徑無效時，他們也能再創造出另一個更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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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路徑。 

 

（三）動力思考 

    在希望理論中，擁有動機或認知努力成分的即是動力思考（agency 

thinking），其是指個體知覺自己有能力來使用所創造出的路徑，而達成目

標。動力思考不但反應個體開始沿著路徑往目標前進，且還會持續的行進。

因此，若在此歷程中遭遇到困難或阻礙時，動力思考能幫助個體驅動動機，

以繼續堅持或選擇另一更佳的替代路徑，最終達成目標。一般而言，高希望

信念的個體會比低希望信念的個體更全心全力地投入在可能達成目標的路

徑中。 

綜合上述，希望信念是一個正向的動機狀態，其來自路徑思考與動力思

考的相互作用之結果。換言之，在達成目標的歷程裡，路徑思考可以增加動

力思考；相反地，動力思考也可以增加路徑思考。因為在希望信念中，他們

是相互互惠的一種動力機制歷程。 

 

二、希望理論完整模式的運作 

    圖 6 說明了希望信念的運作歷程，包含路經思考與動力思考如何運作，

如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及其相互的關係。在整個歷程中，可分為三大階

段，分別是「學習歷史」、「事件之前」、「事件的結果順序」。 

（一）學習歷史 

第一階段是「學習歷史」，其可分為兩個部分。首先是個體先前的經驗

所形成的希望信念，可分為「路徑」與「動力」兩個成分。它除了受到早期

生活經驗影響外，其也受到後期發展經驗的影響。因此，高希望信念的個體

在其發展階段中，就有較多的機會與周圍的人（通常是照顧者、父母）深度

討論希望信念的概念；而低希望信念的個體，在幼兒時期就沒有被教導將追

求目標納入其思維中。再者，是希望信念之產物--情緒。若是高希望信念的

個體，則對於追求目標有較主動、正向的情緒；低希望信念的個體而看待目

標追求時，是較被動、負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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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之前 

第二階段是「事件之前」。在此階段，個體會先對結果進行價值判斷，

目標的價值立基於個體的標準。若個體評估之後，認為該目標是無價值的，

則不會進入第三階段；反之，若個體覺得該目標是有價值的，付出努力是有

意義的，則會進入第三階段。一般而言，高希望信念的個體也會以較正向的

觀點來看待目標追求的歷程，也會預期產生正向的結果。他們除了能以較好

的準備來處理挫折、能對正向的回饋給予反應之外，也傾向使用有效的策

略，如自我對話的方式來激勵動力思考。因此，高希望信念的個體能保護個

體不受挫折的傷害，在目標追求的歷程中，允許個體有效地往目標前進。 

 

（三）事件的結果順序 

    第三階段是「事件的結果順序」。亦即當個體認為追求該目標是有價值

的，則會開始驅動其路徑思考與動力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時，結果評

估、路徑思考與動力思考三者間是相互往來、彼此影響的。在此路徑思考與

動力思考相互運作時，若個體是擁有高希望信念者，他能想出許多路徑來追

求目標，也擁有動力來執行所想出的路徑，但在執行的過程中，也許會碰到

一些挫折或困難，這些對個體而言，都是壓力。但高希望信念的個體仍會持

續運用路徑與動力思考，將此壓力克服，最終達成目標；若個體是低希望信

念者，他就很難想出許多路徑來追求目標，執行所想出的路徑的動力也較低。 

個體在因應壓力時與達成目標後，可能會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情緒。一般

而言，高希望信念的個體對於追求目標有較主動、正向的情緒；低希望信念

的個體在看待目標追求時，是較被動、負向的情緒。而目標的達成與否，也

會產生情緒。若目標成功達成，則引發正向情緒；反之，若追求目標失敗，

則引發負向情緒。無論是正、負向情緒都會形成一個情緒的回饋迴路，正向

的情緒回饋會增強路徑與動力思考；而負向情緒回饋則會削弱路徑與動力思

考，進而影響個體目標的追求。 

再者，在圖 6 的下方「突發事件」的產生隱含對目標追求歷程的影響力，

它可能會延遲或改變目標追求歷程中的目標，亦即此突發事件會立即轉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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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行動的覺醒。雖然由突發事件所引起的情緒與行為有不同的來源與持續

的時間，但此情緒與行為最終都會被合併到目標追求的希望信念歷程模式

中。 

 

 

 

 

 

 

 

 

 

 

 

 

 

 

 

 

 

 

 

 

    整體論之，在目標追求的希望信念模式歷程中，由左至右是一個往前進

的歷程。歷史事件會影響個體現在目標追求的希望信念，而在追求目標的歷

程中，可能會產生挫折、壓力或突發事件，這些都會刺激個體產生某些行為

或情緒，而影響個體的希望信念與目標的達成與否。在此模式中，由右至左

是一個回饋的迴路。在目標追求歷程中所產生的情緒都會形成一個迴路，影

響個體在希望信念模式中的每一個部分。簡而言之，由左至右的前進歷程，

加上由右而左回饋回路，形成一個圈型的循環。質言之，高希望信念的個體

希望思考 

 

動力思考 

 

路徑思考 

情緒 

動力 

思考 

路徑 

思考 

目標 

-達成 

-未達成 

結果 

價值 壓力

突發事件 

情緒 情
緒 

 學習歷史 事件之前 事件的順序結果 

圖 6 希望信念的運作模式 

情緒 

註：引自“Hope for rehabilitation and vice versa＂, by C. R. Snyder, K. A. Lehman, B. 
Kluck, and Y. Monsson, 2006,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51(2),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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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建設性地應用先前的經驗或教訓在未來的目標追求上。因此，他/她會反

省先前追求目標的歷程，找出有問題的地方並加以改進，以對未來新的目標

追求做好準備。然而，低希望信念的個體則會反芻他的失敗經驗，因而產生

自我疑惑或削弱其動力思考。如此一來，低希望信念信念的個體會對目標追

求失去興趣，最終其會變成有問題的個體，因為目標追求是生活中不可或缺

的一部分。 

綜合上述可知，希望信念模式會隨著新舊經驗與發展而不斷調整與修

正。當擁有希望信念的個體追求任何特的目標時，路經與動力思考都會相互

交替或聚合產生其影響力，對目標追求的成功或失敗也會影響或修正個體的

情緒。因此，路徑與動力思考、目標追求的知覺、以及所產生的情緒都會持

續地相互影響，其影響力則會作用於最終的目標上。 

 

 

第五節  師徒功能 

 

壹、師徒的意涵 

一、師徒的意涵 

曼托(Mentor)原本是荷馬的史師奧德賽中的一位貴族，對其好友尤里西

司（Ulysses）而言，是一位聰明的諮詢者。因此，當尤里西司要出征特洛依

（Torjans）時，便將其子鐵拉馬庫斯（Telemachus）交給好友曼托照顧，曼

托便受好友之託善盡照顧、教育與保護好友之子之責。此後，此後，mentoring

一詞即漸漸被用來代表此種教導關係（林俊宏，2003；吳美蓮、劉筱寧，2001；

張育誠，2004；Johnson, 2002）。Merrian 認為師徒制是指年長者與年輕者彼

此間有一有強烈的情感互動，在此關係中，年長者是被年輕者所信任、喜愛

的，且以經驗來引導年輕者，此年長者可被稱做是「師傅」（mentor）」（自

Johnson, 2002）。 

    綜合上述可知，無論在學習環境或是組織中，當資深者或經驗知識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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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常稱之為師傅），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提供給資淺者或知識經驗不

足者（通常稱之為徒弟），以滿足其心理或實質上的需求，幫助他/她達成目

標。 

 

貳、師徒關係的意涵 

Kram（1985）將師徒關係定義為「組織中資深者與資淺者之間，或是

同輩間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能提供各種不同發展性質的功能，並且可以幫

助資淺者在組織內的發展與進步」。何明恕（2003）則定義師徒關係是資深

者高度支持與協助資淺者學習的一種過程與形式。換言之，當徒弟在工作環

境中探索，逐漸在專業領域中社會化時，師傅會視其需求，適時提供協助以

滿足其需求，甚至協助徒弟發展早期的生涯任務（Johnson, 2002）。 

一般而言，師徒關係的類型會因實施的目的、環境、時機、需求等的不

同，而有不同的分類。Phippips-Jones 將師傅分為主要師傅（primary mentor）

與次級師傅（secondary mentor）。主要師傅偏向情感導向，提供社會心理與

職能生涯兩種功能；次要師傅以工作為主，師徒的關係建立在互利的基礎之

上，只提供職能生涯之功能，並無心理社會功能存在（引自何明恕，2003）。

而 Ragins 與 Cotton （1999）也指出，師徒關係可依形成的基礎、結構歷程

等，而分成正式與非正式的師徒關係。而在「成功，有師為伴」（李碧芬譯，

1998）一書中，提出七種師徒關係之基本類型，分別為初級師傅、次級師傅、

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師徒計畫、主動與被動的師傅、長期與短期的師傅、群

體的師徒制、暫時性的師傅等。 

在本研究中所指的師徒關係，是謂指導教授與研究生間的關係。研究生

透過學習的歷程，逐漸瞭解系所中每位教授的專長、個性與指導學生的風格

等，最後在眾多教授中，選擇一位想跟隨之學習的教授，即所謂主要師傅；

而教授也在此過程中，瞭解每位研究生的學習態度與程度。教授與研究生都

在相互觀察與選擇，最終確定彼此的師徒關係。因此可知，本研究所中的師

徒關係形成，並分由系所指派而定，而是師徒自由選擇的結果。由形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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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來看，本研究所指的師徒關係性質屬於「非正式的師徒關係」。因此，以

下針對正式與非正式師徒關係型態與異同、師徒發展的階段與歷程、功能等

做更深入之描述。 

一、正式與非正式師徒關係的型態 

    正式的師徒關係是指由組織指定，或師徒雙方提出對象條件，並經由第

三者配對的型態。而非正式師徒關係是由師徒雙方自行尋找、認定，漸漸互

動而形成的關係，無須經由組織配對而自然形成師徒關係（張育誠，2004； 

Ragins & Cotton, 1999）。本研究整理正式與非正式師徒關係之比較（林俊

宏，2003；張育誠，2004；Ragins & Cotton, 1999），如表 2 所示，正式與非

正式的師徒關係可分為三大部分來比較，分別為「關係的啟始」、「關係的結

構」與「關係的歷程」來探討。綜合而論，正式的師徒關係來自師徒雙方不

可控的外在組織力量所指派，通常是因為徒弟有一短期的職務目標需達成，

師傅被指派協助徒弟完成該短期目標。因此，正式的師徒關係無法持續很長

的時間，都在目標達成後結束，徒弟只是得到目前所需的協助，對於長遠的

生涯發展並無助益。再者，因為是強制的外在力量所指派配對，對師傅而言，

對組織的承諾大過於內在的認同；對徒弟而言，也會認為師傅提供協助是因

為工作使然，而非認同自己的能力，如此使得正式的師徒關係無法發展出親

近與信任的情感。而非正式的師徒關係的形成來自於師徒雙方的認同與互動

時的自在感，有助於雙方發展信任與親密的情感。師傅除了提供徒弟現階段

所需的協助外，亦協助徒弟規劃長期的生涯目標。因此，在非正式的師徒關

係，以心理安全的前提之下發展，師徒互通有無地分享，師徒關係能維繫很

長的時間，對彼此的影響也較深遠，包括了生活與生涯。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非正式的師徒關係的優點優於正式師徒關係。非正

式的師徒關係的形成之初，來自師徒雙方的彼此認定，師對徒有無私的授

與，徒對師有出自內心的尊重，而能有一個好的開始；在師徒互動歷程中，

因為雙方有堅固的信任與情感交流，而能彼此接納，針對問題廣泛且深入地

討論，使彼此在互動中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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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式與非正式師徒關係之比較 
比較點 正式的師徒關係 非正式師徒關係 

關係的啟始 
  基礎 

 
 組織制度，或透過第三者的

指派。 
 徒雖然認同師的能力，卻無

法選擇師傅，而是由組織來

指派。 
 有明確的組織承認，公開

的。 

 
 師徒雙方相互的認定與生涯

需求的實踐。 
 師徒雙方對彼此能力的認同

與人際互動的自在感。 
 

 私下的。 

關係的結構 
  持續時間 
 
  目的 
 
  結果 

 
 三至六個月，短期目標達成

即結束。 
 師傅協助徒弟完成職務上

短期的目標。 
 師徒雙方無法有夠多的時

間建立心理社會與職能發

展的功能。 
 徒會覺得師傅是被指派

的，而非認同其個人的能

力，而無法發展信任感與親

近的情感。 

 
 持續三至六年，甚至更長。

 
 師傅協助徒弟成就長期的生

涯目標。 
 師徒雙方有夠多的時間建立

心理社會與職能發展的功

能。 
 師徒雙方彼此認同，能發展

信任感與情感的親密。 

關係的歷程 
     

 
 重視對組織的承諾，因此，

較少主動地投入在師徒關

係中。 
 

 與徒弟間較少情感的交流

與教導的技巧交流。 
 為了避免袒護，師徒可能來

自不同的部門。因此，師徒

有不同的生涯發展路徑，因

此較難提供生涯諮詢與角

色模仿的功能。 
 師徒關係在組織中是公開

的，為了避嫌，師傅較少干

涉徒弟的生涯行為。 

 
 師傅重視雙方的發展需求，

因而提供較多的心理社會與

職能發展功能。 
 

 與徒弟間有較多情感的交流

與教導的技巧交流。 
 師徒來自彼此私下的認同，

因而排除了師徒來自不同部

門的限制，使得生涯諮詢與

角色模仿的功能發揮得更

好。 
 師傅會協助徒弟向上晉升，

給予挑戰性的任務指派，並

幫徒弟緩衝組織中反抗的力

量。 
     

 

二、師徒功能 

由前述探討可知，最早由曼托所形成的師徒制，師對徒提供了照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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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保護的功能。而師徒的定義中意可看出，師傅會以其知識與經驗引導徒

弟學習與適應，進而協助徒弟的發展與進步。因此可知，在師徒制的體制下，

是存有師徒功能的。不同學者依據其研究，提出不同的師徒功能（Kram, 1985; 

Scandura, 1992; Tenenbaum, Crosby & Gliner, 2001）。以下簡述 Kram 、

Scandura 以及 Tenenbaum, Crosby 與 Gliner 所提出的師徒功能。                        

（一） Kram 的分類 

    Kram（1985）所提出之師徒功能，可歸為兩大類，分別是職能功能（career 

function）與心理社會功能（psychosocial function），若該功能項目的主要是

增加徒弟的職涯發展，則歸為職能功能；若為增加徒弟的能力感（sense of 

competence）、清楚身份（clarity of identity）、管理角色的效能（effectiveness 

in the management role）等，則歸屬於心理社會功能）。不同的功能項目說明

如下： 

1. 職涯功能 

（1）支持者（sponsorship）：是指師傅對徒弟公開的支持（如任命與升

遷），以增進徒弟的職涯發展，可經由正式或非正式的會談中獲得升遷的機

會。 

 

（2）曝光與能見度（exposure and visiblity）：是指師傅提供徒弟接觸其

他師傅或是讓徒弟展現能力之機會。換言之，透過此功能，徒弟能與領域中

的重要人物認識，發揮自己所長外，藉由與高階領導人接觸，亦可學習其所

使用的管理技巧，進而達到培養實力與人脈的目的。 

 

（3）教導（coaching）：是指師傅傳授經驗與知識給徒弟，如工作方法、

管理技巧、社交禮儀等，並給予正面或負面的回饋與建議，以提升徒弟的潛

力與知識。 

 

（4）保護（protection）：是指師傅會視不同的情況下提供支援給徒弟。

當徒弟因為不能控制的因素而犯錯時，師傅能出面為其負責並作緩衝。 



 51

（5）挑戰性的指派（challenging assignments）：是指師傅指派具挑戰性

的任務，以激發或培養徒弟特殊的能力，並使期能以專業的角色完成任務的

經驗。此時，師傅亦會教導徒弟必要的知識技能，並對徒弟的行為提出建議，

培養徒弟的基本技巧與管理能力。 

 

2. 心理社會功能 

（1）角色模仿（role modeling）：是指師傅表現出可最為徒弟之表率的

行為、態度、技巧與價值觀等供徒弟模仿。換言之，師傅目前的形象即是徒

弟未來想要成為的形象，徒弟會認同並加以內化。 

 

（2）接受與肯定（acceptance and confirmation）：是指師傅提供持續性

的支持、接納與讚賞。師傅徒弟雙方可經由對方的正向尊重而感到自我。此

功能為最基本的信任，能促使徒弟嘗試新的作為與方法，以增加經驗。 

 

（3）忠告（counseling）：是指師傅可提供不同的觀點讓徒弟能化解角色

衝突（如日常角色與工作角色），讓徒弟對自己的各種角色能有較正向的認

識。換言之，師傅在徒弟自我質疑與追尋的過程中，適時地給予不同的思考

觀點，藉由傾聽、回饋等方式，讓徒弟解決問題。 

 

（4）友誼（friendship）：是指師傅徒弟雙方相互喜歡與瞭解，共享工作

化工作外之經驗而形成的關係。 

 

（二） Scandura 的分類 

Scandura（1992）的實徵研究中，經由因素分析結果，將原本屬於心理

功能中的「角色模仿」獨立出來，成為第三個因素。分別如下： 

1. 職涯功能 

職涯功能（career function）是指資深者藉由他在組織的地位與影響力，

提供資淺者贊助、機會揭露、教導、保護與挑戰性的工作，讓資淺者能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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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組織中生存與發展，並獲得上司與同事的尊重。 

 

2. 心理社會功能 

    心理社會功能（psychosocial function）意指資深者提供諮詢、接受、認

同與友誼等功能，以建立資淺者與他人的互信、合作與相互關懷，進而肯定

資淺者在組織中的價值。 

 

3. 角色模仿 

角色模仿（role modeling）意指資深者表現出可作為資淺者表率的態度

與行為，以協助資淺者獲得自信。 

 

（三） Tenenbaum、Crosby 與 Gliner 的分類 

    Tenenbaum、Crosby 與 Gliner（2001）的研究中，使用主成分分析、直

交轉軸對問卷題目進行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學術環境中的師傅徒功能可得

到三個因素，分別是心理社會支持（psychosocial support），特徵值最大，為

9.03，變異量為 47%；再者為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特徵值為

1.96，變異量為 10%；最後是人際支持（networking support），特徵值為 1.13，

變異量為 6%。師傅傅可以為徒弟提供三種形式的支持如下： 

1. 心理社會支持 

係指師傅會尊重學生、關心、同理學生的感受、分享自己平衡工作與家

庭的經驗等。 

 

2. 工具性支持 

係指師傅教導學生學習生涯相關的技能，如如何撰寫以及回顧文章、發

展假設、分析以及有效能的教學。 

    3. 人際支持 

係指師傅將學生引見領域中的具影響力的重要人士以及他學術機構中

的同行。 



 53

本研究綜合以上學者對師徒功能的定定義與分類，以及整理十位不同領

域的研究生的訪談資料後，本研究所指之師徒功能是指「當研究生在撰寫論

文的過程中，遭遇到需許多問題與挫折時，指導教授會以自身的專業與過去

的經驗，教導研究生論文撰寫所需的知識與技能、並願意傾聽、接納研究生

的問題與情緒，提供心理支持，並以自身楷模，協助研究生發展自己的夢想

與生涯。因此，本研究將撰寫論文過程中的師徒功能分為四大類，分別為「論

文指導」、「生涯發展」、「心理社會」與「角色楷模」。 

 

 

第六節  意義建構 
 

壹、意義建構的意涵 

一、意義的意涵 

意義的本質是關連（connection）（Baunmeister, & Vohs, 2005）。許多研

究者用不同的概念對意義概念化，包括意義是一般的生活方針、個人重要

性、因果關係以及事情發生的歸因歷程、個體在事件中找到利益的因應活

動、處理創傷事件的歷程結果等（引自 Park & Folkman, 1997, p.115）。Taylor

（1983）定義「意義（meaning）」為指努力去瞭解事件為什麼會發生？會

產生什麼衝擊？換言之，意義即是尋找以上問題之答案的結果，藉以找出事

件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Frankl 則描述意義會發生在個體實踐、與某個人

相遇或是與藝術與自然接觸時（引自 King, Hicks, Krull, & Del Gaiso, 2006）。

因此可知，個體、事件與結果間原本是獨立、無關連的，但當個體嘗試將自

己與事件或結果連結，以發現事件對個體的重要性，或找出事件與結果間的

因果關係時，「意義」即由此產生。換言之，當關連產生的同時，意義也發

生了。 

 

二、意義的需求 

需求即是動機，其會引導個體去生活、感受生命。若個體滿則此四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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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會回答說「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此四個需求簡述如下（Baunmeister 

& Vohs, 2005）： 

1. 目的 

目的（propose）即是找出現在事件與未來事件間的關連性。未來事件可

作為現在事件行進的導航。而目的可被分為兩種類別：一為簡單的目標

（simply goals）；一為實踐的目標（fulfillment goals）。 

 

2. 價值觀 

價值觀（values）可以讓個體決定某些行為是對的還是錯的。換言之，

個體有一套價值基礎（value bases），讓個體去判斷事物的對與錯。 

 

3. 效能感 

效能感（sense of efficacy）是指個體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不同事情的信

念。若個體只有目的與價值，而無效能感，則人生會充滿悲傷，因為個體有

期望，也能加以判斷好壞，但卻無能為力。換言之，效能感即是個體尋求掌

控自己與環境的需求。 

 

4. 自我價值 

自我價值（self-worth）即是指個體相信自己是好的、有價值的人。 

由上可知，個體建構意義的需求有目的、價值、效能感與自我價值，當此四

個需求被滿足時，意義即被建構。因此，當個體面臨壓力或負面事件，通常

亦是透過滿足此四個需求之策略來因應，以建構出壓力或負面事件的意義。  

 

三、意義建構的內涵 

    意義建構的研究始於探討「個體如何因應挫折或其他負面與壓力的事

件」，其歷程涉及了認知與情緒的成分（Baunmeister & Vohs, 2005）。Taylor

將意義建構定義為「個體修正或重新評估事件的主動歷程」。其可再細分為

兩個層面：若個體藉著思考事件的正面意涵以找出意義，來因應生活中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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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事件，此稱之為「尋求利益（benefit-finding）」；若個體對負面事件（如失

去親人）找出一個合宜的解釋，或是使之符合現存的基本基模或世界觀，此

稱之為「關連詮釋（sense making）」（引自 Davis & Nolen-Hoeksema, 1998）。

Janoff-Bulman 與 Frantz 則提出了意義的兩種概念，一是可理解性的意義

（meaning-as-comprehensibility），係指讓事件符合個體的世界觀；一是重要

性的意義（meaning-as-significance），是指找出事件對個體生活的價值。因

此，Janoff-Bulman 與 Frantz 認為，成功的適應包含了兩個階段，首先找出

事件的關連性，然後再找出該事件對個體生活經驗的利益（引自 Davis & 

Nolen-Hoeksema, 1998）。Park 與 Folkman（1997）則將意義建構定義為「尋

找意義（search for meaning）」，其可分為兩個歷程，一是總體的意義建構

（global meaning-making），是指個體生活的基本方針、長期的信念系統，或

是一系列的價值目標；一是特定情境的意義建構（ situation-specific 

meaning-making），是指在一特定的脈絡或情境中找出意義，其需與個體總

體的意義結構一致。 

    由以上論述可看出，Taylor、Janoff-Bulman 與 Frantz 重視意義建構的歷

程；而 Park 與 Folkman 則著重在意義建構後的平衡結果。綜合以上學者對

意義建構的定義可知，意義建構了歷程包含了兩個歷程。首先嘗試找出事件

與結果間的關連性，亦即因果關係，以讓自己更能接受事件的發生後，再藉

由重新評估事件以找出負面或壓力事件的正向利益後。而在整個意義建構的

歷程中，個體的信念、事件發生的情境以及所使用的認知策略（如評估與歸

因）等，都會影響個體意義建構之結果。質言之，個體意義建構的過程，是

一種外在（負面或壓力事件與結果）與內在（認知策略的使用，如評估、歸

因）的互動歷程。若兩者達到平衡的狀態，個體的四種需求（目的、價值、

效能感與自我價值）亦達到滿足，該負面或壓力事件對個體地的意義也隨之

產生。在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重視研究生在論文撰寫時遭遇挫折的意義建

構歷程。 

 



 56

貳、意義建構的模式與理論 

本研究在探討意義建構時發現，意義建構常發在因應負面或壓力事件，

雖然有不同學者對意義建構提出不同的觀點與模式，但多以 Taylor 以及 Park

與 Folkman 所提之定義與模式為架構。本研究進一步介紹詳細介紹此兩個派

別： 

一、Taylor 的意義建構歷程 

Taylor 認為個體透過「尋求利益」與「關連詮釋」來建構負面事件之意

義。Taylor 認為意義建構的目的在於調適。因此，他以認知適應理論（theory 

of cognitive adaptation）作為意義建構之理論。認知適應理論最重要的隱喻

是其本身是提倡認知本質的後設理論，而特定的認知應該被視為是一種策略

改變的要素，而調適的歷程包含了三個主題（Taylor, 1983）： 

（一）尋找意義 

    係指個體努力地去瞭解事件為什麼會發生？其會產生什麼衝擊？換言

之，個體可以透過因果的歸因來瞭解、預測並控制他們所處的環境，而獲得

意義。研究結果亦顯示，若個體能從過去的經驗中建構正面的意義，期能產

生較好的心理調適。 

 

（二）重獲控制感 

意指找回事件或生活的主控權。控制感可來自自我、外在或心智上的控

制。如對癌症患者而言，相信自己控制自己的作息與飲食（自己）、藉由找

好的醫生與接受好的醫療(他人)、以及正向思考（心智）；亦即，可以透過

信念與行為來執行控制。透過因果歸因發現，若個體認為「事情現在已經不

同（things are different now）」，也可以讓個體重獲控制感。因為個體無法

控制負面事件的發生，但事發之後，個體發現現在與過去的不連貫性，而能

重拾對現在的掌控權。 

 

（三）自我增強的歷程 

    個體的自我增強，通常透過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來達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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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社會比較是一個主要的認知媒介，其可有兩種類別，一是向下比較

（downward comparison），係指個體選擇一個狀況比自己差的個體或狀況加

以比較，以獲得心理的撫慰，其是一種保護自我已對抗威脅的強韌方法；一

是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係指個體選擇一個因應方法與態度都比

自己好的個體相比較，藉以為楷模向之模仿、學習其因應策略與態度。 

 

二、Park 與 Folkman 的總體意義與情境意義的模式 

    Park 與 Folkman（1997）認為以往對於意義的研究都無做一整合，意義

在因應壓力中的角色也缺乏清楚的分類，因此提出總體意義與情境意義的模

式。在此模式中，清楚說明信念、目標以及個體因應與評估壓力事件時所建

立的意義之功能，藉以豐富壓力因應理論的架構。再者，其亦強調重新評估

（reappraisal）的角色，以及總體意義與情境意義（評估特定事件的意義）

間的一致性。在此模式中的重要概念有總體意義、情境意義、評估、重新評

估、歸因等。以下將分別簡述，而這些重要概念所組成之模式，如圖 7 所示。 

（一）總體意義 

總體意義（global meaning）是指個體關於世界的基本目標以及基礎的假

設、信念與期望，其會影響個體瞭解過去與現在，以及對於未來的期望。總

體意義是透過生活經驗的累積而建立的。正向與負向事件會影響總體意義的

形成，其中正向事件有助於正向的總體信念形成。因此，當個體的總體信念

形成後，其會有具三種特性：（1）穩定性（stability）：係指個體傾向讓新

資訊符合其已存在的信念，勝過於修正現存的信念系統；（2）樂觀偏見

（optimistic bias）：個體傾向過度地正向自我評估、誇大控制的知覺以及不

真實的樂觀；（3）個人相關（personal relevance）：意指總體信念的內容是

較個人的且相當具體的。 

總體意義通常包含兩個面向，一是關於次序（order）的假定；再者為目

的（propose），以下分述之： 

1. 次序：關於次序的信念可分為以下三個信念類別： 

（1）關於世界的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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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界的信念有二：一是認為世界是美好的，人們也都是善良的，且相較

於負向事件，個體相信正向事件的結果與好運是較常發生的；再者，相信世

界是公平且正義的。換言之，相信世界是公平正義的個體，其背後隱含了相

信世界是可預測的、能被瞭解的、甚至是可控制的信念。 

 

（2）關於自己的信念 

常被探討關於自己的信念有「自我價值（self-worth）」與「控制

（control）」。「自我價值」是由優點、道德以及個體行動的效能評估所組

成。亦即，個體認為自己是好的、有能力的、有道德的個體；而「控制」是

指個體相信他們能控制自己的命運與重要的結果。 

 

（3）關於在世界中自己的信念 

個體可以從對瞭解世界的美好、可控制性、公平以及關於自我價值

的信念，來獲得自己與世界關係的信念。 

 

2. 目的：目的屬於動機性的面向，它能促使個體執行生活目標與目的。 

實徵性研究通常透過目標來瞭解意義的動機層面。許多研究也提出，人

類的行為是具有目標導向的，甚至認為人格亦是目標所組成的。個體的目標

代表了目前的自我認同以及未來的理想我。目標是具階層性的，個體通常會

藉著追求近程的次目標，以有助於遠程的高階目標之達成。在此模式中，個

體的高階目標與以及目標層級即是總體意義的重要成分。 

 

（二）情境意義 

情境意義（situational meaning）來自於個體總體意義與特定之人與環境

事件的狀態之互動。包含三個歷程階段： 

1. 意義的評估 

係指評估人與環境中特定事件對個人的重要性，可幫助個體瞭解事件發

生的原因；亦可幫助個體瞭解為什麼某些時候該事件會產生壓力，某些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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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不會。評估的型態立基於先前的知識、關於某個情境的信念以及幸福的結

果，因此，個體會以最少的線索來激發評估，又可分為兩種評估歷程： 

（1）初級評估 

指個體評估在人與環境中的特定事件對個人的重要性。除了會受到個體

對世界的信念或基本假定之影響之外，當個體知覺該事件違反其價值、承諾

與目標時，個體的初級評估也會受到影響。 

 

（2）次級評估 

係指個體評估因應的可能性以及期望的結果，它受到總體意義系統之影

響。再者，若個體擁有較多資源，相信自己能處理該事件，壓力也會較小。

因此，若個體對自己持正向態度、相信自己有控制的能力、且對未來持樂觀

態度，則個體會相信自己用有許多可用資源去因應該壓力事件。 

 

2. 意義建構之因應 

    當個體完成特定情境的意義評估後，若情境意義與總體意義一致，則該

事件不會對個體產生壓力，評估歷程即告結束。但若情境意義與總體意義不

一致時，個體則會感受壓力而進入因應階段。因此，在此歷程階段中，又可

再細分為三個小階段： 

（1）重新評估 

重新評估是一種因應策略，它可以減少威脅與傷害。其他可用的因應策略還

包 括 問 題 焦 點 因 應 （ problem-focused coping ） 與 情 緒 焦 點 因 應

（emotion-focused coping）。 

 

（2）改變評估意義 

因為總體意義有穩定的性質，因此個體在因應壓力事件時，通常會透過

同化（assimilation）、重新定義或重新評估事件的情境意義，較不會修正其

總體意義系統。此時可用的因應策略包括重新歸因（reattribution）、選擇性

發生歸因（ selective incidence attribution ）、責任歸因（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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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補償性的自我增強（compensatory self-enhance）與向下比較

（downward comparison）等。 

 

（3）改變總體意義 

當無法感變的重大負面事件發生，又無法以任何的認知策略來改變情境

意義，以符合現存的總體目標與信念時，就需改變總體的信念或目標，以重

建一個新的世界觀模式。通常透過兩種歷程來達成：一為修改信念（revising 

beliefs），其是指修正個體關於世界與自己的基本假定；二是修改目標

（revising goals），即當目標受到阻擾時，個體就會修正舊有的目標或以新的

目標取代之。 

當個體整合總體意義以及特定情境的意義後，會使總體意義產生持久改

變之結果，此即為意義建構歷程之結果。當個體成功因應壓力事件後，其會

產生正面的結果，通常可分為三大類，第一類為增加社會資源（enhances 

social resources）：如發展新的信任關係、更好的家庭以及朋友關係、新的社

會網絡之形成等；第二類為增加個人資源（enhanced personal resources）：如

認知與智慧的區分、自我信任與自我瞭解、同理心、利他主義、成熟、基本

價值與優先順序的改變等；第三類為發展新的因應技巧（development of new 

coping skills）：如認知因應、問題解決、尋求協助等技巧的學習，以及調節

與控制情感的能力。 

本研究綜合分析、比較以上兩種意義建構的模式與理論可知，兩種模式

都主張運用認知策略，如評估、重新評估、歸因等，來尋找事件的意義與重

要性。不同的是，Taylor 重視事件的正面利益，認為個體能因此能有較好的

調適。而 Park 與 Folkman 重視個體的信念（總體意義）與特定情境意義間

一致性。其概念類似於 Piaget 所提出之同化或調適基模的歷程，最終的目

的，都是要達到一平衡狀態。雖然此兩種模式的主張並不完全相同，但其目

的都是希望信念個體能以正面的思維來與世界互動，覺得生命是美好、有價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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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總體與情境意義模式 

事件 

註：整理自“M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stress and coping＂, by C. L. Park, and 
S. Folkman, 1997,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2),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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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參考 Taylor（1983）對意義建構的定義，並同時考量預試後的結

果，認為在研究生論文撰寫的歷程中，大部分的研究生在建構意義時，多將

焦點置於「尋求利益」層面，較少涉及「關連詮釋」。故本研究以「尋求利

益」為意義建構的主要內涵，以作為後續的文獻探討與最終量表的編製依據。 

 

 

第七節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與假設 

 

    本研究在建構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時，欲將理論文獻與研究生進行

論文撰寫的實際歷程結合。因此，將本研究在建構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

時，先依變項的性質與作用，接續再探討變項間的直接與間接互動關係，以

建構影響研究生學術動機的路徑模式，並進而驗證之。 

 

壹、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的變項互動關係 

    本研究所建構的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以學術動機為主要的依變

項。經過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可能會影響學術動機的變項有希望信念、師

徒功能、意義建構、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以下先界定這些變項在模式中的

可能位置後，再進而探討變項間的互動關係。 

一、變項的界定 

本研究關注的研究目的之一，即是欲瞭解希望信念、師徒功能、意義建

構、熱情與情緒調整等變項間的互動關係是如何影響學術動機，亦即學術動

機是結果變項。換言之，學術動機是模式中最重要的依變項。 

學術熱情是指個體認為某學術研究很重要或很有趣，而能主動、自由選

擇地去從事該學術研究。當研究生選擇就讀研究所時，可能是他的興趣或性

向驅使他就讀研究所；也可能是在進入研究所後，在論文撰寫歷程中慢慢培

養出對論文撰寫的興趣與熱情。Mary（2006）認為興趣是一種概念化的情感

狀態，表示學生在學習時的主觀經驗，這種情感狀態會因情境而促發，或是

個人興趣的良好發展而致。因此，學術熱情可能會影響模式中的其他變項；



 63

但學術熱情也可能受到其他變項的影響。據此，本研究推測學術熱情可能是

模式中的自變項或是中介變項。 

情緒調整是一種調節情緒的能力，尤其是在負面事件引發負向情緒時最

需要進行調節。對研究生而言，論文撰寫是一個新的挑戰與經驗，在論文撰

寫的歷程中，可能會產生一些無法控制或無法預知的挫折與困難，而使得研

究生產生挫折感、無助、沮喪等情緒。因此，研究生需運用情緒調整能力來

調節論文撰寫歷程中因挫折或困難所引發的負向情緒，且此能力可能會受到

其他變項的影響。據此，本研究推測情緒調整可能是模式中的中介變項。 

希望信念是一種由幼兒時期開始，經由與重要他人互動、學習並內化一

種信念（Hagen et al., 2005; Snyder et al., 1997）。故可知研究所階段的研究生

所具有的希望信念，是歷經相當長時間漸漸累積而成的，可說已經是相當穩

固的一種人格地質。因此，希望信念可能是自變項，而對模式中的其他變項

產生影響。據此，本研究推測希望信念可能是模式中的自變項。 

師徒功能是謂指導教授提供給研究生的協助，包含有論文指導、生涯發

展、心理社會與角色楷模。Chip（2000）指出師傅最主要的功能有學習、忠

告、回饋、聚焦與支持。而在研究生論文撰寫的歷程中，有些指導教授可能

在一開始就提供學習、支持等功能；但有也有可能是在論文撰寫的歷程中提

供忠告、回饋與聚焦等功能。因此，師徒功能可能是自變項而影響其他模式

中其他的變項；但有也可能受到其他變項的影響，而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

據此，本研究推測師徒功能可能是模式中自變項，但也有可能是中介變項。 

意義建構是一種重新詮釋事件，並找出事件的正向利益之能力。因此，

意義建構可視為是一種因應壓力事件的能力，個體可以從過去經驗中學習並

培養出意義建構的能力。故可將意義建構視為是一種已習得的能力，它可能

是自變項而對模式中的其他變項產生影響。據此，本研究推測意義建構可能

是模式中的自變項。 

綜合上述，在本研究所建構的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中的變項角色可

界定為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三類。「希望信念與意義建構」可能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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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的角色；「情緒調整」可能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學術熱情與師徒功

能」可能扮演自變項的角色，但也有可能扮演中介變項的角色；「學術動機」

扮演的則是本研究最關注之依變項的角色。各變項依據所扮演的角色，可能

會衍生不同的影響路經，亦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心，以下詳述之。 

 

二、變項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在探討變項間的互動關係時，主要以變項所扮演的角色來探討，

以下針對變項間的關係一一加以分述： 

（一）希望信念與學術熱情的關係 

    Snyder 與 Lehman 等學者（2006）對高、低希望信念者之特質描述中，

包括願意付出努力已達成目標、趨向目標導向、高動機、視挫折為挑戰等都

是對活動擁有高度熱情的特徵。且在希望信念運作的歷程中，也包含對目標

的評估，唯有當個體認為目標是有價值時，才會引發個體的興趣與行動。而

Lisa、Anthony 與 Shane（2007）的研究也指出，希望信念是一個動機結構，

它與許多正向的結果有相關。綜合上述實徵研究的結果，本研究推論希望信

念會對學術熱情產生正向的影響。 

 

（二）師徒功能與學術熱情的關係 

    Connie、John 與 Marc（2006）的研究顯示，當師徒功能越多，師徒的

結果就越正向。Leo（2005）的研究顯示，大學生成功的研究經驗倚賴一位

好的師傅/老師。透過調查、訪談與焦點團體的討論後，而大學生與其師傅

都同意研究的學習不同於課室中學習。當教學吸引學生時，不但賦予老師成

為促進者跟楷模的角色，也能增加學生的興趣（Sergio, 2005）。Howard 與

McCabe（2004）根據其研究結果建議，老師可以藉著連結學生最近的成功、

教導所需的學習策略、增強學生的努力與堅持、強調同儕的模仿學習、教導

學生找出自己的貢獻以及幫助學生定義或設定個人的重要目標等來促進學

生的自我效能。由 Howard 與 McCabe（2004）所建議的事項內容來看，老

師發揮了心理社會、角色楷模、以及指導的功能，可以促進學生對於學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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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態度與情感。由上述實徵研究之結果可知，藉由師徒功能越強，產出

的結果就越正向，且透過師徒功能，能促進學生對於學習的正向態度與情

感。綜合上述實徵研究的結果，本研究推論師徒功能會對學術熱情產生正向

的影響。 

 

（三）意義建構與學術熱情的關係 

    Lisa（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意義建構是一種認知策略，若將意義建

構應用在學習的領域中，可以促進教學與學習的動機。Michael（2000）的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意義建構能力有助於他/她們學習與發展。Taylor

（1983）意義建構定義為「個體修正或重新評估事件的主動歷程」，藉以建

構負面事件之正向意義。Baunmeister 與 Vohs（2005）提出，意義建構對於

「補救不好的」與「增強好的」有強大的作用力。由以上實徵研究的結果與

觀點可知，透過意義建構，會讓個體對事件有新的解讀與詮釋，以找出事件

及好的一面，而提高個體願意從事的意願。因此，本研究推論意義建構會對

學術熱情產生正向的影響。 

 

（四）希望信念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Snyder 等人（2005）認為希望信念是以一種「個體內在信念」的方式影

響其心理調適，藉此轉換個體負面的信念，能以正面的信念來詮釋所遇到的

困難或問題。Snyder 等人（2006）也認為，擁有希望信念者，其會有注意相

關訊息、視挫折為挑戰、會使用策略來增強動力思考等特質。Michael、Scott

與 Shannon（2006）的研究顯示，希望信念是青少年關鍵的心理力量。而在

幼兒希望信念量表的測量發現，其分數與正向的情感、生活滿意、家庭與朋

友的支持以及樂觀有正相關(Lisa, Anthony, & Shane, 2007)。由上述實徵研究

結果可知，希望信念在運作時，會使個體擁有力量來改變負向的信念與情

緒，進而增加個體因應的能力與策略。因此，本研究推論希望信念會對情緒

調整產生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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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徒功能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Troy、Dawn 與 Melenie（2001）的研究指出，師傅的支持可以平衡工作

與家庭，顯著地降低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師傅可以透過角色模仿傳遞如何降

低家庭與工作的衝突。Ragins 與 Cotton (1999)都提出，非正式的師徒關係（如

本研究中所指的師徒關係）能維繫較長的時間，師傅提供的情緒支持、協助

與影響，也是更深遠的。由以上實徵研究的結果可知，師傅可藉由情緒支持、

角色楷模、分享等方法幫助徒弟解決衝突、調節負向情緒。換言之，師徒功

能有助於徒弟的情緒調整。因此，本研究推論師徒功能會對情緒調整產生正

向的影響。 

 

（六）意義建構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Taylor（1983）以及 Park 與 Folkman（1997）所建構之總體意義與情境

意義的模式也都強調重新評估與歸因的角色。Ryan 與 Deci 指出，經驗了意

義，通常會導致正向感受的增加。當個體擁有正向情緒時，會促進創造性的

問題解決、對於新訊息的處理會更加開放、更大的認知彈性、增加注意力以

及增加因應策略的使用（引自 King et al., 2006）。由以上理論與實徵研究結

果可知，意義建構的理論與模式相當強調個體使用重新評估與歸因策略以建

構意義。當個體經驗意義後，會使個體增加正向的情緒與感受，能促進認知

彈性與廣度以及因應策略的使用。質言之，意義建構可視為是認知的情緒調

整策略，有助於個體進行情緒調整。本研究推論意義建構會對情緒調整產生

正向的影響。 

 

（七）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當個體對某活動有熱情時，表示個體擁有決定何時、何地開始或結束該

活動的決定權，且此活動與生活中的其他活動能和諧的共存，無論在生理或

心理，都能有正向的影響結果（Rousseau, et al., 2002; Vallerand et al, 2003; 

Ratelle, et al., 2004; Skitch, & Hodgins, 2005）。亦即，當個體對某活動有熱情

時，表示個體擁有在行為的發生、維持與調節上的自由，他/她能協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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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不同活動，使生活達到平衡的狀態，而不會產生心理與外在現實的衝突

與矛盾。因此，本研究推論學術熱情會對情緒調整產生正向的影響。 

 

（八）希望信念與師徒功能的關係 

Snyder、Lehman、Kluck 與 Monsson（2006）整理了高、低希望信念者

之特質，他們認為高希望信念者會設定清楚、明確且真實目標、創造許多路

徑來達成目標、尋求其他替代性的選擇路徑、專注於目標的追求、使用策略

來增加動力思考等。而當徒弟是高希望信念者，師傅可經由師徒互動感受徒

弟的行為、他/她所釋放的訊息與需求而提供徒弟所需的協助，如提供論文

指導、心理社會與角色楷模等功能。因此，本研究推論希望信念會對師徒功

能產生正向的影響。 

 

（九）學術熱情與師徒功能的關係 

自我決定理論中提及了關係的心理需求，關係是指安全感的尋求與發

展，以及在社會脈絡中，與他人建立人際關係。當滿足了心理需求，就能增

進幸福的感受（Ryan & Deci, 2000; Guay et al., 2003; Standage et al., 2003）。 

亦即，當個體有熱情時，隱含他/她有尋求隸屬與建立人際關係的需求，此

種需求可能會促進師徒關係的建立，進而引發師徒功能。因此，本研究推論

學術熱情會對師徒功能產生正向的影響。 

 

（十）意義建構與師徒功能的關係 

Taylor（1983）認為意義建構的目的在於調適，因此以認知適應理論作

為意義建構之理論。他認為適應的歷程包含了三個主題，分別是尋找意義、

重獲控制感與自我增強的歷程。其中自我增強的歷程通常透過社會比較來達

成，其可有兩種類別，一是向下比較，係指個體選擇一個狀況比自己差的個

體或狀況加以比較，以獲得心理的撫慰，這是一種保護自我已對抗威脅的強

韌方法；一是向上比較，係指個體選擇一個因應方法與態度都比自己好的個

體相比較，藉以為楷模向之模仿、學習其因應策略與態度。亦即，個體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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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建構的歷程中，會透過自我增強的歷程來達到適應。個體可以選擇一個楷

模來向上比較，學習楷模的因應策略、方法與態度，此即為 Kram（1985）

與 Scandura（1992）所提出的角色模仿功能。換言之，師徒功能中的角色楷

模功能就是一種向上比較的自我增強策略。因此，本研究推論意義建構會對

師徒功能產生正向的影響。 

 

（十一）學術熱情與學術動機的關係 

    根據自我決定理論的陳述，當個體是樂意地去啟動某活動，此時個體會

有自主的感受，展現的是對該活動的和諧性熱情。而在活動歷程與結束後，

會形成一種影能力的回饋訊息，再次增強內在動機（Chirkov et al., 2003)。

Ainley、Corrigan 與 Richardson(2005)的研究結果指出，若學生因為興趣而引

發了對某個活動的從事行為，則表示學生在未來也會繼續從事該活動。

Shernoff、Csikszentmihalyi、Schneider 與 Shernoff 的結果發現，興趣可以塑

造一個重要的情境，讓學生能有持續的動機以及學習（引自 Ainley et al., 

2005）。Ryan 與 Deci（2000）提出之認知評估理論中也提及，當行為是自主

的，或可歸因於個人因果控制知覺所引發者，個體的能力感受才能促進內在

動機。再者，選擇與自我管理的機會都能增加內在動機，因為其讓個體有自

主的感受。Talley（1996）的報告指出，動機的力量是指將傑出（excellence）、

相關（relevance）與熱情（passion）結合至行動中的一種能力，其中熱情是

最重要的。由以上理論與實徵研究結果可知，當個體因自主決定而對活動產

生熱情時，個體能享受在活動歷程中以及接受結果的正向回饋，而提升對該

活動的動機。因此，本研究推論學術熱情會對學術動機產生正向的影響。 

 

（十二）情緒調整與學術動機的關係 

Graziano、Reavis、Keane 與 Calkins（2007）的研究結果顯示，情緒調

整能力、師生關係、認知歷程、學習行為等都是影響學業動機與成功的重要

變項。Heckhausen 與 Gollwitzer 指出個體的學習歷程可分為兩大階段：一是

動機階段（motivational phase），一是意志力階段（volitional phase）。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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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此兩階段在學習歷程中是可以相互往返的，而情緒對此兩階段都會產

生影響（引自 Jarvenoja & Jarvela, 2005）。Pekrun、Goetz 與 Titz（2002）的

研究指出，學生最常出現的情緒有九類，分別為：樂趣、希望信念、得意、

輕鬆、生氣、焦慮、無助、害羞與無聊。其中享趣、希望信念以及得意等情

緒與學生的興趣、內在動機、外在動機、整體的學習動機、學業努力等有正

相關存在。因此可知，情緒在學習歷程中的重要性，且正向情緒（如享趣、

希望信念以及得意等）與動機間存有正相關。換言之，個體的情緒調整能力

越好，越能將自己的情緒維持或調節至正向的狀態中，而有助於提高個體的

度機。因此，本研究推論情緒調整會對學術動機產生正向的影響。 

 

（十三）師徒功能與學術動機的關係 

本研究經文獻整理（林俊宏，2003；何明恕，2003；張育誠，2004； Johnson, 

2002；Kram, 1985; Ragins & Cotton, 1999; Scandura, 1992; Tenenbaum, Crosby 

& Gliner, 2001）發現，在師徒關係建立的歷程中，師徒雙方會逐漸認同雙方

的能力、發展信任感與情感的親密、師傅重視師徒雙方的發展需求而提供較

多的心理社會功能、師傅對徒弟有更多的教導與技巧的交流、師傅能在互動

中將角色楷模的功能發揮得更好、給予徒弟挑戰性的任務指派、提供持續性

的支持、接納與讚賞、提供不同的觀點讓徒弟化解角色衝突，而透過這些師

徒互動以及師傅的協助，也許能幫助徒弟平穩情緒、自我接納、對自己更有

自信、相信自己所為是有價值與意義的。Alfaro、Adriana 與 Bamaca（2006）

的研究發現，老師的學業支持與青少年期男、女生的動機有正相關。Sue 與

Bernie（2006)認為團體的支持、正向的情感與鷹架對於動機與促進學習是很

重要的。由此結果可以看出，老師的支持對於青少年男生與女生的學業動機

會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推論師徒功能會對學術動機產生正向的影響。 

綜合言之，在兩兩變項的探討中，可發現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

構會影響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而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亦會影響學術動機；

再者，希望信念、學術熱情與意義建構會影響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而師徒

功能與情緒調整也會影響學術動機。因此可推論出兩組可能的路徑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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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可能的模式中，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可能會影響學術熱情

與情緒調節，而學術熱情與情緒調節可能會影響學術動機。因此建構成兩條

可能的連續路徑，亦即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三個變項會相互互動

後同時先影響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再進而影響學術動機，如圖 8 所示。 

 

 

 

 

 

 

 

 

 

 

 

再者，在第二個可能的模式中，希望信念、學術熱情與意義建構可能會

影響師徒功能與情緒調節，而師徒功能與情緒調節可能會影響學術動機。因

此建構成兩條可能的連續路徑，亦即希望信念、學術熱情與意義建構三個變

項會相互互動後同時先影響師徒功能與情緒調整，再進而影響學術動機，如

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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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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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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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理論文獻與實徵研究之探討，提出兩個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

的可能模式，本研究分別將之稱為「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一」與「研究

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二」。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一假定希望信念、師徒

功能與意義建構對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有直接的效果；學術熱情與情緒調整

對學術動機有直接的效果；希望信念、師徒功能與意義建構透過學術熱情與

情緒調整對學術動機有間接的效果。而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二假定希望

信念、學術熱情與意義建構對師徒功能與情緒調整有直接的效果；師徒功能

與情緒調整對學術動機有直接的效果；希望信念、學術熱情與意義建構則透

過師徒功能與情緒調整對學術動機有間接的效果。 

本研究進而比較上述模式後發現，二個模式之差異在於「師徒功能」與

「學術熱情」兩個變項的位置而造成影響路徑之不同。本研究建構模式最主

要的目的，在於驗證並比較此二個模式中，何者是解釋觀察資料的較佳路徑

模式。因此總和上述，本研究的假設為：研究生學術動機歷程模式一與模式

二的適配度有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