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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擔任教職近二十年，目前已屆不惑之年時，一切看似穩定發展，另一面卻隱

藏了對生命的諸多疑惑，尤其是面臨工作上的困頓，未來我將如何發展下去，讓

生活能夠再次充滿衝勁、讓自己生命更具價值感？ 

本研究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不斷的回顧探索自我生命中所歷經的點點滴滴，

並與指導老師相互討論激盪，尋找這四十年來建構現在的「自己」成為人師的蛛

絲馬跡。在自我生命史的蒐集、分析與詮釋中，更了解心中的理想教師圖像，進

而找到教師專業認同的未來方向，並學習「樂天知命」，深刻了解天命的道理。 

重述生命故事後，研究者發現：一、原生家庭對其子女為人處事重大而微妙

的影響，能更深切體悟親情的力量；二、進入教職生涯停滯高原期時，要自我省

思，找回初衷，重新啟發對教職的熱情，並再次確立對教師專業角色的認同；三、

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內容，應於教師進入教職前，修習教職生涯發展相關課程，

以理解並學習處理面臨之處境。四、自我修煉，勇於面對困境。 

本研究期待即將進入教職，或在教職生涯中陷入困頓的教師們，能藉由自我

生命史的探究，從生命的脈絡發現人生的意義，認同從事教職工作的專業角色，

並掌握自我的發展，最終能自信從容面對未知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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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故事匯集而成，故事中充滿著酸甜苦辣的情節，

然而這些故事對每個人來說，其所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影響了之後的人生發展，

各種故事累積，也讓人生充滿回憶。  

  因此，在敘說自己生命故事的過程中，重新跟隨成長的足跡，在文字繕打

中，再次反芻過去種種，檢視曾經出現的人、事、物，從中再次得到新的啟示。  

一、緣起  

大部分的人在就讀小學時，都曾經敘寫過「我的志願」，有些人想要成為

國家重要政治人物，有些人希望能從商並成就一番大事業，有些人則憧憬著演

藝事業，當然也有人對警察、護士、消防員、或者老師等職業，情有獨鍾。  

我自小就希冀長大後能擔任教職，或許是因為原生家庭中的父親擔任公職，

總是諄諄叮囑從事公職的優勢，母親不時在話語中提及，希望家中孩子有份固

定薪水的安穩工作；也或許是求學階段所遇皆為人師、良師，對這份職業的期

待，始終沒有改變過。大學畢業後，經由考試進入當時的師範學院就讀學士後

師資班就讀，並通過教師甄試順利成為教師。  

投入教職工作後，一直與學生互動良好，進行課程時，總是充滿熱情地準

備各項教學活動，熱愛工作與生活。然而卻在教職生涯十年後，開始有種無力

感，發現自己早上進入教室後，笑容減少；對於授課內容與教材的太過熟悉，

少了創新教學活動的動力；每天早上不再期待上班的愉悅與成就感；發現自己

的身體狀況不好……等等。面臨這樣的困境，我捫心自問，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明明已經達成自己人生的理想目標，如今面對工作卻沒辦法快樂。  

我必須要做些努力重新審視自己，找回很愛孩子、熱衷教學活動、與樂觀

堅毅的自己。  

二、尋找癥結點  

（一）教職生涯高原停滯期  

當我順利的修完教育學程，進入教職服務，應該是實現理想，發揮所長的

美好結局。然而經過十餘年的教職工作，對於上課的課程內容熟稔，學生發生

的任何情況處理都游刃有餘，學校行政工作配合意願高，對於教育新知也很關

注，一切穩定發展，看似圓滿的教職生涯。  

這時，卻發現自己對於教育孩子的熱情度降低，課前的預備工作，開始怠

惰；孩子脫序行為，原有的包容和同理心減少，嚴厲責罵。上課就像例行工作，

課程活動進行時，孩子專注的眼神及笑容慢慢失去。我警覺到自己乏力前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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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審視擔任教職的那份初衷，並開始閱讀相關書籍，才發現教師的職業生涯，

並非永久處於特定時期，而是動態、複雜、循環的過程，我應該是進入「穩定

停滯階段」。這份工作是我所喜愛的，我該如何重拾以往的熱忱？如何建構腦海

中的理想教師圖像，突破目前困境？  

（二）對生命與自我的疑惑  

我反思著自己為什麼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目前我內心存在哪些是積極

的？哪些是消極的？從艾瑞克森 (E. Erikson)為不同年齡段的教育提供的理論依

據和教育內容中得知，人生總共分為八個階段，任何年齡段的教育失誤，都會

造成一個人的終生發展有障礙。  

根據艾瑞克森（E. Erikson）（1950）所言，我正值的成年期（25 到 65 歲，

生育對自我專注的衝突），如果能將有限能力發揮其最大的影響力和生產力，將

自己的理念、價值、知識和技能傳給下一代，便能感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反

之，超過能力範圍的關心，「過度擴展」的行為傾向將形成惡性發展，最後可能

拒絕關懷周遭的人、事、物，變得自私自利，只想收穫而不願付出，但卻陷入

越不付出越沒收穫的循環中，畏縮在自己的世界裡，覺得生命毫無意義而感到

頹廢遲滯。  

當我從艾瑞克森的理論中了解這樣的狀況，然而原因需要自己去發現。因

此我開始重新尋找教職專業角色的認同，發現自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設法在

生產繁衍、貢獻自我能力，與頹廢遲滯間找到平衡點，讓目前具有人生經歷與

體能充沛的我，將有限的時間、精力有效地投入教職工作中，並且懂得拒絕不

屬於且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及責任，進而發展出關懷社會的心理力量，才有辦

法再生產與創造，從中感到真正的幸福快樂，人生也能充滿價值與意義。  

三、名詞釋義  

（一）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就是個人出生後的撫養家庭（Anderson， 1987）。

高淑貴（1991）根據家庭形成模式，將其區分為 3 大類：1.原生家庭 (the family 

of origin)。每個人自呱呱落地即為原生家庭的一份子，無從選擇家庭成員關係，

並由父母與家人方面學習、成長。2.生殖家庭 (the family of procreation) ，或稱

「婚姻家庭」。它是因結婚、生育下一代而成為人父人母的家庭，亦即養育子女

並使其社會化的家庭。3.姻親家庭 (the in-law family)。則是婚姻成立後，與配

偶間的家庭成員往來，所產生的第三種家庭。  

薩提爾（Virginia Satir, 1994）認為，「世界上所有有地位，有影響的人都

是從嬰兒時代成長起來的。他能怎樣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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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生長在一個什麼樣的家庭中。」父母是家庭的建築師，身為孩子的領路人和

榜樣，可以幫助孩子樹立自尊。  

原生家庭的氣氛及傳統習慣，父母的思想觀念、性格特點、及行為模式，

都是子女從一出生就開始學習效法的對象。家人互動的關係，也會影響子女日

後在自己新家庭中的表現。家庭成員所作所為，一切確實長期影響著，故要多

認識自己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並了解原生家庭所傳承的元素。  

（二）教師圖像  

從哲學家的思想論述來看教師圖像，例如：Socrates、Plato、Aristotle、

Rousseau、Kant、Hegel、Herbart、Nietzsche、Sartre、Bacon、Whitehead、Foucault

等，他們所提出的教師圖像有：教師是守護兒童善性的生命導師、等待生命成

熟的無私奉獻、生命自由的適度展現、知識分子的「反叛主體性」者、善誘者、

文化工作者、道德教育者 (黃政傑，2015)。這正是我初任教職，所期許自己的。  

教育部（2010）所公布之《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將教師定位成專

業職能工作者，為因應社會新趨勢及學生學習文化的變化，建構整體師資培育

發展圖像，其目標為培育「富教育愛的人師、具專業的經師、有執行力的良師」，

核心價值為師道（發揮社會典範）、責任（致力帶好每個學生）、精緻（用心提

升教育品質）、永續（熱切傳承與創新文化），書中並揭櫫我國理想教師圖像如

圖 1。  

 

 

 

 

 

圖 1 新時代良師圖像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0）。《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14。  

 

貳、文獻探討  

經由研究自我生命故事，勾勒出教師職業生涯發展歷程中，與生命發展週

期息息相關之處，若能滿足自我需求，實踐理想，就是人生最快樂的事。因此

在本章節中，將進一步探討相關理論，以人智學的七年發展論，瞭解其與教師

生涯發展相呼應之處，並進而對教師職業認同，實現自我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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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智學與教師職業認同  

（一）人智學七年發展論  

生命史的敘說是以個體生命的經驗內容與意義為主，重視人類生命個

體生存所處之社會背景與文化情境脈絡。生命的歷程是週期性的發展，瞭

解每個時期發展的階段，就更能認識自我的真實本質。奧地利哲學家斯泰

納對於人類生命的週期發展，在其「人智學」中的詳細說明，讓我更能深

切體悟不同階段的自我發展。  

斯泰納受康德批判哲學、歌德自然科學、席勒審美教育理論、尼采生

命哲學、胡塞爾現象學和基督與輪迴思想的影響 (蘇鈺楠，2007)。1902 年

時，斯泰納將自己的研究與探索命名為「人智學」。依此學說，人具有身體、

靈魂與精神三個面向（陳啟明，2004），藉由引導人認識自己的真實本質（鄧

麗君、廖玉儀譯，1996），人可以發展更高的心靈能力，並達到超覺的智慧。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6 年所舉辦之「2016 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未來」

研討會中，宜蘭縣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中教師王智弘，所撰寫的《邁向

自由的教育：華德福教育的目標與途徑》，詮釋了斯泰納人智學七年發展論。

將人的一生，分為身、心、靈三面向的九個發展階段，伴隨著意識的擴展

與成熟，以及其與生俱來的因緣條件，漸次地發展出身心靈的能力，以七

年為一個階段。相關內容如下表：  

表 2-1-1  

人智學七年發展論各階段  

發展時期  身心靈發展  

0-7 歲  

(物質身 ) 

1. 在規律的節奏下，孩子充分的運動與探索。  

2. 大自然的環境中，自由而充滿想像力的遊戲，以培養意志力  

7-14 歲  

(生命身 ) 

(乙太身 ) 

1. 培養良好健康的生命身。  

2. 帶給孩子大量的溫暖圖像與故事情節。  

3. 培養健康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4. 教師扮演充滿愛與信任的權威角色。  

14-21 歲  

(意識身 ) 

(星芒身 ) 

1. 青春期風暴，青少年需要強有力的支持，對於未來成年後進入

真實世界的渴望與焦慮，也會轉而變得正向而積極。  

2. 對於真理的渴望，透過大量的現象經驗反思與推論，以及人性

經驗的體會與學習，青少年會逐漸發展青少年  

28-35 歲  

(理知心 ) 

1. 確立自己的位置與努力方向，增加專業技能及學習能力。  

2. 以理知心的力量讓情感更成熟。  

3. 33 歲對應 9 歲：33 歲重新評估物質世界的價值。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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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時期  身心靈發展  

35-42 歲  

(意識心 ) 

1. 進一步探求物質世界以外的意義，發現自己下半生的方向。  

2. 重新思考與面對原生家庭的影響。  

 3. 40 歲對應 3 歲：中年經歷的靈魂暗夜。  

4. 42 歲：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交接。  

42-49 歲  

(靈自我 ) 

1. 從實踐天命中知天命，可能達到觀像的意識狀態。  

2. 學習排除外境對內心的影響。  

49-56 歲  

(生命靈 ) 

1. 藉由宗教及藝術，更深入修練自我生命、個性及氣質。  

2. 進入人群，實踐天命。  

56-63 歲  

(靈性人 ) 

1. 從心所欲不逾矩，追尋真正的自由。  

2. 從另一個世界的觀點看事情。  

3. 透過自我、意識心的努力而轉化身體機能為靈性人。  

63 歲以後  1. 布施：行善再入世。  

2. 成美：快樂優雅的生命過程。  

3. 求真：努力實踐堅持到最後一刻  

資料來源：王智弘（2016）。邁向自由的教育：華德福教育的目標與途徑。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6 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未來」研討會論文。以

及相關網站資料（http://rockfly168.pixnet.net/blog/post/79183487 -

人智學生命史圖表）。  

 

 （二）職業認同與人智學  

所謂的職業對 Greenhaus（1989）來說，就是在人一生之中具有連續性的

一個工作。Hall（1976）則認為，職業是專門技術的同義詞，也就是個人認同

並投入的工作。Blau(1985)提出，職業是受過專門訓練的行業。  

「認同 (identity)」，在 Marcus (1992)闡釋為，存在於個人與某特定環境的

一種關係。認同的概念雖已出現在心理學的研究多時，而後才擴展到職業領域

（Leong& Morris, 1989）。特別的是，Holland、Gottfredson 和 Power (1980)提出

構成認同的過程，如同人格發展。  

根據  Hall (1971)的論點，職業認同是個人概念化對於自己職業的工作動機，

另外  London (1983, 1985)將其擴大到工作上，認為職業認同是個人結合其職業，

建立一個緊密的關係，經由對所從事職業的高度認同感才能激發個人對所從事

職業的高度承諾。  

Moore 和 Hofman(1998)指出職業認同是「個體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的職

業角色是重要的、有吸引力的，與其他角色是融洽的」。另外，Ashforth 和

Mael(1992)則認為，「在一個組織中個體具有複合的群體特徵，個體認同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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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工作單位、子單位、組織或是專業團體。」  

由上述可知，職業認同的意義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即是對工作場域的所

有相關人事物，均能熟悉並認可。若此職業為教職，教師對其職業的角色認同，

就是指教師在從事教職活動時，獲得滿足，同時發自內心肯定其價值和意義，

也就是教師職業角色認同。  

人智學生命週期發展到了 35-42 歲這個階段，價值的判斷源自於理知心的

能力，通常會環繞著自我為中心，但能夠明確分辨與抉擇，並確立自己的位置

與努力方向，為個體提供了一個清晰明確的人生目標與價值系統。此時，筆者

對自我的教職角色認同，也需要重新做分辨與確立。  

二、教師職業生涯發展  

每個人生涯發展的詳細歷程不盡相同，但生涯發展階段還是有共同的軌跡

可循。因此可藉由國內外各學者對教師職業生涯所提出的各相關理論，反思自

己面臨的困境為何。  

（一）生涯的概念  

線上字源學字典得知，Career 字源來自拉丁文的 carrus「二輪戰車」，另一

字 cararia 是指「給車輛行駛的路徑」。至 1803 年，career 出現「生涯」的意思。

無論是變動或穩定，「生涯」對個人的前程發展而言，均有跨越「時間」與「空

間」的意涵。（金樹人，2011）  

辭海定義「生涯」為：一個人一生除了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生活的理想和

內容、生存的空間、生活的意志等。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發展、教育的普

及，逐漸變成生活之計，生涯一詞又可稱為「生計」，都含有生活之計的意思（張

添洲，1993）  

舒波（D .E .Super,1976）認為，生涯是統合人一生中的各種職業和生活角

色，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型，也是人自青春期以迄退休之後，一

連串有酬或無酬職位的綜合，甚至包含了副業、家庭和公民角色。Hall 和 Goodale

（1986）則指出，生涯指一個人終其一生，伴隨著工作或職業有關的經驗和活

動方面的態度與行為之順序。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生涯的定義，生涯是人終其一生，跨越時空，所經歷自

我發展，與職業有關的各種學習和行為。  

（二）生涯發展的定義   

生涯發展是個人根據其能力、專業技術與興趣，對職業生涯做出長程發展

的決定，過程中，累積成長、學習和經歷後，調整適應職業生涯。以下為國內

外各學者對生涯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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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國內外各學者對生涯發展的看法  

提出學者  發展階段  任務  

舒波  

(D. E. Super，

1990）  

1. 成長期 (出生至 14 歲 ) 

2. 探索期 (15 至 24 歲 ) 

3. 建立期 (25 至 44 歲 ) 

4. 維持期 (45 至 64 歲 ) 

5. 衰退期 (65 歲以後 ) 

1. 發展對工作的正確態度，並了解

其意義  

2. 實現職業偏好  

3. 統整、穩固並求上進  

4. 維持既有成就與地位  

雪恩  

（ E. M. 

Schein，1978） 

1. 0 ~21 歲  

2. 16~25 歲  

3. 17~30 歲  

4. 25 歲以上  

5. 35~45 歲  

6. 40 歲~退休  

 

 

 

7. 40 歲~退休 (衰退或離

職時期 )退休時期  

1. 成長、幻想和試探期  

2. 初進工作世界、基礎訓練期  

3. 早期生涯時期  

4. 有些人一直停留在此階段  

5. 中期生涯危機時期  

6. A.很多人一直停留在非領導者

的階段。  

B.有些人可能很年輕就達到領

導者的階段。  

7. 個人生涯衰退的年齡不盡相同。 

Hall, D. T 

(1976)  

1. 早期生涯  

 

2. 中期生涯  

  

 

3. 晚期生涯  

 

1. 培養行動技能 (支持 )、專門能力

(自主 )、創造與創新 (處理競爭 )。 

2. 培養訓練和教導他人的能力；更

新訓練和技術的整合；培養對工

作和組織的寬闊視野；支持並設

法解決中期事業前程的壓力。  

3. 透過支持和諮商，整合個人經

驗、智慧，提供別人參考；參與

組織外的活動，重新建立自我並

準備退休。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教師職業生涯發展的理論  

隨著教師職業生涯發展階段的不同，教師所擔任的角色會跟著轉換，所面

對的教學情況也隨之更動，身處階段的教職相關專業知能、需求都不同。有關

教師生涯發展的理論，蔡培村（1996）認為大致可歸納為三個研究理論取向：

週期論（phase theory）、階段論（stage theory）、循環論（cycle theory），茲分

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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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生涯發展週期論（Phase Theory）  

此理論以教師年齡或教學年資作為各時期劃分的依據，依時間順序呈現線

性（ lineal）發展，隨著實際年齡與教學年資的增長，教師的理想抱負、教學士

氣、工作態度與任教意願等也會隨之改變。代表的學者有 Newman（1980）、Vonk

（1989）、蔡培村（1993）等，其理論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1  

教師生涯發展週期論  

提出學者  時期  論點  

Newman 

（1980）  

1. 任教前十年  

 

 

2. 任教第二個十年  

 

 

3. 任教第三個十年  

1. 試圖適應工作型態和環境，教師成就、

滿足感來自學生及家長的回饋，是決定

繼續任教及建立生涯承諾的關鍵時期。  

2. 教師維持穩定的教學職位，接近四十歲

時，有些教師會因厭倦而調遷他校、改

變任教年級、學科。  

3. 對於選擇教師為其職業生涯，稍有「不

滿足感」。年事已高，充沛的活力不再，

對退休問題感到困惑。但處理學生問題

時，則具有更大的彈性。  

Vonk 

（1989）  

1. 職前訓練時期  

2. 入門時期  

（任教第 1 年）  

3. 專業成長時期  

（任教第 2~7 年）  

4. 轉換時期  

 

 

5. 衰退時期  

 

1. 職前專業訓練和師資培育時期。  

2. 學習成為一位稱職的教師、做好班級經

營、精進教學專業知識與技能。  

3. 教學技巧和專業能力的提升、專業知能

的充實、生涯承諾的穩定等。  

4. 某些教師因職務變動、調遷學校、教學

內容改變，需重新調適，此時易產生生

涯危機。  

5. 教師面臨接受衰退至退休前的時期，重

新規劃將來退休後的生涯。  

蔡培村  

（1996）  

1. 適應期 (第 1 年 ) 

2. 建立期 (2~5 年 ) 

3. 成熟期 (6~15 年 ) 

4. 穩定期 (16~20 年 ) 

5. 轉折期 (21~30 年 ) 

6. 後發展期 (31 年以

上 ) 

1. 應依據不同發展時期的專業需求，提供

教師合適的進修課程。  

2. 應詳細規劃教師生涯發展歷程，實施教

師分級制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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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生涯發展階段論（Stage Theory）  

此理論主要以教師的共同心理特徵、態度、需求等作為劃分依據，雖與依

照時間發展的週期論大致相同，但教師發展快慢有個別差異，不受年齡影響。

代表的學者有 Fuller（1969）、McDonald（1985）、孫國華（1997）其觀點如下

表：  

表 2-3-2  

教師生涯發展階段論  

提出學者  發展階段  論點  

Fuller 

（1969）  

1. 教學前關注階段  

2. 早期生存關注階段  

3. 教學情境關注階段  

4. 學習影響關注階段  

1. 師培育期，關注如何成為好老師  

2. 初任教職，關注如何實踐教學原理  

3. 教師關注自己的教學表現  

4. 教師關注學生的需求和學習  

McDonald 

（1985）  

1. 轉換階段  

 

2. 探索階段  

 

3. 發明和實驗階段  

 

4. 專業教學階段  

1. 初任教職，學習摸索基本教學能力，並

做好班級經營。  

2. 應用基本教學知能，有效率地教學，有

技巧的管理班級。  

3. 應用創新而適當的教學策略，積極進修

專業知能，充實自我。  

4. 具有專業知識、能力和技巧，對其他教

師的教學策略進行指導。  

孫國華  

（1997）  

1. 適應探索階段  

2. 學習成長階段  

 

3. 專業成熟階段  

 

4. 穩定停滯階段  

 

5. 挫折衰退階段  

1. 初任教職，適應環境探索教學技巧  

2. 尋求改進教學方法與增進教學能力，積

極主動學習並參與學校事務  

3. 教學工作與班級經營具有成熟的專業

能力與技巧，高度認同承諾教育工作  

4. 維持現狀，不願有變動更換職務或學習

新知能。  

5. 對教學工作有挫折感，無法獲得成就，

萌生離開教職的想法。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3. 教師生涯發展循環論（Cycle Theory）  

強調教師生涯軌跡非直線式或階段式的模式，而是一種動態、複雜與循環

的模式，Fessler(1985)、Huberman(1989)的觀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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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教師生涯發展循環論  

提出學者  發展階段  論點  

Fessler 

（1985）  

1. 職前階段  

2. 引導階段  

 

3. 能力建立階段  

 

4. 投入成長階段  

 

5. 挫折適應階段  

 

6. 穩定停滯階段  

 

7. 生涯低盪階段  

 

8. 退休落幕階段  

1. 師資培育新進教師，或因職務的調整，角色

轉換所接受的再訓練。  

2. 初任教職，適應熟悉新環境，尋求外界認同。 

3. 設法改進教學知能，尋求新的資源和教法，

願意參與學校各項事務。  

4. 教學及行政工作能力水準有效率，接受多元

專業知能，具高度滿足感。  

5. 教學產生挫折與倦怠感，工作滿意度降低，

開始懷疑選擇教職的原因。  

6. 將教學視為例行性工作，對責任範圍之外

的事務被動，不再追求工作表現及專業成

長。  

7. 身心因年齡限制而力不從心，有些教師會

積極正向去面對退休，有些則感覺無奈。 

8. 志願或非志願離開教學生涯。  

Huberman 

（1989）  

1. 生涯初探 (初任教

1~3 年 ) 

2. 穩定階段 (任教 4 

~6 年 ) 

3. 試驗與行動階段  

(任教 7~18 年 ) 

4. 自 我 懷 疑 階 段

(任教 7~18 年 ) 

5. 平 淡 階 段 ( 任 教

19~30 年 ) 

6. 保 守 主 義 階 段

(任教 19~30 年 ) 

7. 撤 退 階 段 ( 任 教

31~40 年 ) 

1. 教學有熱忱，為求生存與適應，遭受現實衝

擊。  

2. 對工作方面負責任並給予承諾。  

 

3. 願意嘗試不同教法與教學策略，從事新的挑

戰，可望提高教學效能。  

4. 面臨「中年生涯危機」，視教學為例行性工

作，又因無法適應改進而產生去留問題。  

5. 對教學工作感到平淡，與學生年齡上有差

距，而漸漸疏遠。  

6. 教師由平淡走向保守，行為謹慎，抗拒革新，

緬懷過去。  

7. 因環境壓力想退休，可能是痛苦的決定。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以上國內外各學者，針對教師生涯發展所提出的不同理論，綜觀來說，教

師在教學場域中，任職同一年段或相同行政工作超過十年以上，對教學相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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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班級經營以及工作內容，已經相當熟悉且處理自如，卻同時面臨職業生涯

高原期，教師此時最需要思考的，即轉換工作項目或再進修，以跨越高原期，

正與我所處的階段相符合。  

三、自我實現與滿足  

（一）Maslow's 需求層次理論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需求層次理論，他

陳述：每個人是統一而有組織的個體，絕大多數慾望與衝動是相互關聯的。若

干不變的、遺傳的、以及本能的生理與心理需要驅使著人類，這是天性，只能

抑制，無法扼殺。（教育百科網站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馬斯

洛需求層次理論）。  

馬斯洛認為，人類的需求是以層次的形式出現的，由低級的需求開始，當

這層得到滿足時，便逐級向上發展至較高層次。所謂層次並沒有確切的界限，

各層次間可能是相互疊合、交叉的，隨著某一項需求的強度逐漸降低，另一項

需求將上升。甚至有些人的需求可能一直維持在較低的層次上，而沒有向上一

層次發展。多種不同層次與性質的需求所組成動機，促使個體發展，而各種需

求間的高低層次與順序，其滿足的程度，將決定個體的人格發展境界。  

由原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將人的需求劃分為五個層次，1970 年新版書內，

又修改新增為七個層次（依金字塔圖形，由較低層次往上到較高層次），研究者

根據其理論整理為下圖：  

 

 

 

 

 

 

 

 

 

 

圖 3-1 馬斯洛七個需求層次  

資料來源：許金聲譯 (2007)。動機與人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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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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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足時，思考

能力與道德觀變

得脆弱。  

覺察到威脅感，不敢表

現自己或與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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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足時，會愛面子、有虛榮心  

好奇、求知、探索、試驗、閱讀  

欣賞美好事物，周遭事物協調有秩序  

各層次滿足後，最後能自我實現、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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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教職生涯高原期的我，對於知的需求、美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

求，正求之若渴。感嘆白雲蒼狗，人事變化，希望能再探索，將美好的事物留

在心裡，以陶冶個人身心，超越世俗價值觀，最終能將個人理想付諸實現。  

（二）羅傑斯的自我實現  

根據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卡爾 ·羅哲斯），美國心理學家

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對自我實現所做出相關論述如下：  

1.  真誠的自我感  

對人性抱持向善的觀點，Rogers 認為，若行為與思想與內心真正的感覺並

行不悖，就會達成一致性，而產生真誠的自我感。  

2.  自我實現  

Rogers 所說的「自我」，就是我們對自己的經驗感受，並將其分成兩個面

相：實際我（actual self，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理想我（ ideal self，我

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從實際我到理想我會是一個向上成長的歷程。  

人類與生俱來就有自我實現的傾向，進而促使個體發展自己的潛能，以維

持或改善自己的生活。一個能夠自我實現的人，接納自己且尊重他人，對於周

遭環境具洞察力及判斷力，處理事務圓融有效率。也就是一個「有自信的人」，

他並非完美無缺，但是不會傲慢或自卑，能夠坦然面對自己的優缺點，遇到壓

力與困境威脅時，能夠理性分析並解決。  

國內學者吳浩平與陳鈺湘（ 2012），對 Rogers 理論中自我實現做出

詮釋： 1.有機體的評價歷程：人天生就有一種「實現」的傾向，可以滿

足我們的目標； 2.價值的條件：當個人發展到某程度後，個人只有在自

己的行為，能夠符合自己內化的價值標準時，才能給自己正面的評價。 

楊國樞與陸洛（ 2005）則提到，自我實現者整體而言，他們是社會

菁英，社會適應相當良好、心理功能甚為順暢。能達到自我實現的人，

對生活經驗具有高度自覺，信任自己，並自由地將直覺付諸實踐，不設

框架的組織經驗，在多變的環境中，應用創造能力與建設性過生活，因

此擁有更寬廣、更多樣豐富的生活，也是不斷實現自我的歷程。  

「 自 我 實 現 」 在 Rogers 的 理 論 中 ， 所 強 調 的 正 是 「 真 實 性 」

（ authent i c i t y），亦即相信自己的判斷，誠實面對自己的想法，做自己

心裡想做的事，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 t rue  se l f）。因此希望真正的自我

實現，必須在心理功能上加強，行為符合自己內化的價值標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AD%B8%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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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我敘說探究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中，先擬定自述者即為研究者，以自身教職生涯所面臨

的問題為研究方向，並蒐集、閱讀相關文獻，暫定研究主題後，選擇自我敘說

探究生命史之方法，著手記錄出世至今之生活經歷，過程中，進一步評估研究

主題的可行性，與修正研究焦點。評估後，即正式訂定主題，並進行相關研究。  

在研究的過程中，積極蒐集與整理相關資料、文獻，同時開始分析與詮釋

自我敘說之生命史資料。資料分析與詮釋期間，研究者不斷與指導老師、家人

討論，以確認資料分析的正確性，同時修正詮釋的偏差，最後撰寫完成本研究

報告。  

透過生命史研究法，探討自身擔任國小教師的生命歷程中，不同階段的經

驗對自己的影響，故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會特別注意，生命中關鍵時間與事件的

意義。研究流程如圖所示：  

 

 

 

 

 

 

 

 

圖 4-1 研究流程（由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自我敘說研究方法與生命史  

「在所有心靈的活動中，最能顯露其中祕密的，是個人的記憶。他的記憶

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阿德勒 (A.Adler，1986) 

分析探究個體的生活故事，是質性研究的一部分，謝臥龍（2004）指出質

性研究強調在互動的研究歷程中，經由思索、反省、批評與挑戰，便能歸納知

識的意義，建構知識的價值。  

本研究採用敘說探究的方法，Oke(2008)詮釋其為一段脈絡、一個情節或一

段有意義的故事，這段故事來自個體對世界的觀點。個體先「聽」到或「讀」

到自己或外界的某些訊息，然後將這些訊息統整後，以「說」或「寫」的方式

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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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er(1986)於《實有的心靈，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

一書中，提出敘事式思考模式（narrative mode）的歷程中，敘事者試著描述某

些經驗的特定事件，同時將個人生活中所經驗過的事物加以敘述轉化

（ transformation），編製成一篇好故事、一篇生動的劇本或一段可信的歷史

（believable history）等。  

Riessman 主張敘說就是一種再呈現（ representations），個人在自我敘說裡，

建構了過去的經驗和行動，用以宣稱自我認同、形塑自我生命，若建構出的生

命故事與一個社群的生命故事相契合，將可反映生命本質的「深層結構」。（王

勇智、鄧明宇譯，2003）  

個人生命史是透過敘說的方式來進行，為敘說研究的其中一種類型，可披

露個人的成長背景、生活經驗、受教育的經過等。Ellis 與 Bochner（2000）說

明，自傳式的書寫及研究類型，能夠聯結個人與文化，展現出多層次的自覺，

將外在的焦點放在個人經驗的社會與文化層面，然後反思內在（ inward）。  

但閱讀個體生命中獨特的生活體驗時，應從不同層次切入變化豐富的敘述

資料中，剖析資料內含的意義、脈絡與感受。因此，藉由論述分析、敘事研究，

有助於瞭解個體與外部環境磋商的歷程（Beauchamp & Thomas, 2009）。  

生命史透過對生命歷程的敘說，將每個事件依時間的脈絡，做縱貫式的排

列，藉由檢視事件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同時處理時間以及個體與社會的議題，

以整體而連續性的方式去思考。運用敘事探究的方式，敘說個體生命史的內在

價值和意義，將人們的生命故事化，對理解自我有所助益，並產生認同、發現

認同，進而採取行動（doing identity work）。因此本研究採用自我敘說生命史

的方式，探討自我在生命歷程中，內在思維的轉變，以及自我對教師角色認同

的重新審思。  

二、定位自我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為資料蒐集的主要工具，亦即是「研究工具」，

由研究者進行觀察、選擇、協調、分析、解釋等工作，而研究者研究技巧、能

力和嚴謹地執行其工作，是質性研究之效度的關鍵  (黃政傑，1996)。  

自我敘說探究的研究者，本身亦為研究對象（自我敘說者），因此，研究

者在資料蒐集、整理、分析與詮釋的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此研究深具

個人色彩，在同一情境中，研究者切入層面若有不同，亦會建構出不同面向的

研究結果。有鑑於此，研究者的個人知識、經驗、理論基礎等實為影響研究結

果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先分析研究者本身的背景，與職涯專業訓練，以確立敘

說生命歷程的一致性與整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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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的背景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主題之內涵，參閱了國內外期刊、論文、專書、網站中

有關網路諮商之論述。其大學階段，就讀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已有蒐集、

整理文件，並著手分析與詮釋的訓練；大學畢業後，進入國立台中師範學院學

士後學分班進修；修畢後，通過考試，擔任教職工作已十八年。工作期間亦參

加多項研習，獲得研習證書，如：資訊語言程式、小團體輔導等，對於教職工

作相關議題相當熟悉，有助於分析與詮釋此研究文件資料。  

（二）質性研究的訓練  

在方法論的訓練上，研究者修習過「教育研究法」、「全人發展與心理衛生」、

「教師專業與靈性議題」等課程，教授縝密規劃課程與教學實務化，實際分析

質性研究蒐集之訪談資料，進行編碼與詮釋，並討論文件信度與效度等等。修

習質性相關課程獲得的啟迪與探究能力，對於研究者在質化研究有非常大的幫

助。  

本研究過程中，以教職生涯為背景，研究者本身為研究對象（自我敘說者），

生命故事的書寫、觀察省思、討論、紀錄、文件蒐集等，過程中經由指導老師

的指正，對於本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  

三、研究資料處理與分析  

  質性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有三種：深度訪談、直接觀察與文件資料分

析。蒐集文件資料的方式取決於研究目的、主題、對象以即可執行研究之領域

範疇等。  

社會學家  J. Lofland 建議在蒐集質性資料時，有以人為導向的四項要求：

1.研究者必須貼近被研究者和其情境，以深入瞭解正在進行的詳情。2. 研究者

一定要掌握實際上情況，以及人們所說的話等，察覺這些事實。3.質性資料必

須要有大量對人們、活動、互動和場合的純粹描述。4.質性資料中，一定包括

從人們所說的話和書面文字的直接描述。（吳芝儀、李奉儒，1995）。  

本研究在以生命史研究的方式來探討國小教師教職生涯所面臨的困境，與

專業角色認同的變遷，因此本研究以自我敘說的方式，輔以觀察與文件分析，

以蒐集具深度的描述性資料。   

（一）  研究資料的蒐集   

關於質性研究資料蒐集包括（何粵東，2005）：  

1. 個人經驗法（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  

由 Clandinin 和 Connelly 所提出的，如口述歷史、照片及紀念盒等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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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收藏、研究訪談、日誌、自傳寫作、信件、田野筆記等等。  

2. 個人自傳與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 / ethnography）：  

個人自傳是書寫生命脈絡，而自我民族誌著重於文化影響個人自我詮釋，

藉此反思兩者之間的關係。  

3. 書寫：  

運用敘說建構文本，詮釋的過程中，增進對自我與他人、內在世界與外在

環境的瞭解。透過書寫，研究者不斷地思考、澄清問題、發現問題並試圖解決

問題，同時也在書寫中檢視自己、覺察自己的改變，並在書寫中留下一路走來

的足跡。  

本研究採取個人經驗法、個人自傳與書寫，三種相關資料的蒐集。  

（二）  資料處理與分析  

McCormack(2000)認為敘事分析的歷程應透過多元透鏡 (multiple lens)來檢

視敘事所獲得的相關資料，並將資料組織成詮釋性的故事，研究者如何詮釋其

自身經驗脈絡，以理論化其經驗。這些過程包括（吳芝儀，2003）：1.研究者要

將自己沈浸於逐字稿與相關文件中，積極傾聽 (active listening)。2.界定故事敘

說者所用的敘事歷程 (narrative processes)，包括故事本身、情節的描述、論證、

增述和理論化等。3、注意文本中的語言，語言不只是溝通真實的方法，更是建

構真實的工具，有助於理解研究對象如何看待自己、關係和所處的環境。4、辨

認文本所產生的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是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立即性社會

情境，及其權力關係。5、界定文本中重要事件發生之時刻 (moment)。例如：關

鍵事件和轉換點。  

本研究進行資料分析的思考和步驟說明如下：1.將蒐集的相關資料，區分

為文字資料、觀察資料、文件與個人家庭照片等不同類別。2.將文字與文件資

料內容不斷的閱讀，且透過觀察資料的輔助比對，將偏離研究主題或較不相關

的議題，刪除或修正。3.文字與文件資料中，常出現的字詞賦予概念性的分類，

並重新閱讀，以發現文字間的重要主軸。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自己生涯歷程依「時間」順序做分期，透過生活歷

程的敘說，將生涯中的每個經歷，放入不同的「時期」脈絡，以探討教師職涯

過程，遭遇之困境與專業角色認同的歷程。  

（三）  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限制  

因本研究中，研究者即研究對象（自我敘說者），身為質性研究的初學者，

對於生命史研究法不甚精專，故研究方法上的能力有所限制，使研究進行中的

敏感度以及研究結果的推論受到影響。雖然研究者修習相關課程，並於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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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試探性研究，與累積相關經驗，但還是有許多不足之處有待學習。研究者在

研究歷程中秉持著嚴謹的態度，盡量避免缺失的產生。  

本研究以生命史研究法進行，而研究對象是研究者的自身經歷。在敘說自

出生至教職生涯之歷程，某部分可能記憶不清楚、或遺漏部分重要訊息，以及

繕打自身經歷時做選擇性的紀錄，或是文字表達無法完整敘說出原意，這些都

影響了研究資料蒐集的完整性。因此，必須不斷的重新閱讀、反覆思索，透過

隨想筆記與反思手札的紀錄，並且與指導老師進行多次對談，由指導老師用更

多的議題來引導研究者敘說紀錄，降低研究限制。  

（四）  研究時間限制  

質性研究因需要較長研究時間進行敘說，因此較易產生的時間限制。本研

究採生命史研究法，必須輔以長時間與大量的文字與文件，才能使研究內容較

趨完整。對於敘說的內容也必須透過多次的重新閱讀與討論，以確保其一致性。

但因為本研究僅能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完成，希望透過期間之研究資料與描述，

來了解研究自身的觀點與思維。  

四、研究信效度與倫理  

（一）質性研究信效度規準  

生命史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在於故事的真實與精確，自我敘說所表達的真

理與真實，不同於一般實證典範所強調的客觀真實或科學真理，因為背後之典

範不同所致。故對敘說分析的信效度標準，應在不同於真實性的概念下重新判

斷。  

有鑑於此，Lincoln 與  Guba（1985）對質性研究提出「信實度」規準，以

「確實性」、「轉移性」、「可靠性」與「確認性」，與實證主義的四個規準相似。

故又於 1989 年提出「信實度」規準，包括「本體的真實性」、「教育的真實性」、

「觸媒的真實性」與「策略的真實性」。（引自潘慧玲，2003）  

綜觀上述，生命故事的自我敘說研究中，雖有日記、個人事件紀錄與照片

等文件資料可提供參考，資料內容大部份還是憑記憶回溯與拼湊。但故事中所

建構的事件，依舊對自我認識、評價及行動產生影響，反映貼近敘說者內心的

真實。而故事內含多重觀點，也可能經由多重詮釋，建構多重真實性。因此本

研究者依據眾學者提出之敘說檢視規準，將以下各項列為檢核方式：  

1. 反覆閱讀故事本文  

運用低推論字眼完成自我生命故事的書寫，透過反覆閱讀其內容，對於研

究主題、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更能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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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撰寫隨想筆記 /反思手札  

撰寫完部份故事，會列印紙本隨時攜帶，平常時間若有任何想法或觸動，

都先記錄在相關字句旁，幫助故事書寫的完整性與連貫性。  

3. 與指導老師討論文本內容  

每當完成部分故事撰寫，便立即與指導老師一同探討內容所呈現的真實性，

透過直接對話，增加對自我的理解深度，有時也會發現內容中包含另一個層面，

這樣的對談交流增強故事的寬廣度。  

4. 指導老師協助討論本研究架構  

設計出研究架構後，請指導老師共同檢視其適切性與連貫性，發現偏離主

題部分，以做適當修正，也讓研究者思考脈絡更為清晰。  

5. 文本試讀  

故事文本完整書寫後，請同事、指導老師與朋友試讀，審視故事的流暢度

與說服力。試讀者回饋指導不妥部分，已做內容上的微調。  

6. 盡量完整呈現研究過程  

對於研究流程與故事文本撰寫過程，以及資料處理方式，研究者盡可能陳

述清楚，已提供未來研究者參考，增加本研究學術實用性。  

（二）研究倫理   

生命史的自我敘說研究過程中，倫理議題都需要被討論（Clandinin 與

Connelly，2000）。本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本身，更應謹慎處理自我與人我之間的

關係。研究者應清楚陳述研究目的、過程與方法，且真心誠意的尊重自己與他

人，不必自己詮釋內容，也毋須代替讀者詮釋。  

由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在自我敘說中的自我披露，易於讓自身與研究者故

事文本中出現的角色，深陷攻擊。因此對於較為隱諱的部分，或是故事文本中

所提及的相關人士，研究者以謹慎的態度來面對，並在能夠完全保護自身的權

益之下將文本呈現。  

肆、  回顧過去  

一、  原生家庭的影響  

我的父親出生於湖南省，民國三十八年跟隨國民政府的部隊來到臺灣後，

便申請退役轉任公務員，接著在屏東受洗成為基督徒。當時父親隻身來臺，一

直期盼能回到大陸內地，與其父母親、姐姐們繼續生活。但隨著時間過去，已

待在臺灣二十二年的父親，終於決定留下來成立自己的家庭，遂透過友人介紹，

與母親結合組成家庭。  

母親為原住民家庭出身，從小生活在屏東山上。其父親為平埔族人，雖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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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職，卻因喝酒誤事，使得母親自小家庭經濟狀況便陷入困難；外祖母為排

灣族與日本人之後裔，曾於日治時期受過教育，婚後，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供給

者。母親家裡尚有一位哥哥、一位姊姊和四位妹妹，因為外祖父母平時為經濟

問題而努力，家中的孩子都是由年長者照顧年幼者，當地天主教會也提供食物

的支援。母親自屏東高農畢業後，因家中經濟拮据，隨即嫁給父親。  

父母結婚後，父親在家中扮演嚴父角色，平時管教甚嚴，同時用他強壯的

羽翼保護我們；而母親就像溫柔的避風港，是我們三個孩子可以依偎訴苦的對

象。家中孩子出世後，全家便住在省府員工宿舍裡，這樣大型員工宿舍的村落，

內部設施與機構都很完善，因此高中前未離開過這樣的場域。  

當時週六下午，家裡會用公務人員補助糧票換得的麵粉，製作一整星期所

需食用的饅頭包子，母親會分配一些麵糰給我和姊姊，讓我們也可以幫忙製作

自己造型獨特的點心。週日則因為父親的宗教信仰，全家都會至教堂做禮拜，

參加主日學活動。遇到國定假日，父親總會安排家庭旅遊，不論是後山健行郊

遊、溪邊烤肉玩水、甚至兩天一夜的輕旅行，都編織我童年時光美好快樂的回

憶。  

父親總是將家庭放在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地位，只要是家庭所需，他便會盡

力達成滿足。即使工作方面需要出差外縣市，只要能在一天之內完成任務，他

一定會趕回家。他的生活非常規律，早起運動、上班、下班、回家養護庭院花

草、晚餐後散步與練習書法。這些生活細節，早已深深烙印我的心中。不過父

親的行事制式化，個性的固執與堅持，管教嚴苛，十分重視孩子的成績，成績

若達不到要求的分數，立即責罵。讓我不知也不敢與父親溝通，對父愛望之卻

步。  

母親則是能夠同理我們這三個孩子的處境，任何大小瑣事，我們三個孩子

總是嘰哩呱啦的纏著她訴說。我們小時候，她常說山上發生的故事，帶我們唱

著歌曲，讓我們幫忙一起做家事。生病或學業遇到困難時，她會先同理我們，

再告訴我們道理。遇到任何事情，她總是很樂觀的，想辦法去解決。讓我也在

後來的人生中，學習用樂觀去面對困境。  

因為安定規律的家庭生活，父母親對於這樣的生活很滿意，都覺得公職對

女孩子來說，是個不錯的職業，於是時常鼓勵我們三個孩子，希望我們也能擔

任公職。  

二、求學時期的生活歷程  

公務人員的家庭雖不富裕，但父母對我們孩子的愛卻是很充足的，陪伴我

們成長的時間很多。  

然而在我國小一年級時，弟弟的出世受到大家的關注，因為對世代單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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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而言，總算為對祖先有所交代了。我卻黯然傷心，次女在父親心中的地

位，本來就不受重視，現在焦點更是轉移至弟弟身上。母親察覺到我的難過，

便一直以自己的例子鼓勵著我，我也將注意力放在學業、繪畫、書法及舞蹈

方面，展現並發揮自己的才能。  

幸運的是國小三個年段的二位級任導師，也都是充滿溫暖與愛心的老師，

對我的倔強固執，總是循循善誘，引導我到正確的方向。對我的好奇疑問，

也總是耐心回答。好老師的典範，讓我從小就希望能與這二位老師一樣，擔

任教職。  

幸福的生活，持續到國中二年級時，因家庭發生變故而有了很大的轉變。

父親發生車禍脊椎受傷而住院，母親則奔波於醫院、家裡兩頭往返照顧。當

父親出院後，因脊椎尚未痊癒，雖仍舊可以工作，但所有家事則由母親承擔，

造成後來母親因為長期的生活壓力，而造成的腸胃機能障礙。雖然歷經中部

多家醫院的醫生診察治療，都無法痊癒，母親甚至已經失去生存的念頭，留

下遺書給我們三個孩子。  

母親的狀況時好時壞，有時候在家靜養，有時候必須住院觀察。住院時，

父親每晚都會在醫院陪伴母親，因姐姐即將參加大學聯考，所以那年高二的

我便開始代母職，洗衣煮飯；母親在家靜養時，需要營養補給，父親照顧國

小的弟弟，我則負責帶母親至醫院打點滴。  

母親後來身體狀況慢慢好轉，父親剛好退休，弟弟剛升上國中，家中經濟

狀況拮据，因此考上大學的我，學習一切自己打理，包括學費及生活費都必

須由打工中賺取。但是父親對於我打工賺錢，所選擇的工作都很關注，他很

明確規定不能到餐廳或 KTV 店當服務生，只能在補習班兼差，或是擔任家教

老師。  

大學念書期間，課業成績與生活自理一切都算順利，但家庭還有些突發狀

況需要處理，如：弟弟的交友情形與課業成績、父親的心肌梗塞住院。然而

我始終相信事在人為，只要好好面對，都能處理得宜。  

人生中最大的打擊出現在讀大學四年級下學期，父親因長期咳嗽，痰中出

現血絲，到醫院進行檢查後，竟發現已肺癌末期，陪伴父親做檢查的我，聽

到醫生這樣宣告時，腦袋中一片空白，不知道怎如何跟父親說明，也不敢跟

身體孱弱的母親商量，加上弟弟就讀高中一年級，還處於懵懂無知，只能跟

姐姐討論該如何處理。  

父親知道自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卻始終不肯相信是癌症所致，但隨著症

狀越來越嚴重，父親也瞭解到病情的惡化，此時宗教的力量支撐父親接受這

樣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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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寧病房的期間，我與姐姐輪流在醫院照顧父親。看著以往如同巨人般、

始終保護我們的父親，日漸消瘦。夜晚則因呼吸不順暢，睡眠經常斷斷續續。

即使如此，他堅持不讓我們服侍其擦拭身體與上廁所，更讓我心疼，因為這

樣的日常生活行為，他是需要耗費很多力氣去完成，看到以前始終盡心保護

全家的父親，竟變成如此，驚覺、感嘆人生的脆弱，與人世的白雲蒼狗，是

無法掌握。  

直到末期，他交代我們，若是昏迷不要急救，不要再讓大家痛苦難過。我

們便尊重他的想法，讓他離開。  

在人生最無憂無慮的單純學生期，我已經開始學習去面對人生該有的生離

死別，所有未曾遇到的問題，在當時，都只能努力去解決、去學習。也體悟

到「天助自助者」的真正意義，相信肯與困境搏鬥，會有所謂的「貴人相助」。  

三、教職生涯  

大學畢業後，先經由考試，進入臺中較育大學進修，修畢相關課程學分與

實習課程，即通過考試順利進入教育界教書，也實現我從小到大的願望。  

從事教職之始，是擔任低年段的導師，剛從幼稚園升上國小的孩子們，的

確需要很多的包容與耐心，新的環境（軟、硬體）、新的學習，要培養孩子們的

安全感與信任，這些正可以應用我從以前的老師身上所學習到的。  

熟悉課程與工作內容（班級經營）後，對自己有很多的期許，在教學上也

採取創新教學，這時期，「工作」對我來說，只要踏進教室，就有莫名的開心與

興奮，總是充滿活力去面對。  

但歷經了十餘年的相同工作，對於課程教學與班級經營的各項方法，都已

運用自如，慢慢地，到學校工作時，減少了笑容，也覺得這些已經內化的教學

方法，就像是例行公事，失去熱情去創新。上課，以往總是開心的，現在對我

來說，不再是最快樂的事情了  

這時期，很多事情開始慢慢醞釀發酵，學校發生了同事對我積極設計課程

內容的不認同；日常生活中，登山山友的八卦流言，造成朋友的疏離；身體狀

況每況愈下，經由檢查，得知有先天部分缺陷，造成呼吸不順與背部疼痛的困

擾。  

在最無助孤獨的時候，對人生開始絕望，我不斷地在腦海裡便反覆問自己，

「我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這人生就是我要過的，怎麼可以這樣就算了呢？」、

「難道我就這樣讓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讓錯誤的事件存在影響嗎？」我抱著

「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想法，決定要從谷底爬起，不論遇到什麼困境，就是要

面對，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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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轉念，尋找自我  

曾經對自己有懷疑，有失望，好像在死胡同裡轉，沒有出口，但有些突發

事件發生後，我學著去更深一層思考，尋找人生的意義及自我。這時期，不順

遂的我開始思考，人生存在的意義為何？  

在物質世界中，佛教認為人可以分成物質我、社會我、心裡我，對應到人

智學中三位一體的身、心、靈，或是四位一體的物質體、乙太體、星芒體、自

我體。不論是哪一種分類，人生本來就有各種不同外務及內在情緒，也會經歷

很多挫折與困境，雖然一一解決，但這樣交錯相互影響，而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四十二章經》中佛祖簡單明瞭的描述，「人生只在呼吸之間。」，人生歷

經過挫折打擊，生離死別，都是在呼吸之間。所以每個人到這世界上，其生命

出現的事件，都有其存在意義，也是對生命的一種考驗。人原本就會有自我療

癒的潛能，但有時候壓抑累積負面能量，在不自覺的狀況下，成為一種傷害！

所以我認真地正視自己，「我是誰？」，要找到答案，就從最簡單、最貼近自己

的日常生活開始改變。  

對照有關人智學七年發展論各階段之表 2-1-1，研究者年齡正值第六與第

七個時期：35-42 歲 (意識心 )與 42-49 歲 (靈自我 )的階段。回想筆者自 35 歲後，

便對物質世界以外的部分感到興趣，開始學著放下將工作擺在第一位的忙碌生

活，利用假日走向大自然，進入山林與之對話，享受陽光溫暖、微風輕拂、花

草樹木的清香與翠綠、時空的凝結，打開自己的感官知覺，仔細聆聽到自己內

心的想法，從新、從心學習。  

大自然修練自身的感官知覺，體察到細微的變化，使得感官知覺更為敏銳。

登山過程中，靜謐的山林，讓身心靈放鬆，更易於探索自己內心最深處、獨一

無二的部分，明顯意識到自己身為「人」的特別，也開始反思檢討過去的經歷。

單純的思緒，想法更容易判斷與聚焦。讓我重新看到當時選擇教職的初衷。  

研究者藉著探索內心世界，重新審思自己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父母親

的價值觀與思考模式哪些部分傳承給研究者，而原生家庭的結構與家庭成員變

動，影響研究者必須做出的改變。  

五、教師專業與靈性課程的引導  

（一）發想  

大學剛畢業時，因為家中經濟拮据，必須先選擇工作。但是在一般社會觀

念覺得心隨身軀的衰退而減弱的 42 歲時，考上研究所就讀。我相信活到老、學

到老、做到老，自己可以跨越身體的限制，提升自己的精神狀態。面對於「靈

性課程」這一門課程，如何在心靈中找尋到自我，同時提升教師專業，正是我

想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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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索自我  

李安導演拍攝在 2012 年上映的「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裡面的那位少年，

讓我心有戚戚焉。他的故事像是東方版的《奧德賽》（The Odyssey），尋找自我

的過程，就是一場冒險，PI 在大海漂流中，Richard Parker 這隻孟加拉虎與他相

伴，這隻老虎所隱喻的是 PI 的本（獸）性，但 PI 也感恩有這樣獸性的本我在

旁邊，他才得以時時警體自己，不受困難挫折挫敗與名利貪念的誘惑，最後才

能找到自我，在這場漂流中存活下去。  

我所經歷的人生，就像 PI 的奇幻漂流，充滿著考驗，讓我能反思人存在

的價值與意義。在探索自我、找尋自我的過程中，我常執著在尋找出一個人生

的答案，於是就讀研究所時，就決定修習相關課程，做深度的了解。  

2.靈性課程對教師的重要性  

教育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師的責任不只是傳授教科

書上的知識，對於引導學生如何去生活這部分，才是影響最大的。  

藉由這樣的課程，提升自己的心靈層次，接受自己所有一切好與壞，還能

更深入理解孩子在不同階段的成長過程，以輔助孩子發展出自我意識。  

（二）課程探索期  

進入研究所可以學習更廣更深的知識，發現到與大學不同的課程可以選修，

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般的好奇，想探索每個不同課程，尤其是與心理學相關的

議題，於是選修了「靈性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  

1.心靈層次提升  

課程設定要以照拂自己的心靈為主，「Care of the Soul」。在書本內敘述到，

人生成長不是線性成長，而是階段性完成，再接續往下個階段發展，如果正視

心靈的健康，讓自己充滿活力，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幸福。抱持這樣的想法，

我們開始了幸福之旅。  

2.學會駕馭自己  

學期課程進行中，老師提供很多實用的資料，但是上課期間，同學的缺席

與課程失焦，因此老師便帶入人智學的理論，從「馬」的概念出發。先認知馬

的外觀、馬的習性，蒐集相關資料。接著讓我們近距離觀察馬，與馬互動，甚

至駕馭牠繞馬場一圈。  

在過程中，老師藉由大家用外顯的體驗與馬互動，實則試著讓大家能駕馭

自己，真正回歸課程中。果然在這次活動後，教室上課情況大為進步。也讓我

理解到在教學過程中，班上的孩子也必須學會駕馭自己，才能在教室中真正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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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穩定發展  

自己身為教師，每節上課要清楚掌握孩子狀況，是投入，還是分神。如果

能讓孩子穩定在課程中學習，會是最有效的學習；如果必須花費力氣時間在將

「另一間教室」的孩子拉回，可能無法達成學習的目標。  

1.學習聚焦  

在學習駕馭自己的課程後，大家也都開始「真正」投入到課程裡，讓思緒

的聚焦在課堂教授的內容中。同時讓有些還不穩定的思緒，也慢慢跟著我們進

入同一場域。在此課程中，我學習到另一種讓孩子的心回歸教室的方式。  

2.愉悅的流動（ flow）  

上課過程中，除了讓學習聚焦，在課程進行中，將深奧難懂的人智學相關

資料，是經過師生討論的方式，互相交流、互相學習、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愉

悅的學習情境，增進學習效能。  

經過心靈課程的洗禮，不但讓自己越來越能掌握自己，也將課堂上所學得

的相關教學方法，應用在學生身上。  

伍、展望未來  

透過自我敘說生命史的研究方式，生命故事解構與重構，指導老師、學校

同事、與周遭親友透過傾聽，引導研究者（自敘者）去書寫並傾聽自己的故事。

當自我聽懂自己的故事、接納自己的故事，便產生療癒力，進而探照出生命故

事中的意義和復原力。研究者將其整理成以下四點，提供從事教職卻在高原期

徘迴，以及正在尋找自我的教職人員參考：  

一、原生家庭對於其子女的影響  

許秀美（2008）將原生家庭的影響，分別以三個複製過程（copy processes）

呈現：（一）再現（ reenacting）：我們長大後所表現的行為，正像原生家庭裡的

某位親人所對待我們的行為。（二）重複（ recapitulating）：長大後，我們允許

別人對待自己的方式，就像原生家庭裡的某位親人所對待我們的方式。（三）內

化（ introjecting）：由於小時候受虐所造成的低自尊，內化而形成日後的性格特

質。譬如小時候覺得，被打，是因為我不乖，及長內化後，總覺得自己事事不

如人，缺乏信心，討好別人。  

原生家庭所帶來正負兩面的影響，每個人在與原生家庭的互動中，會產生

自我理智與感情的區分能力，個體內在同時會有兩股自然的力量：「個別化」

(individuality)的力量，促使個體在心理上與家人有所分離；另一是「一體性」

(togetherness)，促使個體在心理上和家人有所關聯。良好的自我分化，即意謂

此兩股力量的均衡（Bowen，1978)。孩子幼兒時期的學習都來自於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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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性格、行為習慣、思維方式都是從原生家庭而來的。孩子會從父母的行為

中學到很多東西，並且逐漸被同化。  

研究者的家庭背景中，父母親的個性與待人處世方法，也影響了研究者本

身。父親的堅毅，讓研究者在後來人生中遇到困難，也都能堅持去做不被打倒；

父親的嚴格管教，讓研究者有時候對自己會沒自信；母親的樂觀與愛，給予研

究者在家庭或人生境遇中，很多的支持，也很樂觀地去面對；父母的期盼，研

究者的確在職業選擇上也如其所願。  

在撰寫個人生命故事時，藉由書寫、隨想札記與不斷重新閱讀，探索自己

所經歷的過程中，覺察到自己如何傳承了原生家庭所給予的生活習性與價值觀，

同時也接納了曾經在生活上所歷經的一切困難。研究者在人性層面上重新省思

與父母的關係，感受到父母親更多的愛、尊重與包容。  

二、面對停滯高原期，重啟對教職的熱情  

（一）教師自我理解並解決其發生原因  

職涯高原現象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教師應該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找出

自己出現「高原現象」的真正原因，有效解決，以繼續教職生涯的專業發展。

閱讀相關文獻資料，並敘寫自我生命史後，研究者找出自己所面臨的教職生涯

發展階段的困難，理解自己對學生與教學的熱愛，以及家長與學生給予回饋時

的成就感，於是靜心重新審視自己教學歷程，並從中發現自己內心所需。  

（二）善於充分利用周圍資源  

在教育活動的過程中，教師擔負了教學專業與教學倫理的責任，是教育成

功的關鍵。在教職生涯中，因社會變遷、科技進步，仍要不斷地自我充實，《禮

記．學記》提及：「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

然後能自強也。」教師要自許為終身學習者，教學過程才有教學專業的表現，

也能在其中獲得肯定與自我滿足。  

教師的發展取決於自我期許的促成，教師周圍有許多可以利用的有效資源，

可積極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例如：繼續進修、與同事間對話探討、參加各項

研習，從中獲取新知，得到資深同事的寶貴經驗，便能盡快跨越高原期。  

（三）提高自我省思的能力   

蘇格拉底曾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禮記中庸：子曰：「射

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古今中外都有自省、反求諸己的傳統，這與佛法不外求，向內看，有異曲

同工之妙。最後了解，要找到自我，就要往自己的內心尋求，對自己的行為思

想時時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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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進入高原期或正處於高原期的教師，應該積極自我省思，並寫成隨想

筆記，才能由細微之處覺察到自己的工作情況，也能有效處理高原期的困境。  

三、師資培育的課程修習  

師資培育的職前教育課程中，列入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

教育實習課程，需修畢規定課程，並成績及格者，發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待通過教師資格檢定後，給予合格教師證書。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得依

個人志願選擇參加各縣市或各校辦理的教師甄試。甄試錄取，經各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以獲得任教機會。  

近年來，雖已有多所大學，將教師職業生涯的認知與規劃課程列為職前教

育選修課程中，但對於即將進入教職的師培生來說，應該深入瞭解自我生涯規

劃，認識教師職業生涯的發展週期，並透過對職業的期望、抱負，「向內看」自

己的人格類型及「向外看外在世界的變化」，把自己放在最適當的位置，才能促

進自己生涯成熟及生命的圓滿發展。即使爾後在面對教職生涯高原期時，也能

順利跨越。  

認知到生涯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於 106 年 6 月 1 日臺教師 (二 )字第

1060076930 號函中規定：105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必須於職前教育課

程 (含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 )修讀職業教育訓練、生涯規劃相關課程

並成績及格。已將其列入必修課程。  

四、自我修煉  

另外經由人智學了解生命史的發展，時間卻不停留，每個周期沒有真正完

成該時期的學習，該怎麼去修補沒完成的部分？可以藉由訓練自我的過程去完

成。  

1 .專注思考：  

物質世界越來越多的訊息量，讓我們思考不斷跳動，無法專注思考。我們

要用意志力貫注思考，讓思考純一，當思緒能盯在同一目標時，才能深入思考。  

2 .執行意志：  

用內在的思考，控制行為。通常想像與實做會有很大的落差，人下定決心，

有時卻又很難實行。要即知即行，其實是需要鍛鍊的，練到意志力能貫徹，心

魂的力量才能出來。  

3 .沉著冷靜：  

不論外界發生何事，都可保持內在穩定，就是不讓自己的情緒，在第一時

間發出，而是經過內在心魂吸收、消化、沉澱、深刻的體驗後才決定如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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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經過自我調節、把關及篩選。所謂的三思而後行。  

4 .積極正向：  

通常我們都會先入為主、以偏概全，甚至有刻板印象，只看到自己想看的，

對於不喜歡的，就不太去接觸，更不用說探究其價值。要鍛鍊自己面對自己的

缺點，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不受好惡影響判斷事情、不讓情緒拉走思考。  

5 .開放接受：  

練習傾聽，把先入為主的觀念放下，先聽聽看對方的內在道理，再判斷。

要訓練自己對於已經聽過、接觸過，或者尚未接觸的觀念、狀況，都能先放下

成見，專心的聽及探索，對於各種可能，保持開放的態度。  

6.和諧建構：  

將這些練習方法適當、和諧地安排於日常生活中，讓修行與生活並行不悖，

有次序且持續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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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a teacher about twenty years, the narrator is forty now and should have 

been no suffering from perplexities. It seemed that everything was making steady 

progress.  In fact, the uncertainty of life confused the narrator. The narrator was 

facing a dilemma in her job. For this reason the narrator began to think: How to 

keep holding on her way in the future? How to get her vitality back? And how to 

increase the perceived value in her life?  

Through self-narrative, the narrator keep reviewing everything which the 

narrator experienc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dviser and the narrator discuss about 

how to construct what the narrator is. I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collected, the narrator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teacher the narrator truly want to be. 

In this study, the narrator find teachers commitment.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hich are shown as follows: 1. Protosomatic 

family influences the children’s characteristic. We should learn to take the rough 

with the smooth in our family. 2. In career plateau, we should introspect ourselves 

and find our original purpose again.  Then resurgent your passion for teaching, 

and recognize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teachers again.  3.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should offer teachers more completely. And teachers must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4. You can do self - cultivation of the mind and 

morality lesson in your daily life. Then we can face the difficulties head -on. 

Basing on the conclusions, the narrator hope the suggestions for being a 

teacher or teachers who have their back to the wall in their career plateau, could 

provide them ways to realize the context of life and master their own future.  And 

they could recognize the professional role of teachers .  At last, they can face to 

the unknown cal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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