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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方法中的參照推論分析： 
傳記研究之案例分析 

 

Rainer Kokemohr 
德國漢堡大學教育學院普通教育學系 

馮朝霖  譯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傳記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試圖分析個人的敘說

（narrations），以期了解人們如何藉由意義的連結而建構他們的社會

世界，準此，傳記研究似乎可被視為一種克服鉅觀（社會學）與微

觀（心理學）研究之間鴻溝的方法。但是傳記研究有一個難以解決

的關鍵問題－「範括」（subsumption），也就是研究者以自己預設的

範疇作為參照架構來解析他人的敘說。易言之，傳記研究學上最為

困難的方法論問題就在於：在理解陌生人的傳記敘說上，如何避免

範括，而能確實掌握理解他人或他文化的真正思想？傳統上，文化

相對主義與普世主義代表對此問題的兩種極端回答。為了脫離它們

的困境，本文提出「參照推論分析」（inferential analysis）方法，並

以作者在漢堡大學所做的兩個案例，作為實作分析的文本，最後在

呈現「遍在式參照推論」與「獨一式參照推論」的對比中，理解個

人生命意義的建構與社會發展兩者之間的互動（辯證）關係。 
 
關鍵詞：生命史、傳記研究、參照推論分析、遍在式參照推論、獨

一式參照推論、隱喻 

 
導入：為何要做傳記研究（biographic research）？ 
 

傳記研究學企圖解決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什麼問題呢？有眾多的研究

牽涉的是社會的宏觀結構，通常被我們稱為社會學的研究，還有許多的研究

涉及微觀結構—即所謂的個體，則稱之為心理學的研究。我們知道，在十八

世紀末之前，這兩個不同的取向仍整合在人類哲學（philosophy of man）的範

圍中。但自十九世紀開始，關於人生命的宏觀與微觀認知，因細緻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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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有時此兩者已變成獨立的學科，難以再看出彼此間的基本關係。 

社會心理學是一個意圖克服此一鴻溝的學科，而傳記研究則是另一個。

傳記研究意圖藉由個人世界觀的重建，尋求一個重新結合巨觀和微觀觀點的

方法。然而傳記研究學如何成功地尋找到這樣的方法呢？當研究者洞察到「社

會的獨特認識論性格」（specific epistemological character of society）時，他們

事實上已經發現了這樣的方法。社會是藉由意義而建構的，尤其是由人群所

連結建構的意義。舉例來說，我們正在進行的會議乃是一個社會事實（social 

fact），其開端就被建構在一特定的日期：2001 年 3 月 23 日。這個日期不是一

個物理的事物，一個日期的宣告是要視日曆系統的存在，也就是會和有關聯

的社會時間意義的環節相聯結。概而言之，傳記研究學乃是奠基於一個事實

之上：人類世界乃是由符號所連結而成的意義網絡。 

意義不是一個物理事實，它是由人所建構。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知道更

多有關於社會生活是如何被個人所建構的，我們可以試著去找出人們如何建

構意義，以及他們如何藉由建構意義來組成他們的社會世界。當然，個人並

非以一個孤立者身分建構意義。意義不可能建構於符號的語言系統之外，所

以沒有人能夠建構他自己完全私人的世界，就此種意義上來說，意義總是公

共（public）的意義，因為即使是一個孤立者也不可能建構一個完全無任何參

照外在世界的意義。 

社會個別成員所建構的意義是傳記研究學的研究主題。而一個敘說者

（narrator）的傳記性表達則被視為是進入一個特定社會世界建構—意義是如

何被個人建構、維持、理解與接受－之主要途徑。所以，研究者在傳記研究

領域中試圖理解敘說者話語中所表達的意義。 

我們如何能理解敘說者話語中的意義呢？這個問題似乎非常簡單，因為

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的確了解他人所說的話。同時，傳記研究者也已經從

日常溝通經驗中獲得學習。知名的德國學者 Fritz Schütze 提出了一套如何與人

訪談並分析他們的敘說的方法，此一廣被採用的方法稱為「敘述訪談」

（narrative interview）。在敘述訪談中，敘說者被邀請談論有關自己的生活與

生命，在情境之安排設計下，敘說者能自己決定談論的內容與方式。他可以

照著自己本身的興趣來談話，即使當他似乎偏離了談話的邏輯與重點，訪談

者也不會予以制止。訪談者必須嚴格地自我要求，不能打擾敘說者的自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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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因為傳記研究學研究的主題不是來自訪談者的問題，而是由敘說者本身

所體現的意義所建構的。稍後，我會提出一個例子說明。 

我們可以說，傳記研究學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試圖分析個人

的敘說（narrations），以期了解人們如何藉由意義的聯結而建構他們的社會世

界。如此看來，傳記研究學似乎是一種克服鉅觀和微觀觀點之間鴻溝的簡單

方法。 

不幸地，情況並不是如此的簡單，在傳記研究者之間存在著一個重要的

歧見。他們的歧異點在於，有些人視敘說為一個特殊的描述，描述著過往已

經發生的事；然而，有些人則視其為由敘說者在某特殊情境下所產生的文本。

此認知的分歧值得再做更詳細的解釋。 

簡單來說，我們可說第一類研究者感興趣的是過去發生的事，他們視敘

說為談話者對過去所經驗之事的見證（testimony），有時，他們傾向於將敘說

視為一種照相術，提供由攝影師的觀點對過去事件的一個獨特看法（見圖 1）。 

我提供一個最近由另一德國研究者 Ralf Bohnsack 所發表的例子。敘說必

須被轉錄出來。他主張，為了獲得敘述者建構的社會世界內容的首要概念（first 

idea），訪談轉錄本（transcription）的分析必須從整個文本的一個「概觀/鳥瞰」

（overview）開始（參考 Anselm Strauss 的方法策略）。之後，他試著更精確

地以這個概念作為參照的架構（frame of reference）去理解敘說者所敘說的情

節（episodes）。在此參照架構之下，經由這些大量的敘說情節分析，他希望

能夠得到一個可以理解敘說者之社會世界建構的觀點（參見圖 2a、2b）。 

其他的研究者對於如何進行澄清或解析敘說的策略有不同的主張，舉例

來說，Fritz Schütze 堅持將所有的「論証性言辭」（argumentative utterances）

從「敘說性言辭」（narrative utterances）中區隔出來，並且僅以敘說情節序列

作為個人傳記重建的基礎。在重建敘說情節序列之後，Schütze 試著從中尋找

出支配此一個人生活的特定邏輯，他稱此一步驟為「抽象化分析（analytic 

abstraction）（參見圖 3）。 

有時候，研究者如 Bohnsack 或 Schütze，成功的找到相當有趣的詮釋。

例如，Fritz Schütze 試著在社會世界的脈絡中，找出為個人失敗和成功負責的

社會邏輯。 

但老實說，這個策略是有危險的。有時候，邏輯是遵循研究者內在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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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時刻：                過去： 

敘說的當下                敘說者敘述所涉及的行為時間 

圖 1  敘說是既往之事的一個客觀再現嗎？ 

 
構，而不是敘說者自己的邏輯，舉例來說，這類研究者通常認為敘述者是在

講述他自己記憶中的故事，而且，他們相信從某些方面來看，記憶乃是重現

（reproduce）敘說者所曾經驗的序列事件；然而，我們知道，不同的人和社

會，對於時間和記憶可能有不同的概念，有人也許談自己生活時，會一五一

十地交代他所經歷的事件，而另一個人可能為了加深聽眾的印象而美化他所

說的故事與經驗。所以，若研究者只藉由重建事件的序列而欲了解敘說者的

故事來，他可能無法了解檔案的真正屬性上，他無法從簡單的事件排列上找

出能夠整合敘述的邏輯。 

所以，我們幾乎難以去解決傳記研究學的關鍵問題，這個關鍵問題就是

「範括」（subsumption）的問題。「範括」意指研究者以預設之敘說的主要範

疇來建構他們自己的參照架構，並以這些預設範疇來解析敘說；更清楚地說，

這些研究者其實常假裝成他們能避免範括，然而他們的確是在自己所預設的

範疇之下，範括了敘說者的社會世界架構，而這會冒著其實不符合敘說者世

界的風險。尤其當我們面對文化的差異時，此問題的重要性更形顯著。 

當我們思考到：中國傳統的宇宙運作潛能（potentiality）觀念－也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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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1              情境 2 

（1）我在我們鎮上的市場上看到兩個人 
                  （2）我很驚訝地看到他們在跳舞… 

圖 2a  敘說的轉錄分成各個情境以便能對於整個故事得到一個概觀/鳥瞰 

 

 
圖 2b  情節的系列提供了整個故事的概念 

 
們所稱的「氣」（qi）－與西方將宇宙視為由實體事物構成的想法，此兩者之

間的基本差異，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要了解來自另一種文化的文本的真正

困難。 

所以，我們碰到傳記研究學上最為困難的方法論問題：在理解陌生人的

傳記敘說上，如何避免範括，而能確實掌握他人或其他文化的真正思想？我

們可以把此問題放在一個較普遍的方式上來看：也就是，我們如何能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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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 1         2       3         4        5            6 

 

 

 

 

 
故事的結構 

圖 3  抽象化分析 

 
真正理解他人、其他文化及其他的社會世界？以及，在敘說者所敘說的故事

中，我們如何能避免只發現我們自己的範疇與自以為是的觀念？ 

 
文化相對論和普世論的問題（relativism and universalism） 
 

尊重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意謂要求我們不可以用並非屬於敘說者本身的

範疇去範括他的敘說。但是我們又如何能脫離自己的社會範疇，去範括敘說

者的故事（以及他的文化）？ 

這裡必須簡短地討論一下兩個主要的回答： 

1.為了尊重不熟悉的其他文化特性，我們可能強調每一個文化（和每一個

敘說者）都以其獨特的意義符號網絡方式去建構他自己的社會世界。我們可

能強調每一個文化都必須在他的特殊邏輯中被尊重。所以，我們得到一個也

許被稱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tic）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們僵化地堅持此

一取向，我們就會直接走到科學研究的死胡同裡，那代表「了解」是絕不可

能（impossibility of understanding）的事。 

2.另一極端則是一個僵固的普世論（universalistic）立場，認為世界上所

有健康的人都系統地和必然地被相同的原始範疇所支配著去建構社會意義與

詮釋世界。當然，人們絕不是在不受其生存條件限制下，任意地去建構意義，

舉例來說，每個社會都必須組織起來以獲得他們維生的手段與方法，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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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世代關係來建立其社會世界。但是，這個取向的困難也是顯然的。那

就是，我們冒著失去特殊文化原始範疇的風險。舉例來說，像家庭、世代、

村落、市鎮……的概念，似乎只是普遍的概念，但如果我們更精確地思考它

們，我們立刻會發現，關於這些事物，每一個社會可能都有其自己的概念，

以致於我們難以去找出一個適合不同社會的普遍概念。 

如果我們太過於堅持這兩個概念—文化相對論和普世論，都會使我們走

進死胡同裡。為避免進到這兩個死胡同裡，我們應該記起「知識總是一些理

解和誤解的混合物」（參考 W. v. Humboldt）。如果我們洞察到知識總是同時混

合著理解和誤解，那麼我們可以走向另一個方法了。 

我們必須找出一個方法來理解他人的意義，以避免成為文化相對論和普

世論的極端。所以，我想在這個領域裡提出「參照推論分析」（ inferential 

analysis），並邀請你們用非常批判的立場來討論這個方法。我認為和你們一起

討論是一個大好機會，在跨文化的脈絡中—到目前我自己也不認識的脈絡—

來檢證此一方法。此方法確實已歷經精心思考推敲，且已在跨文化間的脈絡

中被嘗試。但是，在其它脈絡中總是有失敗的可能，所以，你們必須在你們

文化的脈絡中去決定此一方法的價值。 

 
敘說檔案的分析 

 
參照推論分析不將敘說的紀錄視為某些過往事物的照相術。參照推論分

析是試著將這樣的檔案視為文本，這個文本是敘說者在一個特殊的情境下，

帶著特殊的興趣，對訪談者敘說表達而形成的。 

請讓我從一個例子開始說，這個例子出自於口述傳記的一個小段落，是一

位德國學生談論關於他進大學前後的生活經歷，以及有關他所面對的問題。 

這個學生我稱呼他為 Albert，正在 Hamburg 大學主修數學，被訪談者詢

問他如何決定去主修數學。首先，Albert 談論和問題有關係的若干上大學之前

的經驗。然後，他回到訪談者所要導引的問題上： 

 
    （B 代表 Albert，A 代表訪談者） 

B: well and . then I started studying here .. yeah . now am I sup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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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talk about my studies' 

A: yeah yeah that would be good, how it all started 

B: huh . well first I came to Hamburg . r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o 

speak 

A: uh-huh 

B: and Hamburg first checked out Hamburg . what goes on around here . 

and that’s how I fell behind in my studies a bit . of course I er looked 

for new friends . I had found them too after a short time but not they 

weren’t students were working people that was a clique so to speak 

and . it was pretty cool that I had found some people right in the 

beginning without having to do very much . o well . and I had 

problems with school right when it started in Kolleg we did 

everything except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在這個文本中，我們得到一個敘說者真實的觀點。這是敘說者 Albert 以

其真實興趣的形成和以呈現他的經驗來建構意義。有些人在談論自己的生活

時，通常會試著對聽者去解釋他的世界觀點，並且提出為何他過去如此作為。

我們不能期望藉由敘說而得到一個客觀的世界描述。所以，我們必須要問，

了解一個個人的觀點是否有意義？社會研究能從個體的談話中入手，而得到

一些有關社會特殊領域如何建構的相關知識嗎？這個問題引領我們回到原先

的假定上：傳記研究試著在巨觀和微觀角度之間找到一個方法。 

 
傳記研究的焦點：個案研究和微觀分析 
   

社會傳記研究是質性研究的一部分，而質性研究專注於案例研究。所以，

如果我們認為質性研究在尋找巨觀和微觀分析之間的方法是有用的，那我們

就要為這個主張作辯護，此主張就是：個案研究不只能讓我們學到一些有關

個案本身、個別的世界觀，也還包括個人所面對的社會脈絡。打個隱喻來說：

一個個案也許被認為像是從湖裡取來的一滴水，生物學者也許就利用所謂的

顯微鏡來研究這一滴水。這個策略讓他認識的不只是在這滴水中的生命，甚



質性方法中的參照推論分析 

- 33 - 

至也包括許多有關湖裡面確實發生的事實。如果我們同意這個隱喻，則質性

研究就會牽引我們將一個單一個案視為一滴從真實社會脈絡湖水中取來的敘

說者，敘說者像是放在顯微鏡片下面的那滴水。關於其中一個質性研究中的

假定基礎，即認為一個社會的基礎概念（fundamental concepts）有時不是完全

的「不證自明」。因此隱藏的結構必須藉由社會中特殊個案的微觀分析加以揭

開。這也就是為何一個單一個案被視為能讓我們發現某些問題現象的典型要

素或結構。所以，我們的主要關注乃是去找出一個正確的問題和去選擇一個

好的顯微鏡。 

為了將 Albert 的個案作為質性研究的例子，我們要去分析由他－作為一

個敘說者－所呈現的意義結構。建構意義可以被認為是一個語言的歷程。當

然，這也是一個認知的過程。但是，當作語言的歷程來分析時會使我們了解：

意義的建構乃經由文字網絡的建構而實現—也就是指語言符號、語句結構和

語用的習慣（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所以，如果我們研究 Albert 的文本，

舉例來說，我們會發現他用一種特別的方法來談論找到新朋友的事。也許可

以提出兩個觀察： 

1.我們也許期望某些人為了修數學才來大學，並且會開始討論他在數學系

的早期經驗。但是，Albert 的說法不一樣，首先，他談到有關於他如何試著去

了解 Hamburg 城市生活的點點滴滴。然後，他極簡短地觸及他在大學的正務—

那也就是我感覺在學習上有點落後—在他專注於尋找新朋友之前： 

 

…of course I er looked for friends. I had found them after a schort time 

but not they weren’t students were working people that eas a clique so to 

speak and it was pretty cool that I had found some peoplr right in the 

beginning without to do very much. O well… 

 
什麼是敘說者要讓我們了解的？他告訴我們，不久之後他就已經找到新

朋友，他也告訴我們，這些朋友不是學生，而是上班族，也就是說，那些人

在大學領域之外。最後，他告訴我們正好在大學開始時，他已經找到了他們。

藉由談話，敘說者 Albert 建構了一個由朋友們所主導的社會世界，而大學作

為他來到 Hamburg 的正式意圖，則被丟進背景中去了（參見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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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朋友在漢堡………大學 

圖 4  Albert 的故事：他將他的新朋友放到前景，將大學放到背景 

 
2.看到如何將大學丟入背景去是很有趣的事。當談到有關數學課，他描述

他的經驗如下： 

 

…well in mathematics there aren’t any seminars in that sense instead the 

way it… 

goes is this . hundreds of people pour into a lecture hall . that were 

about 200 . and up in the front stands a really small professor he looks 

small from far away I don’t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in reality . no 

 
在 Albert 的描述中，教授的確被丟進背景中—離他很遠，看起來很小，

且完全脫離他與新朋友所屬的世界。雖然教授代表大學和數學系，敘說者

Albert 卻讓他顯得有點可笑的樣子—也就是將其置入在有關聯的社會世界之

外。諷刺的氣氛籠罩在這份表達中。 

 
參照推論分析的概念：遍在式參照推論（ubiquitous inference） 
 

我們看到 Albert 的敘說建構了兩個不同層面的社會世界，在前景中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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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的朋友住在一起的世界，而大學世界則被放進背景之中。現在，在這

個建構中，真正有趣的是敘說者 Albert 所建構的兩個不同世界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假設兩個世界之間的確有一個強烈的對比：與朋友一起共享的社會

世界，及大學和學術的社會世界。但是，他讓我們理解這個關係的方式，絕

對看不出是一種對比的形式（does not at all look like shaping a contrast）。 

為了精確地研究敘述者如何建構社會世界，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敘說： 

 

… well first I came to Hamburg . r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o 

speak ... and Hamburg first checked out Hamburg . what goes on around 

here . and that’s how I fell behind in my studies a bit . of course I er 

looked for new friends . I had found them too after a short time but not 

they weren’t students were working people that was a clique so to speak 

and . it was pretty cool that I had found some people right in the 

beginning without having to do very much . o well . and ... 

 
在談論一連串有關他們的事件中，Albert 讓我們理解他的經驗。其中一個

他建構的基本範疇就是時間性的： 

 

…first I came … and Hamburg first checked out … and that’s how … I  

looked for new friends … I had found them after a short time … it was 

pretty cool that I had found some people right in the beginning …  

 
敘說者並未將他個人的處境與在大學裡必須面對的困難處境進行對比，

他敘說的是一個以時間序列為基礎的社會世界，一連串的情境和事件。 

我們知道時間的概念是思考上極難的問題之一。簡言之，我們可以說敘

述者 Albert 所意指的時間是：在一直線上的一連串事件所稱之的時間（參見

圖 5）。 

我已經指出談論事物與經驗有相當不同的模式。如果 Albert 把它們（事

件和經驗）說成一連串序列的事件，則他會讓我們相信，對他而言，事件是

具有客觀的屬性。當然，他也在這種背景脈絡中表達他的活動：…first I c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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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            事件 2             事件 3           事件 4        事件…n 

first I came      first checked out         I looked for     I had found that     … 

 
圖 5  一系列事件形成 Albert 的故事 

 
…first checked out…I looked for…但是他強調的不是活動，而是他的驚訝！所

以，他讓我們理解，最重要的乃是事件如何將他統整進去，而且他非常滿足

於自己如何與發生的事產生了融洽（was integrated）…it was pretty cool that I 

had found some people right in the beginning… 
如果我們考察 Albert 的談話中的時間概念，我們可以勾畫出它的模式

（pattern）。Albert 回答了訪談者的一個問題：we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you dicided on this course （[I complete]：of mathematics when beginning your 

university studies）.訪談者問他，想了解他如何決定要讀數學。以分析技術性

層面來說，我們可以稱訪問者的問題為「訊息」（information）。 

我們如何能處理訊息？我們處理訊息使其可被理解（understandable）。我

們如何能讓資訊具有可理解性？我們藉由闡述（interpreting）讓訊息具有可理

解性，而且我們乃藉由脈絡的參照進行訊息的闡述（參見圖 6）。 

舉例來說：我可以告知你 Peter 很快就要到。那麼你如何讓這個訊息成為

可理解？當我提及 Peter，而當你不認識 Peter，我可能會自動地告訴你一個可

能的闡述脈絡，因而你可能建構這樣的背景脈絡：Peter 是我的一個朋友。所

以你可能把原先這個句子（Peter will arrive soon ）詮釋為：his friend will arrive 

soon.（參見圖 7） 

上例的解說有助於我們了解，在 Albert 的談話理，他如何試著使來自訪

談者的訊息具有可理解性，換句話說：藉由對照訊息及使它具可理解性的過

程中，我們能夠勾勒出 Albert 談話建構中的時間模式（pattern of time）。 

訪問者所提的問題就是 Albert 要處理的訊息，在敘說了上大學前的生涯

之後，他轉回到要被處理的主要訊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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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闡述的脈絡 

圖 6  藉由闡述背景脈絡的參照使訊息成為可以被理解 

 

 
Peter 很快
會抵達 

Peter 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很快會抵達 

 

 

 
         訊息                              闡述的背景脈絡 

圖 7  只要聽者不認識 Peter 是誰，那麼 Peter 要來的這一訊息就難以理解。 

但如果參照於 Peter 是說話者的朋友之闡述性背景脈絡，此一訊息就可

被理解 

 

...  well and . then I started studying here .. yeah . now am I supposed 

to er talk about my studies' 

 .... well first I came to Hamburg . r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o 

speak ...  and Hamburg first checked out Hamburg . what goes on 

around here .  

and that’s how I fell behind in my studies a bit .  

of course I er looked for new friends . I had found them too after a short 

time but not they weren’t students were working people that was a clique 

so to speak and . it was pretty cool that I had found some people right in 

the beginning without having to do very much . o well . 

and I had problems with school right when it started in Kolleg we did 

everything except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 

 
Albert 如何處理訪談者所提問題的訊息？他將訪談者的訊息參照於不同

的闡述背景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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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脈絡：Albert 呈現自己像是一個不熟悉 Hamburg 而習慣於住在小

鎮的人（參見圖 8）。 

第二個脈絡：大學經驗只被稍稍觸及，且在探索都市生活期間，學習被

認為是充滿困難的（參見圖 9）。 

第三個脈絡：小團體（小圈圈）作為使人覺得自在的新團體（參見圖 10）。 

所以我們看到了敘說者 Albert 如何應付由訪談者的提問帶來的訊息的歷

程。也許你會說，像他那樣子的講法一點也不奇怪，那麼你是對的，我們可

以觀察到 Albert 的確是那樣地應付訊息。在談話中，他建構的社會世界是一

個合乎方便期待（convenient expectations）的世界，不強調他的原先世界和他

即將進入的新世界兩者之間的對比，他反而讓我們理解到，他找到了新朋友。

而且令人驚訝的是，從他原來的社會世界和即將要經歷的新社會世界之間，

並不存在本質上的差異（substantial difference）。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敘說

者 Albert「如何」建構一個遠在我們期望之外的社會世界—這個社會世界並不

存在過去和現在生活之間差異的特徵。 

我稱這個模式為遍在式參照推論（ubiquitous inference）模式。參照的概

念通常是用以描述從一個命題陳述（statement）轉移到另一個命題陳述的方

式。我使用參照的意義，在於從一個闡述的背景脈絡轉移到另一個脈絡。而

且，敘說者所建構的關係呈現了參照推論過程的特徵，這就是為何我將敘說

者 Albert 所使用的參照推論脈絡的特別模式稱為遍在式參照推論。在這模式

中，脈絡被想成是一個挨一個同時存在的東西，它們似乎具有同樣品質和價

值，而敘述者也可以隨時加以任意處理，而不用區別他們之間範疇的差異。 

也許，我們可以說敘述者 Albert 是某個因個性堅強而受益的人。但是如果我

們更仔細推敲他的言辭，我們可以看到並非如此。他並沒真正進到大學的陌

生世界，而是藉由延伸他所來自的世界以建構其個人社會世界：一個屬於小

圈圈的世界，一群朋友的世界，一個看起來像在保護他對抗外在世界的家庭

世界。 

當我們瞭解了他的言說特性，我們並不感到驚訝 Albert 在談論大學遇到

的麻煩與根本的問題後，他就將焦點放在如何費心於尋找一個與女朋友共住

的地方。我們可以簡單地說，Albert 把他的社會世界當作一個家庭世界一樣去

建構，所以，只有當個人世界範疇願意提供闡述的脈絡時，從外面世界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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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you decided on  
this course 

…well first I came to 
Hamburg. r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o speak 

 

 

 

 

 

 
    訪談者的問題作為訊息                     第一個闡述脈絡 

圖 8  Albert 將訪談者的問題作為訊息，此一訊息藉由參照第一個闡述脈絡而

成為可被理解 

 

 

 

 

 
                                                脈絡 1 

 

 

 
   訪談者的問題作為訊息 

…well first I came to 
Hamburg. r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o speak 

that’s how I fell behind 
in my studies a bit 

We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you decided on  
this course 
 

                                                脈絡 2 

圖 9  Albert 將訪談者的問題當作訊息，訊息藉由參照於不同闡述脈絡而可被

理解 

 
資訊才能被理解。 

當然，客觀地說，由 Albert 所給的背景脈絡並沒有相同的特性。然而，

我們所關心的不是敘說之外的「客觀性」特質。參照推論分析關注的是敘述

者如何在建構背景脈絡時處理訊息。Albert 讓我們理解兩個背景脈絡像是存在

於同一個層面。那麼他如何成功地達成？答案很簡單，他把大學的脈絡放到

真正的背景中去，使其處於模糊不清的狀態，否則恐怕會破壞和諧的建構。 

Albert 的例子讓我們認識到一個用以穩定社會世界的非常普遍又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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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絡 1 
                                           (與) 

 

 

 

 
                                                脈絡 2 
                                           (與) 

 
訪談者的問題作為訊息 

 

 

…well first I came to 
Hamburg. right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o speak 

of course I er looked for 
new friends. I had found 
them after a short time 

that’s how I fell behind 
in my studies a bit 

We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you decided on  
this course 
 

                                    脈絡 3 

圖 10  Albert 將訪談者的問題當作訊息，訊息藉由參照一系列不同的闡述脈

絡而可被理解 

 
方法。在許多情境中，社會世界及其既定結構的維持乃是以掩蓋事件以及避

免揭發而排除問題等方式來達成，沒有任何個人或社會可以不用這種策略而

繼續生存。 

 
參照推論分析的概念：獨一式參照推論（Singular Inference） 
 

為了得到更客觀的結論，我們有必要去比較 Albert 這個案例和其它案例。

所以，我邀請大家來分析完全不同於第一個案例的第二個案例。如果我們持

續比較不同案例，我們最後可能會達到一個結果，那就是不再有案例可以對

詮釋提供新的要素，如此，我們可能得到一個在社會世界或文化中普遍有效

的模式。舉例來說，此一模式幾近足以代表所有德國大學數學科系的大學生

生涯情況。兩個很有名的美國學者 Strauss 和 Glaser，對質性方法論的早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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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當有貢獻，他們認為藉由比較不同的個案，我們可以達到一個理論飽和

狀態（theoretical saturation）。 

在我的上述第一個案例，我尚未達到一個理論飽和狀態，但是，我將提

供第二個案例，好讓我們對大學經驗的敘說建構特徵看得更清楚。這另一個

個案是 Willi，Willi 也是數學系學生，但是，他同時還修政治經濟學。而在

Albert 和 Willis 之間有另一差異存在，那就是 Albert 在高中畢業之後和上大學

之前，當過工具匠學徒，然而 Willis 讀完高中後就直接開始上大學。 

一開始，Willi 談論關於他的高中學校經驗。而且，他告訴我們為了大學

學習，他在高中就做好準備了。然後，他繼續談論關於作為學術科目的數學

和經濟學： 

 

... after all I noticed that . in many areas . especially in . economics 
（they push you a lot）' . the undergrad studies are basically . yeah also 

in mathematics very strictly set but in mathematics I see the necessity 

that’s a science that’s structured very . strictly and that means you simply 

need a . certain base to . even get a grasp .. and er . that that jus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ge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 and that . as a student you 

can’t judge that you just need to get even during graduate study it’s still 
the case that that I’m basically . ,（not able） and I don’t really know any 

other students that would say so . that could say that well this or that 

subject just suits me because it’s simply . too widely distributed it’s . well 

the variety’s too big for you to judge what exactly it’s about . to judge if 

you are gonna be able to cope with it .   

 
Willi 說的是有關什麼呢？更重要的是，對於社會世界和 Willi 間的關係，

敘說者如何建構呢？顯然，大學經驗被認為有許多困難。面對此一訊息，Willi

用學習數學和學習經濟的對照方式來表達。也就是說，Willi 透個對照不同的

背景脈絡以比較兩個學科學習的差異，他比較了數學和經濟學。這些不同的

背景脈絡被放進由時間組成的序列裡，起初的印象似乎就像 Albert 敘說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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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們更嚴謹地分析 Willi 的言辭（而且如果我們將不能在這裡

呈現的較大背景脈絡列入考慮），我們看到那裡其實有基本的差異。那就是

Willi 談的就僅有這兩個背景脈絡，他藉由數學和經濟學的對照來建構他的社

會世界，彷彿這兩個學科代表不同概念的大學學習。他讓我們知道在數學領

域的學習 are structured very . strictly and that means you simply need a . certain 

base [...] to ge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 whereas in economics it’s the case 

that the range of courses on offer .. [...] . is so specific [...] that there’s somebody . 

in charge in the front as a supervisor [...] that the possibilities . of your own 

selection of classes . or the possibilities . of your own structuring of your studies 

of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s [...] is simply not there 
Willi 告訴我們，在高中時，他已經在沒有任何幫助情形下，學習自主地

規劃設計他個人的課程。因此，就經濟學不給學生這個自由來說，他讓我們

了解，在經濟學科裡，學生如何被要求和被支配，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對於數學和經濟學之間的差異，他很快地提供一個解釋。根據 Willi 的說

法，在數學的若干基本原理教導給學生之後，學生就能自己去安排個人課程

計劃，一如他之前在高中時的情形。但是，在經濟學裡，老師 always feel that 

they have to justify themselves as scientists [be]cause [.] . the rumor goes , （those 

are not sciences） . [...] there’s always a great need for justification . with the 

guys . [so that they] don't allow criticism of the teaching. 
Willi 的小故事告訴我們什麼？那就是敘說者 Willi 談論他在大學的經

驗，他的敘說是藉由參照他的高中經驗來進行。所以，我們已經得到這篇故

事的參照推論模式（inferential pattern）（參見圖 11）。 

為了解釋一些大學經驗，他提及了他的高中經驗。他告訴他的訪談者說，

那裡—在高中裡—學生被視為能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人看待。然

後以同樣方式，他告訴我們在數學學科裡，他被嚴肅地視為一個有能力理解

困難學科的人，這個學科是由基本原理所統馭。即使他學習數學的模式是不

同於他在高中所經歷的模式，他讓我們了解他的滿足，因為在數學系，學生

被當作有能力的人看待。最後，他發現在經濟學領域中，學生卻未被同樣視

為有能力自我決定的人。為了解釋這種事態，他批判地指出：經濟學老師們

拒絕討論有關上課的內容，是因為老師們害怕不能使經濟學顯現為一門真正 



質性方法中的參照推論分析 

I’d like to ask 
you.(…) 
whatever the 
reasons. your 
studies. the. 
the uni. 
affects you 

 

 

 

 

- 43 - 

 

 

 

 

I basically found out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high school 
(…)that at university you are 
relatively free 
= high school experience and 
university 

訪談者的問題作為訊息                      第一個闡述脈絡 

圖 11  Willi 所建構的第一個脈絡 

 
的科學。 

根據 Willi，我稱這個模式為獨一式參照推論模式。被選取的是兩個背景

脈絡，採取的策略允許敘說者藉由參照另一個脈絡，將其中一個脈絡作詳細

的敘說。使用這個策略，說話者可以達成一個敘說非常清楚的脈絡（參見圖

12）。 

當然，我們得到的是敘說者的觀點。我們要再次強調，他對我們的敘說，

並非純粹過去發生的事情的再現（simple representation），就 Albert 的個案而

言，我們不能期望藉由他的故事獲得大學學習的客觀描述；我們得到的是敘

說者關於自己經驗的詮釋，且其詮釋是藉由其語言的修辭方式來表達。 

上述分析讓我們理解敘說者 Willi 如何成功地談論有關大學的生活。代替

簡單地排列事件、劇情或情境（像 Albert 所作的），Willi 揭示了一個差異、對

抗和批判的領域。相對於 Albert 的敘說由一個簡單的時間模式所支配（簡化

的模式：and than ... and than…），Willi 的敘說被經驗對照的修辭風格所支配

（簡化模式：not so … but so …）。 

所以我們不會對 Willi 的如何進行敘說感到驚訝，他也必須對訪談者提供

一個似乎合理的故事。在更後面，在強調經濟學和數學兩者間的根本差異後，

他試著讓訪談者理解，數學擁有巨大容量，就像一門宇宙科學與就像一個這

樣的脈絡，允許人們利用數學的方法去建構他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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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由訪談者所         Willi 的詮釋成 

給出的訊息         為另一個訊息 

                                                 

 

Mathematics as real 
sciences take students as 
able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students are not taken as 
human beings able to 
self-determination

university 
experience 
is difficult 

…the  
reasons 
of your 
studies
… 

脈絡 2 

圖 12  兩個不同脈絡的對比使 Willi 可以更精確地解說它們 

 

… this way of thinking does indeed require very .. thorough training . of 

the . basics you know . during the first semester I kept thinking they’re 

all nuts but . it really is that way . everything that came up was really 

absolutely important . important . they were always saying it I then 

thought all right go on exaggerating it actually is that way that I can say 

in retrospect .. und so a certain canon is probably justified . and so it’s 

maybe hardly appropriate then to . criticize the subject matter . cause 

you just don’t know enough well .. at least I don’t know a single science 

that has established such a ‘mad making edifice’(instead of “humungous 

structure” proposed by the translator)… and developed such great 

variety a . creatity . creativity a . um . yeah a phantas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 huge . so overwhelming that you always . feel incredibly small and 

think well . not in a lifetime will I manage all that all 

 
在此，我們發現一個獨一式參照推論的非常有趣的現象。說經濟學不好，

而數學好，這樣的對比，這是敘說者進行描述（那就是：對某個不是專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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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解釋）數學特性的方式（為了證立他的大學世界觀點）。他如何成功呢？首

先，他盡一切可能強調兩個脈絡的對比。在強調對比時，需要創造一個比日

常語言概念更適切有力的概念，以解釋數學的超凡能力（capacity）。此時，一

個隱喻便浮現了（a metaphor emerges），Willi 稱數學世界為令人瘋狂的龐然建

築（mad making edifice）。 

在對比的脈絡而浮現隱喻是不容易被發現的。Willi 的敘說是罕見的例

子，它讓我們理解隱喻在參照推論過程中的功能。最近三十年來，有很多有

關隱喻的研究，而且我們已經知道，一如 Max Black 所稱的「強大」（strong）

的隱喻，足以建構一個新的世界概念。它們（指新的隱喻）可以被視為一個

整體新世界概念的核心（nucleus）。 

的確，Willi 的隱喻在德國並不尋常，而且有可能是在他為某個不是專業

的人開啟對數學的新視界，而及時創造出來的。「令人瘋狂的龐然建築」這個

隱喻是由兩個要素所構成的，一個是「龐然建築」，一個包括很多房間的建築。

在接下來的對談中，Willi 凸顯了此一隱喻的這一意義。他讓我們理解到數學

的確是一個宇宙，有著非常多的空間，而且每一個空間都能夠找到一個數學

的次系統去解釋一個世界特殊的部份。第二個要素就是「令人瘋狂的」。當我

們談到瘋狂—德文：Wahnsinn－意指某個人失去現實感，以及他正在建構另

一個他自己的現實。有時候在德文脈絡中，這個詞與討論一個天才也是有關

連的。所以，當談到「令人瘋狂的龐然建築」，敘說者要讓我們理解的是，數

學的宇宙超越了日常生活的正常世界（參見圖 13）。 

在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裡，讓我們理解到個人如何建構他們言說的世界

成為意義的世界。在 Willi 的案例中，我們看到了他如何經由脈絡對比而建構

他的大學學習生涯。對比迫使談話浮現一個隱喻，而開啟另一個不同的世界，

不同的言說。 

在此，Albert 的言說和 Willi 的言說之間的差異，以及他們如何建構大學

社會世界裡的認同之間的模式差異清楚的呈現了。Albert 的敘說讓我們理解

到，他因循保守/傳統的世界詮釋方式，自我限制於朋友的小群體世界。而

Willi 的敘說讓學生 Willi 顯得像一個孤獨的、有勇氣且願意去征服浩瀚的數學

宇宙的人。簡言之，我們可以說當 Willi 建構其認同時，科學是他的第一個參

照架構；然而 Albert 的參照架構則是一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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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 1 

脈絡 2 

 脈絡 1 

 

 

 
                                            一個新的 
        等等…                              隱喻誕生 

脈絡 3  

脈絡 2 

圖 13  遍在式參照推論（Albert）是談論世界的一個傳統結構。單一式參照

推論（Willi）則是一種挑戰，可能帶來一個新的隱喻且開創一個對

於世界的新視野（新觀點） 

 
結論 

 
我已試著指出參照推論分析—作為一個質性的傳記研究方法—的一些基

本要素。我們可以從這種質性的傳記研究學到什麼？ 

某些同行從事傳記研究，設想從過去的事得到某種學習，而他們視敘說為

經由敘說者證實，因而允許他們能理解過去的訊息，他們視敘說為一個像反射

過去事件的鏡子之類的東西。 

其他研究者—我是其中一個—懷疑敘說能為過去的事件「證實」到哪一

種程度？當然，如果敘說者 Willi 談到有關經濟學和數學，我們可以相信一個

經濟系和數學系的確存在於 Hamburg 大學。但是，舉個例子來說，我們卻不

知道經濟學是否具有科學品質。數學和經濟學之間被建構的對比，在 Willi 的

敘說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它被使用來在一個由科學所定義的社會世界脈絡

中以建構「認同」（identity）。但是，Willi 所建構的數學和經濟學的差異，會

在 Willi 個人建構他的課程中扮演一個角色；然而，Albert 社會世界的建構，

是將大學放進背景中，如此的建構會在 Albert 這個人如何應付大學生涯的挑

戰中扮演一個角色。於是，我們不難推想 Albert 可能有失敗的風險，然而 Will

卻有很好的機會成為一個數學研究者。 

所以，我回到在開端所提的問題：為何要做傳記研究？我們能從生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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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life stories）的參照推論研究中學得什麼？我們能分析說話者的「習性」

（disposition）—是否要維護或不維護其既有的生存脈絡。以及，我們可以分

析一個說話者的「習性」—是否要建構或不建構一個新世界。 

為了求生存，每一個個體和每一個社會都被迫要去維護某些既有的社會

世界建構。一個個體或社會，若不能維護其既有社會世界的基本要素，就會

冒崩解的危險。但是，為了應付新的問題，每一個個體和每一個社會也被迫

要去建構新的世界概念。一個個體或社會不能夠去建構新的世界概念，會冒

著無法承擔挑戰的危機。 

像 Albert 和 Willi 的敘說這類的個案研究，讓我們從個體的層面理解到，

社會的發展是如何經由個人的意義建構而發生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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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ic research as a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tries to analyze 

individual narra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construct their 
social world by articulating meanings. In this sense, biographic research 
seems to be a simple way for overcoming the gap between the macro- 
and micro-perspective. But, a crucial problem in biographic research – 
subsumption, is hardly to resolve. In another word,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in biographic research would be how to avoid subsumption and 
how to grasp the real concepts of another person or culture in 
understanding strange biographic narrations. Traditionally,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universalism are two typical “dead ends” of answers 
responding to this problem. To avoid embarrassment, 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the “inferential analysis” method with two case studies from my 
research in Hamburg University as material for the purpose of the 
analysis practice. Finally, with contrast of the ubiquitous inference and 
the singular inference,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construction 
of life significance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life-story, biographic research, inferential analysis, 

ubiquitous inference, singular inference,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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