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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生涯不確定的經驗與感受 

本節主要描述受訪者處在生涯不確定的狀況下，個人在生涯探索裡的經驗與

感受，分別從情緒、認知及行為三方面說明如下：  

一、情緒方面： 

在這部分，主要描述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的情境當中，個人所遭遇的一些情

緒經驗的面貌。在四位受訪者中，除了受訪者 C外，在生涯不確定發生時，都經

歷過不同程度和性質的情緒感受。 

（一）阻礙下的幻滅與困頓          

A 在生涯探索的不確定感中，所感受到的情緒經驗是比較封閉困難，充滿

著障礙感的。不能伸展的感受，漸漸衍生破滅感。覺得自己被困死在裡面，負面

的感受強烈。 

……我覺得我對那方面比較有興趣。可是我覺得…好像有點難吧。（1A4） 

畢竟我不那個科系的。…所以我在想，……，就是我很想走那一方面，可是它的

阻礙很多吧！（1A5） 

對。然後突然覺得幻想破滅 。（1A18）  

對啊，就覺得自己有一種被困死在裡面的感覺，就覺得真的學了，這麼多年都在

學一樣的東西，就覺得真的很無趣啊……。（1A20） 

（二）原地打轉的挫折 

受訪者 D的感受，則是在一種停留在某些狀態或階段反覆打繞的情形，無

法預測何時可以停止的感覺。而這樣的感受，另自己覺得很挫折，甚至痛苦。 

會有點挫折，覺得……反正怎麼轉都還是在那個地方。（1D31） 

……我其實一開始很痛苦，想說要轉到什麼時候？……（1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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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茫然迷惘 

受訪者 A和 B則是經歷類似的茫然和迷惘感受。A的茫然和 B的迷惘，均

是一種無法具體、清楚明白的感受。在這樣的感受中，明顯的是個體對當下或未

來的模糊不定，本身難有確切的立場，或僅能看似衝動而賭注的做決定。 

還有，其實還有一點茫然啦。（1A93） 

就是我現在還找不出一個真的很好的未來。……（1A94）  

因為我…對啊，因為我本身也沒有一定要…要讀完書再出去工作…就是先讀完研

究所再工作這樣子，其實有啦！在我考慮…最迷惘的那一段時間，我是想，好！

那就直接出國吧！就直接先出國，………（1B26） 

（三）矛盾混亂 

受訪者 D在生涯不確定中也出現矛盾感受，是一個兩極擺盪的情緒。擺盪

的根源，是內在的自主意識和對外現實的理解和預測，有著落差。因此對於生涯

或自己，出現自我效能感低落的情形，對其認知和行為動機，都出現混亂干擾。 

……我覺得我有種很矛盾的東西是：我一方面對自己很有信心，一方面又沒有。

恩，就覺得很有信心，我出去，大家當然要用我啊，不然要用誰？但另一方面心 

理又有點怕怕的，說，總是還有別人吧。（1D66） 

恩…就不管在想法上面或做事情，或是在感受…都是很矛盾的。很混亂…（1D120） 

（四）煩惱與衝突 

      B 在生涯不確定感中是感受到煩惱和衝突。因為在短時間內的爆發，因此

強度頗高，但因 B本身高度風險趨避的態度，所以不確定的狀況比較會影響其認

知上的思考衡量，造成煩躁感，但是卻不至於因此緊張焦慮。 

當然有啊！不確定的感覺當然有啊！我個人也是那種不喜歡不確定的那種感覺…

我是高度的、風險趨避的。之前是蠻煩惱的，…對！…（1B6） 

感受是…就是煩啊！就會很煩啊…而且是…就是有衝突吧！（1B36） 

不至於…我不至於會為這種事情而緊張或焦慮。（1B37） 

（五）逃避感 

      B 的逃避感，是對自己還無法當下處理的情況，用一種不想面對、不想深

入去探索的反應方式，但事後自己有覺察那只是生氣時的情緒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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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真的沒有深思熟慮過，要讀什麼！？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只是一個

逃避的方式而已，只是逃避一個出社會的方式。（1B28）  

……就是不要回家！…感覺上就是，…感覺不好！因為回家的感覺不好！所以導

致我會想逃避！恩！（1B106） 

但是……現在覺得…那是一個感覺、一個氣話而已啦。（1B107）  

綜合上述受訪者的情緒經驗分析，A、B、D三位受訪者在個人情緒經驗上的

體會，分別呈現相當不同的色彩。就特性而言，有的情緒是困難停滯（如：受困

挫折、混亂）、有的則是模糊失真（如：茫然迷惘）、有的是對立干擾的（如：矛

盾、煩惱衝突）、有的則是不想面對的逃避感，多數是屬於負面情緒；在強度上，

輕緩濃烈有別，從受訪者的語彙來來看，常使用「真的很…」、「蠻…」或是「最…」

等的語詞，情緒的強度的表達比較高且明確；若是以「好像有點…」、「有一點…」

描述，感受程度則比較輕緩、也帶著不確定的意味。而多數受訪者在不確定感中，

可能會經歷兩種以上的情緒經驗、不同的情緒，強度也可能有差異。 

而這些因生涯不確定引發的情緒之特性和強度，對於生涯探索的影響，則是

有兩方面：一是對生涯的認知、二是對生涯的相關行為。當負面情緒多、且強度

高時，對生涯探索的影響性比較明顯：B因此在認知上被促動、不斷回到個人生

涯風險上的趨避思考，也在情緒臨界點下，產生較衝動的生涯決策方式；A和 D

則是因為生涯不確定狀態的停滯而感到生涯探索的困難，整個生涯的思考有延長

的傾向；其中 D又反應出生涯自我效能低落；此外，A和 D在情緒當下會出現難

以展現有效生涯行動的情形。 

二、認知方面 

在這部分，主要描述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的情境當中，個人所秉持的認知上

之特性。主要分成「專業方面」、「個人信念方面」、「生涯信念方面」三大部分說

明。 

（一）專業方面 

指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的狀態中，對自己本身所處的專業領域，對其專業

價值或發展、科系環境、或學習性質上，所抱持的一些觀點或態度。A、D在這

方面有較明顯的想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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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業的不認同 

受訪者 A的不確定中，含有對本身所學專業價值，抱著較大的不認同感與 

質疑。認為會計專業本身的價值和發展，明顯不認同，幾乎是抱著「會計無用論」 

、遲早會被淘汰的想法。在 A的認知中，會計專業沒有辦法防杜弊端、也沒有辦

法保障自己的未來，可卻花了很多時間去這沒用的東西，表達中，充滿失望感和

挫敗，萌生希望學習其他更實用的專業。 

就覺得財報裡面的問題還是都存在啊，沒有一個老師可以保證說你照著公報來做 

那些報表，然後那些報表真的可以反應這家公司的財務問題啊，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會計存在幹嘛？！（1A25） 

我自己的感覺啊，我就覺得，我學了一堆沒什麼用的東西。然後財報每一家做出 

來，唉…還不是都每一家都是這間公司的財務狀況都很好。可是出問題的時候，

還是都那些公司，所以我就覺得我學這個東西其實還蠻沒有用的。好想學一些其

他比較用得上的東西。（1A28） 

因為我覺得會計的東西，應該遲早會被淘汰的吧。只要它不改進的話。（1A29）  

（2）志趣不符、無法共鳴 

D 本身科系所學的性質，與自己的志趣不合，所以學習過程中充滿痛苦。

對於不感興趣的科目，D也很難說服自己去應付、任憑課業荒廢的態度，最後

也造成嚴重的課業學習脫節。對 D來說，學習的成就感和動力，是需要和興趣

結合的。 

我覺得我瘋了！（1D10） 

因為上什麼經濟啊、那些根本跟我不同世界的東西。恩，我都覺得過得還蠻痛苦 

的。（1D11） 

因為其實讀到大三、大四，就有接觸一些基礎課程以外的課，因為基礎課程都是 

那種經濟啊、個經、總經什麼的，但接觸到比較實務…可能財務啊、或是行銷啊、 

然後都會覺得，恩，實際去做工作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所以就沒有那麼排斥。 

（1D12） 

………真的讀不出興趣來啦，有時後就是我還會有些藉口：ㄟ，我應該花時間念，

然後我一定會。但我就是不花時間！然後久了它就是不會。然後後面的課程就是

沒辦法深入。（1D22） 

      所以在專業方面，A、D在生涯不確定的狀態中，表露出較明顯的對自身專

業的負面認知，不但會對專業學習過程造成阻礙、產生學習出走或挫折的情形，

也會因為對對專業價值和發展的不認同，對生涯的探索、未來的規劃改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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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萌生領域轉換的念頭。  

（二）個人信念方面 

指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狀態中，所持的一些與自己有關的想法或信念，及

他們對受訪者生涯探索的影響。A、C、D都有表達出相關的信念。 

（1）只想離開，沒有計畫 

A 在生涯不確定的困擾中，看到的是自己亟欲離開自己當前的困境，但是 

對於出走之後的路、以及怎樣去行動執行的部分，其實自己事先並沒有多想。察

覺之後，才發現自己對很多東西不瞭解。資訊不足的情況下，很難真正替自己規

劃有效行動。 

其實我覺得我對其他東西的了解，還是太少。對啊，我只是想要離開，然後沒有 

想過說到底要怎麼走吧。（2A23） 

（2）不擔心，因為我可以！ 

雖然處在生涯不確定當中，但C所展現的想法信念，卻相當正向積極。C對

自己的能力夠肯定，這是墊基於實際在學習成果跟處理事情的具體表現上，讓她

知道自己真的有解決問題的能力，所以對未來生涯探索的思考，雖未完全定向，

但並沒有擔心的感覺。 

 

…恩…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我對自己的能力的一個肯定吧！就是我如 

果我覺得我已經很 OK，我只是在等一個我想要的 job offer，我不是在找…我不

是因為太差所以被別人 reject 掉的。我想找的是符合我期望的東西，所以我並

沒有這麼的…擔心。（1C51） 

（3）缺乏自信，無法決定 

D 在生涯不確定的困擾中，覺察到自己因長期信心不足的問題所帶來的影 

響。讓她對於很多生涯探索或自己切身的事情，都沒有動力去做。但是 D在察覺

之後，慢慢開始轉變，去學習慢慢把自己流失的東西抓回來，試著讓自己完整。

D開始相信：只要自己能夠整理好自己內在的衝突之後，很多事情應該就可以面

對了，包括生涯探索上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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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欠缺的…其實是自信！……對！我都對自己很沒有信心。…我覺得…別人對 

我有的信心都比我自己對我自己有的多！……（1D98） 

      我覺得…我在慢慢把我自己每個東西都抓回來那種感覺，就是要把這些東西都抓 

回來，然後綁成一個我！就是這些東西之前都散掉了，有點癱在那邊不想動或幹 

嘛………（1D113） 

恩，我就覺得我應該把我自己整理完之後，就什麼事情都可以面對了。（1D118）    
 

綜合上述，在個人認知信念的部份可以看到，當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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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比較難因應在生涯探索中所產生的困擾（受訪者 A和

D），也無法展現有效的生涯相關行動。 

（三）生涯信念方面 

指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中，原本所持的生涯信念，因為內外在因素引動而

產生的有關生涯信念的變化，及對個人生涯探索的影響。受訪者 A、B、C、D有

表達出與此相關的信念內容。 

（1）生涯本無常，需要支持 

  在 A 的想法中，覺得生涯探索似乎就存在一個變動與不確定性，而目前自

己還找不出個信心十足、可以說服別人的方向之前，A很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 

恩……可是，我覺得生涯規劃不就是經常會變嗎？（1A40） 

因為像…如果說要在其他方面走得比較順的話，我覺得我是需要我的老爸老媽的 

支持啊，對啊！（1A98） 

（2）生涯，人生終極目標的追尋 

B 的生涯信念，在接觸了宗教信仰後，有了很大的轉變，也影響了生涯的 

方向。覺得生涯就是要影響人們歸向神。因為她體會人的價值，不建立在世俗的

成敗上在定義的，而應該是一個永久不變的價值，這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我覺得自己的安全感和自我價值不可能只建立在那些東西身上，因為我不可能因 

為我今天失敗了，我就沒價值；然後我今天成功了、我就很有價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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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的定位應該不是在那些吧！所以我就開始尋求神、我的終極目標到底是

什麼？！…然後最後，我為自己下了一個結論：就是應該是影響人歸向神！這個

算是我的一個終極目標。所以，那這個目標就改變我一些生涯的規劃。……（1B70） 

（3）順其自然 

C對於不確定的狀態，則是覺得「最後總是有路走」的順其自然心態。最

後結果如何，很清楚不是所有因素都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只能說，喜歡的就趁年

輕去試試看，再選擇較符合自己期望的路。雖然自覺多少也有逃避成分，但本身

並不因為這樣的覺察而產生心理上的困擾。反而透露一種隱約的樂觀、信心和理

性態度。 

不確定的狀況哦…我自己的態度哦…就是…我覺得『順其自然』啦，…如果解釋

的不好聽的話，就是說在逃避；…可是我又覺得…順其自然就是有他自己在走得

路啊，……反正到後來…你是拿到什麼樣的job，你覺得這個符合你的期望，那

就是往那個方向走。對啊。……（1C21） 

……因為我能夠獲得哪一個工作不是我可以確定的，可是我可以選擇去投，可是

我都投。可是最後她們怎麼選擇我，就不是我能夠保證，不是我能夠決定的，所 

以就要看最後的結果，哪一個 job offer 比較好的話，我就會…我就會…可能就

是…『好吧！那我就覺得，那我就走這一個這一條路』。對啊！（1C47） 

  （4）一選定終身 

D 的生涯想法則是一個「一選定終身」的非理性信念。覺得一畢業選擇了

一個工作，好像就意味自己要一輩子都陷在裡頭了，所以緊張的不得了，不確定

自己是不是能一生持續喜愛那個選擇。 

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前一陣子很心慌的就是…是因為我總覺得我現在選定一個 

工作，意味一輩子就要在那裡面了！那後來有人提醒了我這件事，就不是你一定 

就得鎖在那邊啊，對啊！所以我那時後那麼緊張就是覺得：哇！我現在做了一個 

決定，那我以後…可能一輩子都要投入在這個裡面，會花很多心思、這會是我真 

的愛的東西嗎？對啊！……（1D149） 

     所以總結來說，在本研究發現的三大認知信念中，同處在生涯不確定狀況

下的受訪者，其認知信念也包含正反兩面的意義。正面信念多者（受訪者 B和 C），

其面對生涯探索的不確定，較少不適應的困擾，比較能給自己健康適宜的心理建

設，反之負面認知較多的受訪者（受訪者 A和 D），就會感受到較多的心理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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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為方面 

    在這部分，主要嘗試描述受訪者在生涯不確定的情境中，所呈現的因應或問

題解決行為的有哪些，底下分成正面因應行為及負面因應行為兩大方面來說明。 

（一）正面因應行為 

指那些受訪者實際採用，且能夠真正助益其自身在生涯探索中的思考之相

關生涯行動。五位受訪者各自都有採取不同的或相似的正向的因應行為。   

（1） 跨系/組修課，拓展專業視野 

跨系修課，是指多修些不同系所、或系所內不同組別的課。在 A的跨系、

跨組修課經驗中，除了多拓展自己主要專業之外的見識，對個體思考生涯探索和

某些專業的潛能發現之瞭解，可以提供較多的實質的觀察和感受。 

去修一些金融系的課吧！期貨啊、證券投資分析、……實像在跟他們聊的過程中 

，我覺得再怎麼樣都比在會計師事務所還要好吧！就是未來的發展。 (1A34) 
 

（2）聽講座、請益有經驗的人或成功人士 

是指請益有實際經驗的他人或是聽相關講座，收集資訊或情報來作為自己

生涯探索的參考。在受訪者 A、C身上，均採用過這樣的生涯行為。但是同樣的

方法裡，每個人篩選的對象或管道不太一樣、經驗或資訊的後許處理態度也不

同。A在過程中比較看不出對資訊提供者的篩選過程；而 C在資料收集之後，

會在事後進行評估、比對，擷取有效的資訊，在最後形成進一步的生涯決定。 

去找一些學長姐聊一聊吧！看她們瞭不瞭解說銀行業到底在做什麼…（1A34） 

別的啊，其實就多去聽一些在那方面工作很成功的人的意見吧！對啊，因為其實 

我覺得……就是收集到的樣本還是不夠多！…（2A33） 

 

嗯，我覺得…可能就是比方說…問一些可能已經工作的學長姐，或是學校舉辦講

座的時候，我通常都會去，幾乎都有去聽，然後比較一下…就是從他們講出來得

東西，然後看，ㄟ…是不是真的就像我本來想像的那樣？（1C23） 

       

（3）宗教生活的指引 

B 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相信神會指引人得道路，所以在其生涯探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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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藉助本身信仰裡的一些方式，來尋求自己生涯上疑惑的解答。比如：看一些

宗教書籍、參加教會營會、讀經禱告……，都是會利用的方式。做了這些方式

後，在日常生活中仔細聆聽神給她的答案。 

其實…蠻覺得自己太懶惰了，我有…行過一個方法吧！就自己看書…（1B49） 

      就是，我覺得就是那些…基督教裡面的一些書。然後…其實有蠻多書都是在教你 

怎樣尋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後我有看一點書。然後我有參加一些，也是基督教的

營會。（1B51） 

      ……我覺得，就是事情…是我故意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後一些不故意的事情，就 

是我平常都會去做的，比如說：就是去教會啊、讀經禱告、……然後如果上帝要 

透過，就是事情來告訴我的話，不一定只是在我那些在那些我故意要做的事情才 

會告訴我啊。在我平常日常生活中，他也會告訴我，……（1B53） 

（二）負面因應行為 

指在生涯探索中，受訪者習慣採取的姿態或行動，實際上並不能積極促進

生涯思考或定向的行為。受訪者 A和 D較明顯反應出這方面的生涯因應行為。 

（1）淺嘗輒止 

A 自覺耐性不夠，渴望立竿見影，導致不能持續努力的去完成一件事，直

到達到預定目標。因此很容易為著想要立即看到成果，對於那些不能馬上生效

的行動，就會放棄，再換一種方式做。但這樣的結果，卻使很多需要長期投入

的東西，變成中途而廢，導致無法達到結果，無形中也可能增加了自己生涯探

索中的挫折。 

我覺得其實我現在碰到這些問題，可能因為跟我的耐性不夠有關係吧。對啊，我 

覺得我會去問，然後方法也會去試，可是就是試試……有時候是，可能試了一段 

時間，可能就覺得好像…因為像那種東西，可能短期之內要去看，看不出來效果 

的吧，所以說到了一段時間，就覺得很煩很無力啊，然後就覺得，啊！算了吧！ 

然後就丟了！（2A10）  

（2）猶疑又善變，拖延成習，難貫徹行動 

在 D身上，生涯探索似乎都有很多個人的本質、行為、習性在干擾，容易

受個人好惡影響、或者藉口拖延，導致常常該做的事情總是延宕到最後一刻，永

遠再做彌補動作。此外，D的個性特質比較猶豫多疑，極容易否定自己的結論或



 33

想法，所以，反反覆覆、變異性大的情況下，也就難以貫徹行動力。 

就很……就我不知道，就我討厭的東西，都會拖到最後一秒鐘我才會要把事情做

完。（1D23） 

有ㄟ。我常常都是…就是『應該可以啦、應該會過、應該沒問題…』…對我其實 

有發現我永遠都在 make up！就永遠都在做事情在補償。在補…就是…那要怎麼 

講…make up？！就是把事情…就不會在時間內把它完成好。（1D63） 

大部分…我都會自己困很久很久！然後突然好像有個答案，然後就去就照那個答

案做。但是，過一陣子那個答案又不是答案了。……（1D28） 

 

     總括來說，本研究發現，受訪的四位受試，正面的因應行為關鍵，均在於

有效資訊的收集與評估，在 A、B、C身上，都採用了此類的生涯行動。而 B比較

特殊，其資訊的來源主要集中在本身宗教信仰所帶來的啟發。而其他 A、C的方

式，則以請益有相關經驗或成功他人為最普遍。在負面因應行為上，受訪者 A和

D展現了比較明顯的負面因應行為。反應較多個人特質上的因素和生活處事習慣

所造成的持續力或貫徹力不足，然後也影響生涯行動的有效性。 

 

第二節   影響生涯不確定的因素 

本節主要呈現影響四位受訪者的生涯不確定之因素，結果發現在影響因素

上，四位受訪者有其相似性，也有屬於個人較特殊的因素，分別說明如下： 

（一）興趣因素： 

這類生涯不確定情境，主要包含「興趣不符」與「興趣廣泛」，前者是指

大學科系所學與個人真正的興趣不吻合，如受訪者 A的情形。後者則是指因為

生涯興趣太多，以致於不容易做出最後的決定，也可能興趣程度還不足以支持

構成一個明確的生涯或工作的選擇，如受訪者 D的情形。 

 

受訪者 A所面臨的興趣上的困境是，對主修會計本身原本興趣就不強烈。

但因為初始也沒有很大的排斥感，學習成果還算順利。直到後來課程性質較深

入，基礎不夠的負面效應漸生，學習上的挫折感出現，才開始較深入去檢視自

己本身對會計專業的想法，才然後發現自己真的對會計沒有興趣，而萌生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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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及謀轉領域的念頭。 

     然後等到大三之後，突然覺得，其實大一大二…就是沒有說特別對什麼有興趣

吧，然後到大三的時候，因為我大一大二基礎打得不好，所以我在高會上面就很

難再跟上進度。而且就覺得這東西其實很無聊…（1A19） 
對啊，……就覺得真的學了這麼多年，都在學一樣的東西，真的很無趣啊，所以

就不想再走下去。(1A20） 
 

而受訪者 D則是興趣廣泛，但又有興趣程度不一的情形，以致於無法只根

據自己喜不喜歡就決定生涯的選擇。在其所學的國貿裡，不同科目的興趣是有

差別的。對於 D來說，接觸的深度、工作上的實務面的運用，也會影響其興趣

的厚薄。但是在這些興趣當中，D似乎是很享受那種『好玩有趣』的感覺、想

嘗試，但在這樣的躍躍欲試中，似乎有所迷失，理不出進一步成為可能之生涯

的選擇。 

我覺得我對很多東西都有興趣，然後又…那興趣都還沒有滿到說，我就是要做這

件事！對！可是我覺得每件事情都很好玩，對，都想去試試看，就反而選不出一

個方向。（1D1） 
我就是覺得都已經大到不是商裡面的，我覺得商以外的我都很有興趣。然後商裡

面的各種職務我也都覺得，……都好像很好玩。對。（1D2） 
 

綜上所述，興趣因素所帶來不確定，多數是因為對學習成就造成衝擊，進 

而影響生涯探索。在這當中，發現興趣不足或太多，都可能造成生涯選擇上的不

確定問題。 

 

（二）家庭因素： 

 受訪者 A、C、D在生涯探索上，都受到家庭不同性質與的程度的影響，如

雙親的職業、家人彼此間的互動影響等，而受訪者 B則比較沒有這方面因素的影

響。 

1.家庭背景 

受訪者 A 來自醫師家庭，當初擇商是家族中的特例，也因為如此，需要

更努力贏得認同，所以覺得自己必須走得好、畢業要找到好工作。但進入大學後，

一切並不如想像，父母親的職業背景也不容易瞭解醫生之外的領域的實際狀況，



 35

在學會計遇到的生涯問題，家人很難給予有用的意見。所以，A一方面有必須獨

立面對自己的生涯選擇、找尋出路，一方面又有必須尋求好表現，交代大家，證

明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壓力，但是這兩方面自己都沒有十足把握，所以過程顯得

有許多不確定，也感覺較難得到來自家庭的支持。 

我家人幾乎從我爸、我姐、然後我父親很多的……堂哥堂姐都是念醫學院的，

然後所以當初我說要選擇走商學院，其實她們都已經很不能理解了。……如果

我再找不到工作、然後或是再走得沒那麼好的話，她們一定開始在：啊～看，

當初跟你講啊，你為什麼不當醫生啊。(1A100) 
我弟……現在，他可能跟我有一點像吧，覺得不要再唸了，所以…他是走那個

資管。對啊，我們兩個算是特例了吧！（1A103） 

C 則自己家中工商背景濃厚，父兄都從商，又有家業，因此在專業選擇上， 

似乎更早就被設定好了。C對於這樣的設定和安排，似乎也顯得順從，並沒有

太大的排斥感或困擾。只是後來發現對行銷的興趣，所以在本科財務和行銷方

面，有了二擇一的不確定感。 

……因為我哥是念企管系的啊，然後我爸爸是念企管系的啊，然後我在選科系

的時候呢，他們就覺得女生呢，不適合念企管系啦，然後我就想說，哦，好吧！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爸是開公司的，所以他以前就覺得說就分好，…那我就是負

責財務類，…這樣以後才可以幫忙。所以…我就一直往財務的方向走。（1C10） 

…可是你又覺得你的人格特質就是好像比較適合行銷那方面，那所以你就會一

直覺得……『我很想從事那一方面的工作』。（1C15） 

2.家庭互動關係 

受訪者 D 則是家中太過開放的態度，好像反而顯得自己在生涯探索時，覺 

得不被關心和支持，而導致有空洞感和一種心理上莫名的擔心，反而像個沒有方 

向感而亂跑的人，也因此不敢放手去嘗試或為自己選擇。 

爸媽就是一直都放手讓我自己去。可是，有人很羨慕這樣子，但我就會覺得… 

我就變成我一個人在那邊亂跑！（1D106） 

我覺得比較大的不是目標或是什麼，比較大的是人，就是我感受不到有人在後

面支持我。就是你做什麼都可以，就去無所謂、沒關係、就試試看。可能他們

也沒有要限制我什麼，但我自己心理就是會擔心。就會想說：『這樣可以

嗎？』……或什麼的。（1D108） 

在家庭因素方面，可以看到對多數受訪者的影響還是很大。主要在於面對 



 36

個人的生涯探索時，還是很希望可以得到來自家庭的支持、以及符合家庭價值的

期望。在支持方面，良好正向的支持，有助於個人放心的去走自己的路。而家庭

的支持品質，多數表現在互動上，感覺良好的互動品質，能促進個人生涯探索的

溝通、有助生涯的發展；反之，互動不良的時候，則較易造成個人在生涯探索上

的負面感受（受訪者 A和 D），不利生涯的選擇與發展。家庭價值方面，雙親的

職業背景（受訪者 A和 C），多數會影響個體對生涯領域的探索，當職業背景與

個體的生涯期待落差小（受訪者 C），生涯的不確定或壓力就比較少；反之，則

會感到較大的壓力或衝突（受訪者 A），觸發生涯不確定的感受。 

 

（三）生涯自我效能感因素： 

生涯自我效能感是指個人對自己生涯能力的評估。四位受訪者中，A、C、

D分別有不同程度的生涯自我效能感預期，進而影響自己的生涯行為。受訪者 B

則沒有明顯這方面的影響。 

 在 A 的自我評估裡，對自己想跨出會計領域、嘗試其他可能的商學領域， 

可事實上存在一些障礙感和不確定。因此雖想到這些可能的選擇，目前自己對

生涯，實在還無法找出一個很具說服力的路，讓外界相信自己可以走出比原本 

會計專業更好的發展。 

我已經考 GMAT 啊，什麼都考了，只是考過之後覺得，就是成績也沒有說太高啦，

因為我英文蠻糟的。…要申請那些我理想中想申請的學校，這蠻難的。（1A15） 

……說不出一個具體的方式來說服他說，我可以走哪方會比會計師更好。（1A91） 

對啊，在那方面我瞭解的其實沒有金融系的那麼多啊。（1A47） 

C 則是對自己的財經背景，要跨足行銷領域，也同樣在專業能力和選擇機 

會的評估上，覺得比較難以和科班的學生抗衡。同時許多外界對從事行銷專業，

在性別角色和勝任學歷的認定上，似乎有許多既成印象，也使 C覺得相對於自

己科班的銀行工作，可能穩定性不是很高，有些擔心疑慮，但是整體結論還頗

冷靜，覺得是機會成本的考慮。 

……因為我一路出來一直都是唸財經會計類，…又有很多人會說…覺得行銷類的

工作好像不是畢生的職業。就是感覺…尤其女生做，可能…就是不是很穩定。對

啊，所以就會覺得…銀行好像會比較穩定。……那你又想去試，那你要去試的話…

因為在你本身不是唸這個領域，你要去試的機會本來就比較少。那你如果要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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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領域，那你以財經背景的學生來講，你容易非常多。那所以說等於你到最後

考量下來 job 就是說：你是要在一間 City Bank 裡面做，就是你的 job 是非常好

的，或者是說你可能就是…進不是那麼知名的企業，然後你去做行銷？這都是

trade off 的東西。……（1C46） 

D 對自己的專業能力的評估也有相當大的懷疑。一方面是學業上的學習 

一直並沒有具體可以開展的地方，即便某些專長好像深受旁人肯定（如：英文

能力），自己仍然覺得是花而不實。所以一直覺得自己在專業上是能力不夠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上大學之後的我，一直都很沒有信心。因為我在課業上面沒有東

西可以施展得出來。……（1D39） 

我會擔心我的專業不夠。（1D85） 

……一直都覺得我的專業不夠。總覺得我的學科可能沒有讀得這麼好！或是事實

上我覺得我的英文沒有那麼好。……（1D86）  

 

      在生涯自我效能的評估上，A、C、D都有一些自我效能感上的懷疑，A和 

D 的懷疑程度尤其明顯較高，所以在生涯探索的開展上，困難或障礙感也會覺 

得比較大。而 C雖然也有一些自我效能感不足的問題，但是，因為看待的態度 

比較客觀中肯，因此雖有不確定感，但還不至於演變成一種負面的生涯探索的 

影響。 

 

（四）其他方面：  

這部份的不確定主題，比較屬於不是大部分訪談者普遍有經歷的，而是 

比較個人獨特的生涯主題，在本研究中，受訪者 B有發現這樣的主題，主要有二

方面：宗教信仰、及特殊身份所帶來的影響。分述如下： 

（1）宗教信仰： 

受訪者 B在大一時接觸到基督信仰，對自己的生活價值觀，帶來衝擊和轉 

變。B 在真正認識神之後，開始對傳道人的生命情調感到吸引和嚮往，心生是

否『有為者，亦若是』的想法，思考投入傳道的行列。但是傳道的過程，是非

常需要精神毅力的專注與清高，面臨許多內外在的挑戰，是身心的一大考驗。

因此若要投入，是必須很大的『確定』，而非一時興起的衝動。所以，B 當下對

自己的堅持程度是有懷疑和不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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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價值觀改變後的 B，也間接有了和家人相處的困難，因為彼此所抱持的

價值系統不再一樣了，會有溝通和重新適應的問題，這使得 B萌生不想回家的

念頭，但是自己又知道那是一種逃避，因此感到很大的衝突和障礙。 

       …其實正式來說，他們是傳道人啦！然後…其實如果我真的要做這樣子…我覺

得更需要…更加的需要『有確定』！就是要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要做件事…

（1B41） 

就是在這樣子的思考當中會有衝突。就是…當然你想就像他們那樣…就是要失去

一些東西，……然後…到底自己能不能夠堅持得下去…倒底你是不是真的，真的

自己想要變成這樣子的東西！？……（1B46） 

…衝突就是怎麼說呢？…可能因為大學之後被改變，其實之前，我們家人都一樣

的。但是我改變了，回去，再把我丟回去，我就覺得：『哦！我是一個怪物！』 

……就覺得，思想上跟溝通上會有一點障礙這樣子。就是這一些。（1B104） 

      

（2）特殊身份： 

在本研究中，也發現 B的僑生身份，也對其生涯規劃，造成一些困擾。主

要是台灣法令對僑生的居留和工作部分，有很多高門檻的規定，所以畢業後，B

若想留在台灣工作或發展，特殊的身份會帶來一些限制和問題，不是很容易克

服。整個人就因為留或不留在台灣的問題很煩腦。 

然後就是想，到底要留在這邊…還是回去嗎？……其實我們留在這邊真的蠻困難

的。對。因為現在很多限制……對僑生嚴格限制。（1B17） 

因為留在這邊也要辦工作證，然後那個程序很麻煩，老闆不一定會願意幫你辦… 

回去找工作，也有考慮過也有許多的問題。……對我來說，是人的問題。（1B19） 
…我就是沒有帶我這邊的朋友回去，我就覺得很慘！我會很捨不得他們。（1B20） 

 

     綜合來說，於本研究發現的生涯不確定的主題，較普遍的有興趣因素、家

庭因素、生涯自我效能感因素。此外也發現一些比較屬於個人獨特議題的：宗教

信仰、特殊身份的限制。這些因素雖然都造成當事人生涯探索中的轉折、帶來困

擾（受訪者 A、B、D），但也有受訪者並不特別感到困擾（受訪者 C）。同時，在

個別因素當中，個體所遭遇的情況，隨著自身條件不同，困擾的程度和內涵也會

有差異，茲將造成生涯不確定之因素及對生涯探索的影響整理如下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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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造成生涯不確定之因素及對生涯探索的影響 

 

第三節 生涯不確定的類型 

 
本研究的受訪者之生涯不確定各有其特色，在生涯探索方向及階段變化上

有所不同，大致有以下三個類型，分別說明如下： 

 

一、無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此類受訪者的生涯不確定，明顯存在較長時間的探索過程。在過程中，內在

因素 受訪者 內涵 對生涯探索的影響 

興趣 
A 興趣與所學不符 學習成就感低、沒有興趣、想轉領域。 

D 興趣廣泛 
興趣廣泛、但各興趣程度又落差大，不足以支持形成生

涯選擇。一直徘徊在延宕與迷失之間。 

家庭 

A 
家族特例，家人不
清楚自己的專業選
擇，期待上也有落
差。 

家人難以給予有用意見，同時與家人的期待不同，必須

要加倍努力才能守住自己的立場或者得到認同。在未找

到有說服力的方向前，個人無法確定未來可以更好。

C 

有一個以上的生涯
方向考慮。但與家
庭背景和家人期待
相近，家人支持自
己。 

雖不只一個可選擇的興趣，也還不確定自己要選擇哪一

個，但因志趣屬性接近、均在某一專業領域的範圍內、

又與家庭背景和期待相近，因此雖然不確定，但是家人

基本上都支持，並不感到困擾。 

D 
家人態度過度放任
不干涉，造成個人
的不被支持感。 

個人覺得自己不被關心。生涯探索時，一個人徬徨，處

處有停滯感，很需要家人的意見和支持。 

生涯自我 
效能感 

A 自我效能感低，障
礙感大。 

要跨足其他領域，會有專業能力不夠、無法與其他本科

系生競爭的擔心，也覺得困難重重。 

C 
自我效能感高，有
兩個以上的選擇，
所以有機會成本的
考量 

雖然自覺能力不錯，但要跨足本科以外的領域，自覺經

驗仍不夠、此外有些職業的刻板印象問題，因此有所仍

擔心，但是個人覺得這最後是機會成本的考量，所以其

實心態還是蠻客觀冷靜。 

D 
對自己的自我效能
感有高度懷疑和不
確定。 

對自己的能力懷疑，擔心自己不夠專業，沒自信。 

其他 
宗教信仰 B 

宗教信仰帶來價值
觀轉變。也產生和
家人相處的困擾。

宗教信仰改變自己的生命情調和關注焦點，生涯探索在

於追求人生的終極目標和意義。但這需要很大的確定

感，自己還不能確定，同時信仰帶來的價值轉變，也影

響和家人的互動，有溝通上的問題和衝突。 

特殊身份 B 
特殊身份影響畢業
後的去留及工作問
題。 

特殊身份，導致畢業後的去留與工作，變成很大的問

題。留下來，門檻限制多，不容易，但回去又要面臨重

新適應、以及不捨得過往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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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整體生涯的不確定程度高，且生涯探索的思考比較發散、或具多重焦點的

特性，停滯在任何可能的機會中猶疑。因此在發展出一致與穩定性的生涯探索結

論或決定上會有困難。本研究中的受訪者 A和 D即屬於這樣的情形。 

 

受訪者 A在大三那年，開始有不想再繼續發展原本會計專業的念頭，並且試 

著做其他的生涯規劃，但是過程中，多數停留在顧慮、懷疑或是一種觀望的態度

上，直到受訪的畢業前夕，都還不能告訴自己確實想要發展的方向或決定。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確定說我以後會走哪一個方向啊。(1A2) 

……所以就覺得…那…什麼是必要的準備行動？就覺得…我不懂！(1A8) 

我從大三開始就不想走會計這條路了啦。可是那時候我的想法是說想要出國唸，

然後唸不一樣的東西。就是看是唸財管啊、或是行銷之類的東西。…… (1A10） 

 

而受訪者 D的生涯探索過程，不確定狀態時間更顯得漫長，從大學入學即開

始，一直到畢業受訪前夕，自認都沒有停過。本身可以很清楚的指出過程中的一

些重要階段，每個階段都萌生不同的生涯考量，充滿著一連串的選擇思索，但最

後似乎都沒有具體結論或決定。 

其實包括進大學、填志願、就是在做選擇了。就是從那時候這樣，然後就到大一 

升大二我想要轉學、轉系，又是一個，然後到大三在想要不要考研究所，要考商

的研究所嗎？還是要怎樣？然後到大四，要去工作，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之後，

可能出國唸書，我要再念什麼？…就是問題沒有停過。（1D4）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我一直都在想。（1D3） 

……可是我覺得每件事情都很好玩，對，都想去試試看，就反而選不出一個方向。

（1D1） 

 

二、具體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此型的受訪者，在其生涯探索過程中，生涯的不確定並非是整體性的生涯都

存在不確定，而是持續在某幾個明確的目標範圍內思索，是具體方向上的不確

定。受訪者 C屬即這樣的類型。 

我覺得我好像從小時候就是想要從商的感覺…（1C5） 

都沒有改變。只是在進大學之後，就算你選了商，可是還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科系 

啊。……（1C7） 

因為我覺得，既然這兩個東西我都不討厭，那可能我比較喜歡某一個，而且兩個 



 41

都可以表現得都還蠻好的，所以我並不會排斥說，未來要走哪一個方向。對啊， 

只是我現在我都一直念財經，可是我會希望說，如果我對那個有興趣的話，我希 

望在年輕的時候先去試過，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比較適合那個。對啊。（1C19） 

  

受訪者 C從小時候就感覺自己對商學領域的興趣，一直到進大學都沒有變

過。所以後來在選擇大學專業主修領域也就一直在鎖定在商業領域。只是因為大

學專業分科更細緻，讓 C發現原來商學還有很多支派，但是在學習過程中，C後

來發現自己對主修的財經以及行銷，興趣和表現都很有可為，因此在不排斥也不

討厭的情況下，覺得兩方面都想想趁年輕多嘗試，再決定自己真正究竟適合哪一

方面，在畢業前夕自己還沒有定論。 

 

三、初步方向的不確定類型： 

此類受訪者，其生涯的不確定在生涯探索中，存在階段性的變化，即在某一

階段屬於確定狀態，進入另一階段後，又可能轉變為不確定或有評估疑慮。但轉

變的引發，有的是因外在重大的突發狀況，也有因於突然的內在頓悟，兩相交互

影響下，迫使生涯決定必須重新調整，而非單純源於個體內在長期對生涯的不確

定因素。本研究之受訪者 B即屬此類型。 

 

受訪者 B的情形中，生涯的決定過程，出現的階段性變化如下：高中到大一

這段時間、大二時期、大三下至升大四的暑假及大四暑假之後。最初，在第一階

段，B對生涯就是很期許自己走專業人士的路，那時生涯的藍圖簡單明確，就是

滿足自己；大二的時期，大致還遵循第一階段的目標，努力追求自己各方面的需

要，但是已經出現生活目標失落的情形；進入大三大四，B本身也有些計畫，但

多伴隨著同儕環境而動，缺乏自己內在真正的動機，所以外表看來很明確，但自

己感受得到內在的不確定，直到過完大四的暑假後，B才真正醒悟自己不確定的

根源，從而再次審視自己的生涯和需要，然後確立自己畢業後的初步生涯目標。 

     好像大一吧，然後我高中的時候也是這樣子想吧，就是…滿足自己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很想當一個專業人士，其實我選、我選財管系，是這個原因吧！……（1B71） 

大二！……會想要賺錢好了，去打工啊、……所以，讀書的時候就很努力的讀書， 

然後玩的時候就玩得很瘋！……這樣子！然後我覺得這種生活讓我覺得…不知

道要幹嘛？！……（1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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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應該是在大三下、大四上吧！全世界都在準備一些東西。……（1B7） 

…因為我本身也沒有一定…要讀完書再出去工作…就是先讀完研究所再工作這 

樣子…在我考慮…最迷惘的那一段時間，我是想，好！那就直接出國吧！… 

（1B26） 
      大四，就是大四的暑假，我在這邊補習。（1B27） 

      然後，但是我後來就看那些programs，……然後我就、就看那些programs，……然

後，但是，看啊…就覺得…好像都需要工作經驗。而且我真的沒有深思熟慮過，

要讀什麼！？………對！然後，美其名就說我想多看一些事情、多充實自己、然

後再拿個學位，將來競爭力會比較高。但是事實上，我打從心理就知道自己是因

為不知道去哪裡然後才要出國。然後，補完了，自己也沒有很大的動力真的去…

真的再去考，…………所以就決定先停下來，停下來就是…可能先工作對我是好

的，因為…因為可以知道自己的真的興趣在哪裡、那個性向在哪裡。然後到底我

繼續走商業這個路線是不是好的！？……（1B28）  

 
      所以，四位受訪者的生涯不確定之內涵，其實存在個別的發展差異。受

訪者 A與 D有較長的生涯探索期及生涯決定上的困難；受訪者 C則是對具體方向

上的不確定探索；而受訪者 B在生涯探索過程中有明顯的階段差異，且影響其不

確定感的因素較多，但仍形成初步的生涯決定。受訪者生涯不確定的類型摘要整

理如表 4-2。 

表 4-2  受訪者生涯不確定的類型 

類型 內涵 受訪者 說明 

無方向的 

不確定 

生涯存在較長時間的探索過

程。內在整體生涯的不確定

程度高，思考比較發散、或

具多重焦點的特性，停滯在

任何可能的機會中猶疑。較

難有一致與穩定的生涯結論

或有決定上的困難。 

A 

從大三發現自己對主修的不感興趣開始，到大四畢業

前夕，生涯一直處在探索的不確定期。想出國深造，

唸與原本不一樣的東西，可是方向不明確，也有實際

的困難。 

D 
探索情形在要進大學時便出現。過程有許多思考的轉

折，興趣廣泛但都不足以支持變成確定的生涯選擇，

一直陷在一連串的問題思考中，無法確定生涯。 

具體方向的 

不確定 

其生涯探索過程中，生涯的

不確定並非是整體性的，而

是持續在某幾個明確的目標

範圍內思索 

C 

從小就對商科的興趣明確，一直到進大學從未改變。

生涯的不確定感，是來自兩個自己都有興趣和能力的

商學領域中，二擇一的考慮。但在畢業前夕，都未到

可以做最後確定的階段，所以保留嘗試探索的空間。

初步方向的 

不確定 

生涯的不確定存在不同階段

有變化性。轉變的引發，可

能因於內外在的變化或交互

影響，迫使生涯決定必須重

新調整，而非單純、長期對

生涯的不確定導致。 

B 

生涯不確定的階段變化主要有四大階段：高中到大

一、大二時期、大三下至升大四暑假及大四暑假之後。

初始階段有明確生涯理想，但是在第二、三階段則屬

於若隱若現、內外影響不斷的不確定時期。在畢業前

夕，終因能真實面對自己而有所領悟，找到生涯開展

的動力，形成初步生涯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