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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與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
心理特徵：
(1)
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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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樞在其有關人類基本需求的「雙 Y 理論」中，曾提出有兩
種自我實現的看法，並分別稱為「集體主義的自我實現」與「個人主
義的自我實現」。他認為儒家文化圈內的東亞國家或地區（如中國大
陸、台灣、香港、日本、韓國）之人民的自我實現應屬前者，基督教
文化圈內的美歐國家或地區之人民的自我實現則屬後者。又，從楊國
樞之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對比觀之，集體主義的自我實現應是社會取
向的自我實現（可再分為關係取向、家族取向、及他人取向三種次級
自我實現）；個人主義的自我實現實則是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
楊氏在其雙 Y 理論中，曾指出兩類自我實現在以下三方面顯著
不同：(1)所實現之自我的性質或內涵不同，(2)所採取之實現方法或
途徑不同，及(3)實現自我的目的不同。除此之外，還應再加上第(4)
項，即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所形成之心理與性
格特徵不同。
本研究即就第四項的差異，從事系統性的概念分析，進而編製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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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兩種自我實現者之心理特徵的正式工具。有了兩類自我實現者之心
理特徵的理論架構與測量工具，未來乃可分就兩者從事系統性的實徵
研究。
本研究以台灣與大陸的大學生及社會成人作為受試者，主要目的
在建立測量兩類自我實現者之心理特徵的新工具。現已完成概念分
析、題目撰寫、樣本施測、項目分析、題目選擇、及其他相關分析。
關鍵詞：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
理特徵，概念分析，實徵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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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在個人主義當道的西方社會中，自我問題是歐美心理學（特別
是美國心理學）日益重視的研究課題。就美國心理學而言，有關自
我問題的探討，主要是集中在自我知識、自我歷程、及自我評價三
大方面，尤以自我概念（self-concept）（屬自我知識）、自我一致
性（self-consistency）（屬自我歷程）、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or self-realization）（屬自我歷程）、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屬
自我評價）、及自尊（屬自我評價）五者的研究最受重視。其中，
自我實現雖然主要是一種自我歷程，但也兼有自我概念與自我評鑑
的性質，因為自我實現必須先要有清楚的自我概念，充分的自我一
致性，及足夠的自我接受與自尊。由此觀之，自我實現可說是集自
我各方面之大成。

（一）西方心理學中的自我實現者
在西方心理學中，自上個世紀初葉以來，有系統地探討自我實
現問題的主要是心理分析學者、機體論（organismic theory）者、及
人本心理學者。心理分析學者中正式討論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
者是 Carl Jung（1916），他認為 self-realization 是指人之整體人格
的（total personality）最充分而完整的分殊化（differentiation）與最
和諧的融合。此外，Afred Adler、Karen Horney、Erich Fromm、Kurt
Goldstein、Gordon Allport、以及比較晚近的人本心理學者如 Carl
Rogers、Abraham Maslow 有關自我實現概念的論述，在本期上一篇
論文《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概念分析與實徵初探》
中，我們已做了相當詳盡的回顧與分析，在此不再贅述，請讀者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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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前文。以下僅就與本文主題最為相關，且在上一篇論文中不及詳
述的部分再做補充，以利讀者瞭解本文後續的開展。
簡言之，在西方人文思想，尤其是人本心理學的理論中，自我
實現被視為是所有人皆有的內在潛質，雖然外在因素可能會限制或
壓抑它，但自我實現的追求終究是人生最重要的動力與最終極的意
義所在，也只有當一個人充分發展並實現了其潛能時，他才達到完
全的心理成熟（Maslow，1968）。自我實現所指的，不僅是將潛能
展現出來，更要使其擴大、提升、發展到顛峰圓滿的狀態。不管自
我實現的傾向是生物的或心理的，也不管理論家所強調的是自我實
現的過程或結果，其背後所依憑的人性觀都是相同的：人的本性基
本上是好的、善良的、理性的。
本文所報告的研究屬心理學的範疇，關注的焦點其實是自我實
現者的心理特徵，當然自我實現「觀」中所隱含的人性觀也是須先
釐清的哲學預設。Maslow（1970）有關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研
究廣為後世學者所援引，但他自己坦言這項研究其實並不是很常規
的，它沒有事前的縝密計畫，也不是公開的正式研究，而是始於個
人好奇的初步探索。Maslow無意藉此展示或證明什麼，只在啟迪自
己。這項非正式且極具私人性質的探究持續了一生。或許研究設計
有諸多瑕疵，但Maslow以臨床取向所做的努力，卻為他自己和後人
提供了豐富的洞識和靈感。Maslow（1970）的研究對象包括歷史和
現世的名人，他的朋友與相識，也包括他設定為較健康的大學生（健
康狀況最佳的 1%），收案的條件有積極、消極各一項，積極的條
件是：「能完全且充分地發揮天賦、才能、潛力等」（頁 126）(2)，
這也是Maslow對「自我實現」的寬鬆定義，其內涵頗接近尼采的名
言「成為你自己」（Become what thou are!）。至於收案的消極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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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沒有精神疾病，精神病型人格，或任何這方面的傾向」（頁
126）。Maslow並未發展任何標準化的評量工具，而是依據他的臨
床工作經驗，緩慢而審慎地形成對研究對象的整體印象，並以此為
據，歸納出 16 項獨特的心理特徵：
(1)有效的知覺現實：自我實現者能敏銳地偵測人性中的虛假和
偽善，通常能對人做出相當準確的判斷，而這樣的判斷完全
基於對客觀現實的覺知，而非一廂情願的偏見或期望。
(2)對自己、他人及自然的高度接納：自我實現者能全然地接受
自己的本性，包括所有不盡完美之處，而不覺得焦慮、羞恥
和罪惡；他們對別人也表現出一樣的接納與包容。
(3)高度的自發性、單純性、及自然性：自我實現者在行為上常
表現得自動自發，在思考與心智活動上更顯得不受羈絆；他
們舉止自然率真，絕不矯飾，卻顯得品味卓越。
(4)問題中心而非自我中心：自我實現者非常關注自身以外的問
題，他們有強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會以造福國家社稷乃至
全人類為志業，而非只關注一己之私。
(5)超然與追求個人隱私：自我實現者能自在地獨處，適時適度
地與紛擾的世事保持一種疏離的姿態，也能冷靜泰然地面對
人生起伏，始終保有尊嚴。
(6)高度的自主與獨立：自我實現者能獨立於他們的物理環境和
社會環境，面對挫折也能屹立不搖，自給自足地奮發圖強。
(7)以好奇的眼光欣賞人與事，以及豐富的情緒反應：自我實現
者能以童真的心去欣賞生活中的每件平凡之事，發現其中的
美與快樂，感受驚異與狂喜，正是這份純真，使他們永存感
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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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擁有深刻的神秘與靈性體驗：這種神秘的主觀經驗在自我實
現者中相當普遍，例如感受到天地無限，既覺得自己融入宇
宙之中而力量非凡，也驚覺到自身在天地間的渺小無助，時
空消失，狂喜與敬畏充盈心中。與其說這是一種自我的失
落，毋寧說這是一種自我的超脫與蛻變。
(9)對人類全體的認同感與兄弟之愛：自我實現者有著深切的對
人類的認同、同情與關懷，並真誠地願為全人類付出心力。
(10)與少數至親好友的深刻親密關係：自我實現者擇友審慎，
他們雖會善待每個人，但通常只有三兩個知心好友，可謂
知己不在多，在乎交情深淺也。
(11)民主的性格結構：自我實現者是民主精神的實踐者，他們
不以階級、教育、信仰、種族取人，不恥下問，能以人本
主義的情懷，尊重每一個人。
(12)明辨目的與手段：一般而言，自我實現者關心目標遠勝於
手段，但他們也總能將一般人視之為「工具」之事當成「目
標」本身，如發現工作本身的樂趣，而非視工作為謀生的
手段。
(13)富有哲理而不帶敵意的幽默：自我實現者的幽默直指人生
的弱點，富含哲理卻不傷人，博君一笑，但發人深省。
(14)童真般的創造力與創意：自我實現者較不受約束和羈絆，
較不被常規舊習所限，故能更自發、更自然、也更人性地
揮灑創意。
(15)抗拒文化教化與壓力：自我實現者能抗拒文化的塑模，保
有一種內在對文化的疏離；他們遵循常規，不標新立異，
但在享受人生的同時，更關心文化的提升與深化；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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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獨立的，依自己的準則生活，而非聽命於社會的規範。
(16)超越環境：自我實現者絕非消極地順應環境，而是力圖超
越、改造環境，並在此奮鬥過程中充分實現自己的各項潛
能。
自我實現者並不一定具有上述所有的特徵，他們也並非完人，
但他們的缺點比一般人少；整體而言，他們是社會適應相當良好、
心理功能甚為順暢的社會菁英。
Rogers（1951）以其豐富的臨床工作經驗，萃取出他心目中能
充分發揮功能的人應具有的要素：
(1)對所有經驗的高度自覺：對經驗的開放度正與自我防衛相
反，個人能「活在」每一種經驗之中，不斷地從防衛的一端
移向開放的一端，這正是「好生活」的重要內涵。
(2)每時每刻都活得充實且完整：這種「活在當下」所指的是突
破框架，不用預設的結構去組織經驗，而是在經驗中「發現」
結構，儘可能去適應、去展現一種流動多變的自我與人格的
組織。
(3)信任自己的有機體：「跟著感覺走」，實則是在任何處境中
達到最佳適應效果的不二法門，直覺常是行為最有效的導
引。
(4)真正的自由感：能自由地選擇，能有效地將選擇付諸實踐，
是「好生活」的必備要件。
(5)有創造性：有創意的人能建設性地過生活，在多變的環境中
可充分展現適應與生存的能力，他們是人類演化發展過程中
最有適應力的先鋒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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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擁有充實、興奮、有酬賞、有挑戰、有意義的生命經驗：這
是一種更深厚、更寬廣、更多樣更豐富的生活，這是一種不
斷實現自我潛能的歷程，更是一種全心全意投入生命的姿
態。
Rogers 所強調的其實是「真實性」（authenticity）這一價值，
即相信自己，誠實面對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出真正的自己（true
self）。
Allport（1961）也論述過「理想人格」（ideal personality）或
「成熟人格」（mature personality），視之為人類發展的極致與最
佳狀態，十分類似人本心理學者的自我實現概念。在他看來，成熟
的人或理想的人應具有以下特徵：
(1)自我的延伸：人的自我界限會隨著身心的發展及社會參與的
增加而不斷推展。人若不能在自身之外發展出深刻的關注，
則無異是生活在動物的層次。一個成熟的人能真正地投身人
類某些重要的活動，並藉此找到人生的方向。
(2)與他人建立溫暖的關係，親密、溫情、及包容：社會適應良
好的成熟人格必須同時具備兩種相當不同的愛的能力，一為
親 密 （ intimacy ） ， 不 管 是 親 情 或 友 情 ； 另 一 為 博 愛
（compassion），這是一種對人的尊重與關懷，不侵犯、不
佔有，不獨斷，不挑剔。親密與博愛都不會成為別人的負擔，
也不會侵犯他人的自由，這樣的愛才是真正人文情懷與民主
精神之所在。
(3)情緒安全感，即能自我接納：成熟的人不會對欲望過度反
應，而淪為七情六欲的奴隸；成熟的人有純熟的情緒管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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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懂得中道與自持，能適時、適地、適法、適度地表達情
緒，同時又具備強韌的抗壓性與挫折忍受力。
(4)對自己與外在的世界有現實的知覺：成熟的人有絕對的現實
感，他們毋須扭曲現實來滿足自己的幻想。他們不僅能有效
地認知現實，也有足夠的努力去解決實際的問題，更能沈醉
於自己的工作和活動之中，並找到人生的圓滿。
(5)自我客體化，即對自己有清楚的了解或洞悉，並保有幽默
感：正如蘇格拉底所言，好的生活奠基於「自我瞭解」
（know
thyself）。有了深刻的自我洞識，便能調侃自己，同時接納
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幽默：笑天下可笑之事，愛天下可愛之
事。
(6)有統整的人生哲學，即一套清晰明確的人生意義與價值結
構：這樣的人生哲學不一定是宗教性，但卻能指引人生的方
向，當作是非判斷的準則，也能彰顯一個人的自我形象與認
同。
不難看出，Allport 所描繪的理想人格與 Maslow、Rogers 所型
塑的自我實現者十分類似，三人皆強調知覺的現實性、自我的獨立
性、關係的親密性、經驗的完整性、心智的自由性、及心靈的超越
性。
Richard Coan（1974，1977）是少數不僅對理想人格進行統整
性理論分析，更付諸實徵研究的心理學者，他稱理想人格為「最佳
人格」（optimal personality），意指一個人的功能達到了最高的水
準。Maslow 對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分析主要依據其對歷史名
人的傳記研究，以及對朋友、相識與優秀大學生的觀察分析。Coan
卻力圖以量化分析法來尋找他所謂的「最佳人格」的共同向度。他
79

本土心理學研究

的研究方法是對 361 位美國大學生分多次施測一套共包含八大部分
的問卷，歷時 6 小時方能完成（Coan，1974）。這八大部分的問卷
所測量的都是 Coan 綜合各家之說後，認為與「最佳人格」有關的
構念，現分述如下：
(1)現象的一致性（phenomenal consistency）：意指能有系統地
將對自身與對環境的體驗組織或「結晶」成穩定且獨特的模
式。
(2)認知效率（cognitive efficiency）：意指個人的心智功能。
(3)控制感（the experience of control）：意指個人能主動選擇，
有效掌控其自身及所處的環境。
(4)意識的範圍（the scope of awareness）：意指個人對各種經
驗的開放度。
(5)時間的體驗（the experience of time）：意指時間的定向。
(6)一般的信念與態度（general beliefs and attitudes）：意指個
人基本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7)現實感（reality contact）：意指現實的思考或整體的現實性。
(8)自我概念（self-concept）：意指對自我的整體觀感。
這套冗長的問卷共測量了 123 個相關的變項，經斜交轉軸的因
素分析後，共得到 19 個因素，次級因素分析又將這個數目降為 7，
分別是：(1)局限的或流動的定向（restrictive vs. fluid orientation），
(2)一般的不適感（general discomfort），(3)不加批判的開放性
（uncritical openness），(4)精緻的開放性（refined openness），(5)
穩定性（stability），(6)一般的智力（general intelligence），及(7)
表達性（expressiveness）。至此，Coan 不得不做出結論：並無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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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支持理論家所描述的人格統整、自我實現、或心理健康所具有
的單一向度。易言之，要充分涵蓋上述構念的理論內容，必須採用
多向度的模式。雖然 Coan（1974）工程浩大的實徵研究，並未讓
他從所探討的 135 個變項中因素分析出簡單而清晰的結構，來統整
前人的相關論述，但他還是以理論分析為主，參考因素分析結果，
提出五大類人類實現的方式（mode of human fulfillment），或最佳
人格的特徵（Coan，1977），分別是：(1)效率性（efficiency），(2)
創造性（creativity），(3)內在和諧（inner harmony），(4)關聯性
（relatedness），及(5)超越性（transcendence）。這五大類中的細目
與 Maslow、Rogers、Allport 所闡述的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有諸
多相似之處，足見不同時代，不同學術流派的西方學者對自我實現
的內涵本質乃至具體表徵的看法相當一致。

（二）東方文化中的自我實現者—「君子」作為儒家思想中的自我
實現者
Maslow 之自我實現的概念與理論是其人類基本需求理論的主
要部分。Maslow 將人類的基本需求分為五大類，自低至高做線性
（linear）排列，自我實現需求位在所有基本需求之上。Maslow 之
基本需求理論向被學者視為具有跨文化的普同性（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亦即置諸天下而皆準。最近，楊國樞（Yang，2003）
就 Maslow 理論之線性假設（linearity hypothesis）與跨文化普同性
假設鄭重提出質疑。于洋（1992）首先指出人類的基本需求並非線
性排列，而是 Y 形排列。Yang（2003）贊成于洋的 Y 形結構說，
但強調 Maslow 理論中的上層需求（即「人際與歸屬需求」、「尊
嚴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充滿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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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實現需求」為例，他認為應有兩種不同的自我實現，即個
人主義取向的自我實現與集體主義取向的自我實現，且兩者在三方
面顯有不同：
(1)所實現的自我不同：個人主義取向自我實現中所實現者主要
是內在性、個人性自我（internal-personal self），但集體主
義取向自我實現所實現的主要是社會性、關係性自我
（social-relational self）。
(2)實現的方法或途徑不同：個人主義取向自我實現所採取的實
現方法主要是經由個人取向之自我蛻變（self-becoming）與
自我擴漲（self-enhancement）的歷程，以及個人潛能、稟賦、
能力、氣質等在非社會性與非關係性之生活範疇中的充分表
現；但集體主義取向自我實現所採取的實現方法則主要是經
由社會取向的自我修養（self-cultivation，即內修）與自我改
進（self-improvement）的歷程，以及角色、活動、許諾、責
任等在社會性與關係性之生活範疇中的適當表現。
(3)實現的目的或動機不同：個人主義取向自我實現的主要目的
是發展與表現各種個人稟賦與天分，使其得以切實而有效地
實踐，為的是讓個人成為一個充分運作的、自主的、獨立的、
平權的、及獨特的個體；但集體主義取向自我實現的主要目
的則是培養與改進人的各種良好特性，以便在知能、道德、
關係等方面獲得較好的發展，從而使人能在關係、團體（特
別是家庭）、社區、及國家中過一種和諧的社會生活。
Yang 認為個人主義取向自我實現主要見之於西方社會（特別
是美國社會），集體主義取向自我實現主要見之於非西方社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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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亞東儒家文化圈之內的社會，如台灣、香港、大陸、日本、及
韓國）。此處應該指出：從楊國樞（楊國樞，1993；Yang，1995）
之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觀點，以及楊國樞（2004）最近提出的「華
人自我四元論」來看，以上所說之個人主義取向的與集體主義取向
的自我實現，實即個人取向的與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個人主義取
向的與集體主義取向的自我實現者，實即個人取向的與社會取向的
自我實現者；個人主義取向的與集體主義取向的自我實現者之共同
心理特徵，實即個人取向的與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者之共同心理特
徵。以下行文將以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分別取代個人主義取向與集
體主義取向。
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除了上述三方面的不同外，還
有第四方面的不同，即(4)自我實現對當事人的影響不同。個人取向
自我實現的結果，可能形成若干穩定的共同心理特徵，稱為自我實
現者（self-actualizer）的特徵。Maslow（1963，1968，1970）曾根
據名人傳記與個案資料所提供的資料，歸納出多項個人取向之自我
實現者的共同心理特徵（如接受自我、問題中心、獨立自主、民主
態度、超越環境與文化）。社會取向自我實現的結果，可能也會形
成若干穩定的共同心理特徵，它們可能不同於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的共同心理特徵。對華人來說，Yang（2003）認為儒家傳統所強調
的「君子」應該就是華人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者。部分修養成君子
的士人，亦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成為兼攝儒道之長的超脫型君子。
依此觀點，儒家傳統下所一再描述的君子的各種特徵，應該就是華
人世界中社會取向之自我實現者的共同心理特徵。君子的各種心理
特徵及其概念化將在下文第二節中詳論。
儒家思想對完美人格與人性至善至美境界的闡述，我們已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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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一篇論文《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概念分析與
實徵初探》中做了詳盡的整理，不再贅述。此處僅再度重申，綜覽
各家學者對《論語》的註釋，到達自我實現極致的君子應有以下四
項心理特徵：(1)知者不惑，仁者不憂，勇者不懼。仁者順天理而生
活，不被私欲所蒙蔽，所以是快樂的。(2)不怨天、不尤人。仁者的
心境是內在的絕對均衡，亦窺見天心的絕對和諧，便不會怨天尤
人。這是因為儒家相信，下學經由踐仁可以上達，人便可遙契天道，
而達天人感通。(3)知其不可而為之。儒家強調「義、命之分」，「知
其不可」是事實如此，是「命」；「而為之」是應該如此，是「義」。
這份道德上的自覺主宰與擔當，便是儒家積極入世的心情。(4)鳥獸
不可與同群，是喻指人不應沈醉山水，寄情花鳥，而玩物喪志。人
在人間，對人間有責任，雖力量有限，仍應堅持理想，盡其在我，
不應脫逃規避責任。由此可見，儒家的自我實現是十足積極入世
的，以仁貫通各項德目，以感通為途徑，謀求最終的天人合一。真
正的自我實現者是平和悅樂，但也是積極有為的行動者。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就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與社會取向自我實
現對實現者個人心理之持久性影響的不同，從事系統性的概念分析
（conceptual analysis），並依分析所得的概念架構（conceptual
scheme or framework），有系統地撰寫足夠的適當題目，經實際施
測、統計分析、及選擇題目後，編製兩種量表，即個人取向自我實
現者心理特徵量表與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所編製的
兩套標準化量表，可以作為未來從事有關之系統性研究的有效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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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用以對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
進行實徵衡鑑的共有四個樣本：台灣大學生、台灣社會成人、大陸
大學生、及大陸社會成人。各樣本的來源分述如下：參與研究的台
灣大學生來自全台北、中、南、東共 11 所國立大學，是就讀文教、
法商、理工、農醫各科系的大學部高年級生與研究生，社會成人則
是在北部、中部及東部各一所大學中進修的在職人士。填答「個人
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的共有 547 人（學生 371 人，社會
成人 146 人，未填答身分者 30 人），填答「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理特徵量表」的共有 517 人（學生 359 人，社會成人 133 人，未
填答身分者 25 人）。台灣樣本共計 1,064 人。
參與研究的大陸大學生主要來自北京和山東省各重點大學，社
會成人則是在這兩地大學所開設的函授班和進修班就讀的在職人
士。填答「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的共有 719 人（學
生 400 人，社會成人 304 人，未填答身分者 15 人），填答「社會
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的共有 694 人（學生 402 人，社會
成人 273 人，未填答身分者 19 人）。大陸樣本共計 1413 人。樣本
詳細的個人背景資料見表 1。
另外，為使研究設計更臻嚴謹，在對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
實現者的心理特徵進行概念分析的同時，也以大學生、研究生及社
會成人為對象，進行開放性問卷調查與個別訪談，力圖收集現代台
灣華人對「君子」等相關概念之認知的實徵資料。此項研究所用的
樣本與前述用於量表施測的樣本完全不同，細節見下節「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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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
大學
研究所
未填答
在校學生
有全∕兼職工作
待業中
未填答
未婚
已婚
其他
未填答
平均數
範圍
標準差

教育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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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

婚姻
狀況

職業

男
女
未填答

性別

變 項

10
353
131
1
359
119
14
3
441
54
0
0
23.30
18-44
4.48

89.1
10.9
0.0

73.0
24.2
2.8

2.0
71.5
26.5

完成社會取向量表者
（495 人）
人數
百分率
196
39.6
60.4
299
0
8
350
159
2
371
136
10
2
453
65
1
0
24.85
18-52
6.66

87.3
12.5
0.2

71.8
26.3
1.9

1.5
67.7
30.8

完成個人取向量表者
（519 人）
人數
百分率
197
38.0
322
62.0
0

台灣樣本

206
266
23
34
327
145
5
52
394
121
0
14
24.79
15-69
10.03

76.5
23.5
0.0

68.6
30.4
1.0

41.6
53.7
4.6

完成社會取向量表者
（529 人）
人數
百分率
294
56.4
227
43.6
8
248
289
5
32
357
181
4
32
421
136
4
13
24.80
16-68
9.81

75.04
24.24
0.71

65.9
33.4
0.7

45.8
53.3
0.9

完成個人取向量表者
（574 人）
人數
百分率
321
56.4
248
43.6
5

大陸樣本

表 1 填答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量表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量表之
樣本的個人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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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項下的說明。

（二）研究程序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可以具體化為下列兩項：其一是對社
會取向和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進行系統性的概念分
析；其二是依分析所得的概念架構，有系統地撰寫足夠的適當題
目，經實際施測、統計分析、及選擇題目後，編製標準化評量社會
取向和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的量表，並以內部一致性初
步檢驗其信度。為達成這兩項目標，本研究程序包含了概念分析、
預備資料收集、題庫撰寫、預試題本編製、正式施測、因素分析、
正式量表的編定、及初步信度檢驗等多項，現逐一詳述如下。
1. 兩類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概念分析
Yang（2003）已就兩種自我實現之自我類別、實現方法、及實
現目的等三方面做過概念分析，本研究則將就兩類自我實現者各自
的共同心理特質，進行系統性的概念分析。關於個人取向自我實現
者的共同心理特徵，以 Maslow（1968）所列舉的十六項特徵為主，
輔之以 Allport（1961）分析健康或理想人格及 Rogers（1951，1959）
討論「充分運作之人」（fully functioning person）所提及的各六項
心理特徵，從而綜合出一套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共同心理特徵，
再參考 Coan（1974，1977）對「最佳人格」（optimal personality）
所做的理論分析及實徵研究之結果，整合而成一套概念架構，以作
為撰寫測量此類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所需量表題目的概念依據。
這套概念架構共包含四大類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
徵，又細分為 23 小類。第一大類為「與自我的關係」，下含 6 小
類，旨在說明：健康的自我關係必須始於準確的自我知覺，進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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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滋養自我接納，促進自我決斷。在外顯的層面上，這種坦然自在
的自我關係會表現為享受獨處、自動自發、自然率真與創意獨到。
其中，1-1 為 Allport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1-2 為 Allport、Rogers 及
Maslow 三人都提及的心理特徵，1-3 為 Rogers 與 Maslow 所提出的
心理特徵，1-4 和 1-5 為 Maslow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1-6 則為 Rogers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第二大類為「與他人的關係」，下含 6 小類，
旨在說明：與他人建立健康的關係必須始於對人及普遍人性的真誠
接納，與人為善，不以種族、性別、地位及族群等取人，而是悅納
每一個人。唯有如此，一則才能對人性普遍的軟弱與愚昧幽默以
對，再者也能與少數知己至親建立親密深刻的情誼，而最終人應力
圖超越自我，去認同人類的整體，擁抱真誠炙烈的兄弟之愛。其中，
2-1、2-2 及 2-3 為 Maslow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2-4、2-5 及 2-6 為
Allport 與 Maslow 共同提及的心理特徵。第三大類為「與現實的關
係」，下含 6 小類，旨在說明：與現實的最佳關係始於對現實的精
準知覺，且與之保持一種舒服自在的關係，然後人們方能關注自身
之外的大問題，但又能保持適當的距離，不被文化完全洗腦或形
塑。最終，人才能超越環境而非僅是適應環境，同時又能保有明辨
善惡的道德準繩。本類目下的 6 個項目皆為 Maslow 所提出的心理
特徵。第四大類是「與經驗的關係」，下含 5 小類，旨在說明：個
人與各種生活經驗的關係應始於對經驗的高度自覺，故不排拒任何
一種經驗，也因此方能從日常瑣事中發現其獨特性，充分享受，並
發展出情感體驗的深度與廣度。最終人應力圖充分活在每一種經驗
中，包含高峰經驗，以追求意義與成長，並發展出一套統整的人生
哲學，以組織這些豐富各異的人生體驗。其中，4-1 和 4-3 為 Rogers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4-2 和 4-4 為 Maslow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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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 Allport 所提出的心理特徵。整套概念架構可呈現如下：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理特徵的概念架構
(1)與自我的關係
1-1 對自己有現實的知覺
1-2 高度的自我接納
1-3 高度的自主與獨立
1-4 隱私的需求
1-5 高度的自發性、單純性與自然性
1-6 有創意的人
(2)與他人的關係
2-1 對他人的高度接納
2-2 對人性的高度接納
2-3 具有民主的人格結構
2-4 具有哲理與睿智而非敵意攻擊的幽默感
2-5 與少數至親好友有親密深刻的關係
2-6 超越自我，認同人類與人性，懷抱兄弟之愛
(3)與現實的關係
3-1 對現實的有效知覺
3-2 與現實的舒適關係
3-3 問題中心而非自我中心
3-4 抗拒文化、教化及服從的壓力
3-5 超越環境而非只是適應環境
3-6 毫不混淆目的與手段
(4)與經驗的關係
4-1 對各種經驗都保持自覺
4-2 對人與事保持新鮮感與欣賞，擁有豐富的情緒反應
4-3 擁有豐富、刺激、有酬賞、有挑戰、有意義的經驗
4-4 擁有深刻的神秘感、靈性感或海洋般的經驗
（包括高峰經驗）
4-5 一套統整的人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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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共同心理特徵，則根據儒家典籍
（以四書為主，五經為輔）及朱義祿（1991）、杜維明（杜維明，
、韋政通（1972）
、黃光國（1993）
、楊中芳（1991）、
1990；Tu，1994）
錢遜（1998）、及潘小慧（1990）等學者有關君子、理想人格、及
相關議題的討論，分析與整合成一套有關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共
同心理或人格特徵的概念架構，以作為撰寫測量此類自我實現者之
心理特徵所需量表題目的概念依據。
這套概念架構包含五大類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又
細分為 29 小類。第一大類為「仁慈愛人之心」，下含 7 小類，旨
在說明儒家人本主義思想之要義，即以「仁」為核心，兼顧其實踐，
即「忠恕」或「誠」。第二大類為「道德正義之氣」，下含 7 小類，
旨在說明：「義，宜也」，君子以道德修為為其內在本質之內涵，
「勇」則是「義」的實踐。第三大類為「莊重有禮之矩」，下含 4
小類，旨在說明：「禮」為君子立身行事的準繩，亦是遵行社會既
定的規範。第四大類為「廣聞博識之智」，下含 6 小類，旨在說明：
「智」是君子應具備的卓越才能，格物致知是修養心性的方法之
一，好學不倦則是君子應有的治學態度。最後一大類為「安貧樂道
之志」，旨在強調「樂道」的境界，不追求外在的物質安逸。整套
概念架構可呈現如下：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理特徵的概念架構
(1)仁慈愛人之心
1-1 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1-2 不怨天，不尤人
1-3 嚴以律己，寬已待人
1-4 與人和樂，與人和同（和而不同，且不同而和）
1-5 孝順父母，慈愛子女
90

自我實現者的心理特徵

1-6 言行一致，誠信不欺（重言諾，守信譽）
1-7 濟世行仁，積極進取
(2)道德正義之氣
2-1 誠於中，形於外
2-2 慎義利之辨，守公私之分（廉潔自守，不貪為寶）
2-3 以勇行義，無所畏懼
2-4 知恥近乎勇，知錯能改
2-5 重氣節，有所為有所不為（殺身成仁，捨生取義）
2-6 知其不可而為之
2-7 心繫家國，兼善天下
(3)莊重有禮之矩
3-1 謙讓有禮，溫文爾雅
3-2 以禮配德，文質彬彬
3-3 莊重自持，非禮勿為
3-4 敬老尊長，長幼有序
(4)廣聞博識之智
4-1 德才兼備，智勇雙全
4-2 九思三變，內外兼修
4-3 慎其獨，見其隱，顯其微
4-4 好學無懈，博聞廣識
4-5 善致中和，恰如其分
4-6 自強不息，積極向上
(5)安貧樂道之志
5-1 節儉立身，不苟奢華
5-2 勤勞為生，不貪安逸
5-3 清心寡欲，以堵煩擾
5-4 安貧樂道，知足常樂
5-5 玉潔冰清，澹泊名利

2. 專家審查概念架構適當性
商請有關專家分別審查兩套概念架構的適當性。做法是邀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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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熟諳人本心理學理論的中外學者審定前述的「個人取向自我實現
者之心理特徵的概念架構」，專家們皆表示原則上的肯定。其中兩
位更透過面談與電郵溝通，提供了相當有建設性的意見與想法。另
邀請一位熟諳儒家哲學思想的學者審定前述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
者之心理特徵的概念架構」，獲得了完全的肯定。
3. 進行開放式問卷調查與個別訪談
對 133 位大學生、26 研究生及 20 社會成人（共 179 人）進行
開放式問卷調查，請其就「君子」、「理想人格」、「高尚的人」、
「令人欽佩的人」與「小人」各列舉 5 項特徵。利用開放式問卷收
集有關「君子」之心理特徵的資料，經過轉謄處理，刪除不完整及
語意不明的反應，整併意義相近或重複的反應後，進行主題分析，
共抽取出「仁」、「義」、「禮」、「智」、「信或誠」、「廉」、
「恥或勇」及「修」八類心理特徵，現分別列舉每一類中最具代表
性的心理特徵，以茲說明：(1)仁：如仁慈，悲天憫人之心，寬宏大
量，己所不欲、勿施於人；(2)義：如正直，忠肝義膽，見義勇為，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3)禮：如溫文儒雅，行為合乎禮，不踰矩，
尊重他人，進退得宜；(4)智：如德才兼備，學問淵博，幽默風趣，
有智慧；(5)信或誠：如誠而有信，信任他人，表裡如一，待人真誠；
(6)廉：如玉潔清高，安貧樂道，高風亮節，處事豁達；(7)恥或勇：
如知錯能改，不卑不亢，不欺善怕惡，有志氣；(8)修：如隨時反省
自己，不以善小而不為，不以惡小而為之，努力不懈，不斷向上向
善。不難看出，現今台灣大學生與社會成人所認知的「君子」的心
理特徵與我們前述概念分析所得的架構是相當吻合的。另外，研究
者還對四位深諳儒家思想的資深學者進行個別訪談，討論「君子」
之相關特徵。這些初步實徵研究的主要用意，在於蒐集有關兩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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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質化資料，以提供題庫撰寫的素材。
4. 撰寫量表題庫初稿
根據概念架構，參考質化資料，撰寫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
特徵量表與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之題庫初稿。題目的
撰寫除遵循心理計量的一般要求（如不得有雙重意涵）外，亦考量
「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這一概念的特性，增列以下幾項標準：(1)
每題皆是描述個人自己的心理或行為，故一定包含「我」字；(2)
每題皆須說出心理或行為發生的情境或條件；(3)只寫正面題目，不
寫負面題目；(4)題目中避免直接採用成語；(5)不用「主詞+形容詞」
的句式（如「我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及(6)每一「自我實現
者心理特徵」的小類，至少撰寫 5 題。共撰成個人取向 271 題，社
會取向 265 題的兩套題庫。
5. 召開專家座談會以檢討題目適當性
召開專家座談會，（四位對編製人格與態度問卷有長期經驗的
人格及社會心理學者）逐題討論兩套量表題庫中各個題目之妥貼
性、適當性、及重複性。「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經
5 次逐題討論與修訂，完成 259 題的版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理特徵量表」經 3 次逐題討論與修訂，完成 251 題的版本。
6. 內容效度之檢核
將上述題目刪改後，編成兩種試用題冊，請六位主修人格與社
會心理學的博、碩士研究生進行內容效度之檢核。做法為提供每人
上述兩套量表的題本，及前述兩套撰題的概念架構，並解釋這兩套
概念架構之源起與內涵，請每人獨立評量每一題與其所欲測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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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合性，並以 1～5 評分（1＝非常不符合，5＝非常符合）。每
人單獨完成此項評量後，再以團體討論方式謀求共識，同時也檢討
各題文字之可讀性及題意之清晰性。最後，「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理特徵量表」保存了 238 題，「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
表」保存了 216 題，每題的「符合性」評分皆在 3 分以上。
7. 編製正式施測之題冊
自編「個人基本資料」問卷，另自「華人社會期望量表」（廖
玲燕，1999）選取 12 個題目（含 7 個正向題、5 個負向題），加上
已定稿的兩套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分別編成兩套正式施測題
冊。
8. 正式施測之進行
在台灣地區以團體施測進行資料收集，研究對象如前節所述。
大學生樣本選擇國立大學三、四年級以上學生，是為了探討台灣教
育程度最高的青年人對自我實現者之「菁英特質」的看法、感受及
信念。加入社會成人樣本則意在增加樣本年齡的廣度，以便檢視可
能的世代差異，並擴大樣本內部的個別差異。因兩套題冊的題目甚
多，為確保施測品質，每位受測者僅完成其中一套題冊。
在大陸地區同樣以團體施測進行資料收集，研究對象如前節所
述。由於大陸的大學就讀率遠低於台灣，能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無
疑是當地社會的青年菁英，與台灣國立大學的學生應可比擬。社會
成人樣本選擇就讀大學函授部與進修班的在職人士，也是為了與台
灣社會成人樣本保持一定的可比性。與台灣受測者相同，每人僅完
成一套題冊。
在施測時，兩份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採相同的指導語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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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方式，如下：
每個人在生活中都會有各種感受和態度，下面列舉了 238 個簡短的句子，所
描述的就是這些感受與態度。這些語句所說的感受或態度，有些是符合您的
情形，也有些是不符合您的情形。現在請您仔細閱讀下面的每一語句，然後
依照您的實際情形，在題目後面圈選一個適當的數字，以代表您同意或不同
意該語句所說的感受或態度的程度。
非常不同意
相當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有點同意
相當同意
非常同意
請儘量根據自己的真實情形來作答，不必去考慮別人或大眾的看法。

9. 進行因素分析與題目分析
施測完畢後，分就兩種量表進行因素分析與題目分析。以探索
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分別鑑定出個人取向自我
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主要成分，及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
的主要成分。這一系列分析在台灣樣本和大陸樣本中是以相同的方
法與程序分別進行。
10. 編製正式量表
依據因素分析與題目分析的結果，為每一分量表選擇足夠之適
當題目，編成兩套正式量表，每套又再分為「台灣版」與「大陸版」
兩種。分就新編之台灣版和大陸版的「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
徵量表」與「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在台灣與大陸的
施測結果，統計分析各個分量表之分數的關係，以探討每套自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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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者量表所測各項心理特徵的關聯性。以Cronbach α檢驗台灣版和
大陸版的兩套量表之各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作為初步的信度
指標(3)。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1)建立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
徵的概念架構，及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概念架構。(2)
經由實徵研究，獲知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實際內涵，
及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實際內涵。(3)編製「社會取向
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簡稱「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
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簡稱「個人取向自我實
現者量表」）。現就此三目的分述相應的研究成果。

（一）概念架構的建立
就第一項研究目的而言，本研究已順利完成概念分析的工作，
建立了兩套完備有用的概念架構，即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
徵的概念架構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的概念架構（皆見
前文）。這兩套概念架構是我們撰寫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與個
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預試題目的唯一概念依據。

（二）心理特徵因素的鑑定
就第二個研究目的而言，以兩套量表分別施測四個不同樣本，
以所蒐集的實徵資料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以獲得社會取向自我實
現者與個人取向者的兩套心理特徵的因素結構。在進行因素分析
前，我們先以下列三項標準刪除了不具鑑別力或受社會期望影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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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題目：(1)平均數大於 5 或小於 3.5 者；(2)峰度或偏態過高者（絕
對值大於 1）；及(3)與正向社會期望題的總分相關大於 .40 者。依
此，就台灣樣本所進行的所有資料分析中，「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量表」共刪除 62 題（餘 154 題），「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
共刪除 38 題（餘 200 題）。就大陸樣本所進行的所有資料分析中，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共刪除 71 題（餘 145 題），「個人
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共刪除 56 題（餘 182 題）。再者，我們也
在完成兩套量表的四個樣本中刪除了正向社會期望題總分高於 30
分的受試者，以排除受社會期望影響過高者，共計在完成「社會取
向自我實現者量表」的台灣樣本中刪除了 22 人（餘 495 人），在
完成「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的台灣樣本中刪除了 28 人（餘
519 人）；在完成「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的大陸樣本中刪除
了 165 人（餘 529 人），在完成「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的大
陸樣本中刪除了 145 人（餘 574 人）。此即為因素分析所使用的預
試題本，與所有後續統計分析使所用的有效樣本。以下我們將分別
報告在台灣與大陸樣本中所得的因素分析結果。
1. 台灣樣本之心理特徵因素的鑑定
台灣樣本的資料分析，是以主成分法（principal-component
method）抽取多個不同因素，以 Kaiser 之常態化 promax 法轉軸。
在比較了萃取 2 至 9 個因素的結構模式結果後，認為社會取向自我
實現者之心理特徵應可抽得五個具有高度心理意義的斜交因素
（oblique factor），依次如下：(1)「自強不息與心繫國家」，可解
釋 25.36%的總變異量，(2)「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可解釋 3.56%
的總變異量，(3)「簡樸知足與澹泊名利」，可解釋 3.19%的總變異
量，(4)「實踐恕道與敦厚待人」，可解釋 2.77%的總變異量，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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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獨正意與崇義重禮」，可解釋 2.27%的總變異量，合而可以解
釋總變異量的 37%。轉軸前，以主成分法抽得的前五個因素之特徵
值（eigenvalue）皆在 3.49 以上。這五個因素的命名完全根據每個
因素上之因素負荷量最高的題目的主要共同內容。社會取向自我實
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的因素負荷量最高的題目，以及內部一致
性信度係數分見表 2 至表 6。五個因素間之相關皆達顯著正相關（p
<.001，雙尾檢定），相關係數絕對值的範圍是 .39 至 .64。由此可
以判斷：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間確有相關，但
有些因素間仍具有相當程度的獨立性。
以上以台灣樣本所鑑定之社會取向自我現者量表的五個心理
特徵因素，係根據以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施測台灣大學生、研
究生、及社會成人所獲得的資料因素分析而得，而此一量表的全部
題目皆是根據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之概念架構撰寫而
來。此處應將這五個因素的內容與概念架構的內容加以比較，以見
兩者間的關係。其間的詳細關係列於表 7 的上半部，並簡述於表 8。
至於對台灣樣本所進行之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的
因素分析，亦是先以主成分法抽得多個不同因素，再以 Kaiser 之常
態化 promax 法轉軸從中獲得具有高度心理意義的五個斜交因素，
合而可以解釋總變異量的 33%。轉軸前，以主成分法抽得的前五個
因素之特徵值皆在 3.83 以上。轉軸後所獲得的五個斜交因素，依次
命名如下：(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可解釋 21.75%的總變異
量，(2)「造福人群與獻身使命」，可解釋 4.23%的總變異量，(3)
「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可解釋 2.90%的總變異量，(4)「接受他
人與尊重他人」，可解釋 2.17%的總變異量，及(5)「超脫世俗與忠
於自我」，可解釋 1.91%的總變異量。這五個因素的命名完全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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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強不息與心繫國家」—台灣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一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的朋友都說我是一個有抱負的人。

.826

2.

在人生大方向上，我有自己追求的長遠目標。

.684

3.

我有自己的高尚理想，因而生活過得很有意義。

.680

4.

我努力閱讀各種書籍，以增長自己的知識。

.636

5.

我努力學習各種才能，以成為多才多藝的人。

.631

6.

我很重視自己做人做事的能力，平常就下工夫磨練。

.612

7.

無論學習什麼事物，我都會去思考其中的道理。

.570

8.

我很關心如何才能讓我們的社會更合理、更進步。

.552

9.

日常生活中，我兼顧道德與才能的培養。

.543

10.

我在個人修養上所下的功夫很大。

.541

11.

我內心老是有一股不斷想自我改進的力量。

.503

12.

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我很關心。

.501

13.

我時常想為自己的國家做些有益的事。

.494

14.

我做事情講究大原則，但精微處也很留意。

.490

15.

我覺得國家的進步自己也有一份責任。

.459

16.

我立志學習做人做事的道理，以提昇自己的境界。

.456
.89

Cronbach α

每個因素上之因素負荷量最高的題目的主要共同內容。個人取向自
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的因素負荷最高的題目，以及內部一
致性信度係數分見表 9 至表 13。五個因素間之相關皆達顯著正相關
（p < .001，雙尾檢定），相關係數絕對值的範圍是 .37 至 .55，由
此乃可判斷：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間確有相
關，但有些因素間仍具有相當程度的獨立性。
以上以台灣樣本所鑑定之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
徵因素，係根據以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施測台灣大學生、研究
生及社會成人所獲得的資料因素分析而得，而此一量表的全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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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台灣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二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有些人狂妄自大，真是叫人受不了。

.820

2.

我對巧言令色的人，總是懷有戒心。

.661

3.

看到利慾薰心的人，我就厭惡。

.639

4.

我討厭那些當面對人魯莽的人。

.621

5.

對於為人處世偏激的人，我會敬而遠之。

.620

6.

對那些見利忘義的人，我深惡痛絕。

.620

7.

我喜歡和做人做事恰如其分的人交朋友。

.600

8.

對那些大言不慚，言過其實的人，我會敬而遠之。

.579

9.

為了不使父母丟臉，我絕不去做不道德的事。

.548

10.

一個沒有尊嚴的人是難以讓人敬重的。

.490

11.

我認為內心之德與外表之禮配合如一，是人生的重要境界。

.478

12.

在為人處世方面，我希望自己能做到既不過份，也非不及。

.473

13.

我最欣賞的人，就是文質彬彬(內外俱佳)的君子。

.471

14.

我很欣賞那些講話從容不迫，溫文儒雅的人。

.454

15.

我很不喜歡那些掩飾自己錯誤的人。

.448

我很敬佩那些聞過則喜，樂於知道自己過錯的人。

.441

Cronbach α

.88

16.

皆是根據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之概念架構撰寫而來。此處
應將這五個因素的內容與概念架構的內容加以比較，以見兩者間的
關係。其間的詳細關係列於表 7 的下半部，並簡述於表 14。
我們在鑑定出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與個人取向自我
實現者心理特徵各五個因素後，再以上述一級因素分析所發現的五
個因素為變項，採相同的方法與步驟，分別進行社會取向與個人取
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的第二級因素分析（second-order factor
analysis），結果發現應皆只能抽取一個因素。在個人取向量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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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簡樸知足與澹泊名利」—台灣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三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相信簡樸的生活使人頭腦清醒，更能看清人生的意義。

.760

2.

當我清心寡慾的時候，就會心胸開闊，了無牽掛。

.732

3.

我覺得清心寡慾的生活最能讓人心安理得。

.716

4.

即使別人都無視於我，我也不會改變安貧樂道的生活。

.690

5.

對於那些澹泊名利的人，我總是心嚮往之。

.664

6.

我認為生活簡樸本身就是一種美德。

.661

7.

我很欣賞那些潔身自好，視名利如糞土的人。

.640

8.

我覺得簡樸的生活能讓人心志專一，全心向善。

.634

9.

只要自己的生活有意義，即使物質條件差一點，我也會快樂。

.624

10.

我認為節儉是最好的安身和持家之道。

.622

11.

我認為勤勞既可安身又能保家。

.605

12.

我深信奢侈浪費的生活會使人墮落。

.597

Cronbach α

.90

這個二級因素（second-order factor）可解釋 55%的總變異量，五個
一級因素（first-order factor）在其上的負荷量皆很高，介於 .71～ .87
之間；在社會取向量表中，這個二級因素可解釋 61%的總變異量，
五個一級因素在其上的負荷量也很高，介於 .69～ .80 之間。由此
乃可推斷，我們所鑑定的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
的各五個因素之上，並沒有清楚的二級因素結構，或可說這五個因
素都只與一個共同的普遍因素有關聯。綜合一級因素分析與二級因
素分析的結果，我們應可得出以下的結論：無論是社會取向還是個
人取向的自我實現者，其心理特徵都是一個組織綿密的心理徵候群
（well-organized psychological syndrome）；也就是說，在較低、較
具體的層次上，我們鑑定出相對獨立、彼此區隔的多元面向（fac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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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實踐恕道與敦厚待人」—台灣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四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不喜歡的事情，希望不要發生在別人身上。

.615

2.

我碰到不順心的事，不會去怪罪別人。

.599

3.

遇到令人憤慨的事情，我也不會輕易對人發怒。

.578

4.

我自己做錯了事，不會把過錯推給別人。

.560

5.

即使不贊同別人的意見，我還是會與對方和睦相處。

.528

6.

我樂於幫助別人去做善事，不願幫助別人去做惡行。

.527

7.

對人對事，我努力不存偏見，以免做出錯誤的判斷。

.510

8.

我自己遇到好事時，真希望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別人身上。

.484

9.

我從來不會用盡心機去算計別人。

.482

10.

我做人的原則是待別人要寬厚，對自己要嚴格。

.469

11.

人要有風度，我不會和別人做無謂的爭論。

.444

與別人發生糾紛或爭論，我會反省是不是錯在我自己。

.431
.82

12.

Cronbach α

如社會取向量表中的五個一級因素就代表了此一心理徵候群中的
五個不同面向；不過，這些面向之間的關係並非完全獨立，互不相
干的，而是實質互構，絲絲相扣的。這種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心
理型構（psychologcal configuration），既表現為五個一級因素間互
有中度相關的模式，也表現為這五個因素共同構成一個更高、更抽
象的二級因素。
2. 大陸樣本之心理特徵因素的鑑定
在分析大陸樣本的資料時，我們同樣以主成分法抽取多個不同
的因素，以 Kaiser 之常態化 promax 法轉軸，從中獲得社會取向自
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最具心理意義的六個斜交因素，合而可以解釋
總變異量的 40%。轉軸前，以主成分法抽得的前六個因素之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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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慎獨正意與崇義重禮」—台灣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五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現在已經不會再有自私自利的想法或行為。

2.

即使獨處時，我也會誠心正意，少有邪念。

.594
.544

3.

只要是符合仁義道德的重要事情，我會明知其不可為而為之。

.444

4.

對於不合禮節的事，我不會去看、去聽、去說、去做。

.437

5.

獨處時，我總是防微杜漸，不讓壞的念頭在內心萌芽。

.416

6.

符合正義的事，我會不計個人利害努力去做。

.399

7.

面臨道義與個人利益的衝突，我寧願選擇前者。

.399

8.

我不能忍受自己在人格上有缺陷。

.370

9.

我的朋友都是在才德兩方面不錯的人。

.307
.82

Cronbach α

皆在 2.51 以上。轉軸後所獲得的六個斜交因素，依次命名如下：(1)
「內外兼修與德才俱備」，可解釋 28.57%的總變異量，(2)「實踐
恕道與嚴以律己」，可解釋 3.32%的總變異量，(3)「簡樸知足與澹
泊名利」，可解釋 2.55%的總變異量，(4)「心繫國家與濟世助人」，
可解釋 2.00%的總變異量，(5)
「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
，可解釋 1.96%
的總變異量，及(6)「自強不息與追求理想」，可解釋 1.73%的總變
異量。這六個因素的命名完全根據每個因素上之因素負荷量最高的
題目的主要共同內容。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六個心理特徵因素的
因素負荷量最高的題目，以及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分見表 15 至表
20，五個因素間之相關皆達顯著正相關（p < .001，雙尾檢定），相
關係數絕對值的範圍是 .52 至 .67。由此可以判斷：社會取向自我
實現者的六個心理特徵因素間確有相關，但有些因素間仍具有相當
程度的獨立性。
以上以大陸樣本所鑑定之社會取向自我現者量表的六個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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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灣樣本社會取向及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因素題
目的概念來源
因

素

社 會 取 向 1.自強不息與
自我實現
心繫國家
者心理特
2. 遠 避 小 人 與
徵之因素
敬重君子
3.簡樸知足與
澹泊名利

題數
16
16
12

4.實踐恕道與
敦厚待人

12

5.慎獨正意與
崇義重禮

9

個 人 取 向 1.悅納自己與
自我實現
獨立自主
者心理特
2.造福人群與
徵之因素
獻身使命
3.醉心審美與
體驗創意
4.接受他人與
尊重他人
5.超脫世俗與
忠於自我

14
14
13
12
11

概念來源
類別

2-1

2-6

4-1

4-3

4-4

4-5

題數

1

4

1

4

1

5

類別

1-5

1-6

2-2

2-4

3-1

3-2

3-3

4-4

5-5

題數

1

1

1

2

3

3

1

3

1

類別

5-1

5-2

5-3

5-4

5-5

題數

5

1

2

2

2

類別

1-1

1-2

1-3

1-4

2-1

2-4

2-5

3-1

4-4

題數

2

2

1

2

1

1

1

1

1

類別

2-1

2-2

2-5

3-3

4-1

4-2

題數

1

3

1

1

1

2

類別

1-1

1-2

1-3

1-6

3-2

4-2

題數

1

5

2

2

1

1

2

類別

1-2

2-2

2-5

2-6

3-3

4-2

4-5

3

1

1

2-6

3-2

題數

1

1

1

6

類別

1-6

2-6

4-2

4-4

題數

4

2

3

4

類別

1-1

2-1

2-2

2-4

4-5

題數

1

7

1

1

1

1

類別

1-2

1-3

1-4

1-5

2-5

3-4

3-6

4-5

題數

1

2

2

1

1

1

2

1

特徵因素，係根據以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施測大陸大學生、研
究生、及社會成人所獲得的資料因素分析而得，而此一量表的全部
題目皆是根據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之概念架構撰寫而
來。此處應將這六個因素的內容與概念架構的內容加以比較，以見
兩者間的關係。其間的詳細關係列於表 21 的上半部，並簡述於表
22。
針對大陸樣本之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所進行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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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台灣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因素與概念架構的
對應
項目

因素名稱

概念架構中之主要相關內容

(1)

自強不息
與
心繫國家

主要包含第(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第 2-1（誠於中，形於外）、
2-6（知其不可而為之）兩小類；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第 4-1
（德才兼備，智勇雙全）、4-3（慎其獨，見其隱，顯其微）、4-4
（好學無懈，博聞廣識）、4-5（善致中和，恰如其分）四小類。

(2)

遠避小人
與
敬重君子

主要包含第(1)類（仁慈愛人之心）的第 1-5（孝順父母，慈愛子女）、
1-6（言行一致，誠信不欺）兩小類；第(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
第 2-2（慎義利之辨，守公私之分）、2-4（知恥近乎勇，知錯能改）
兩小類；第(3)類（莊重有禮之矩）的第 3-1（謙讓有禮，溫文爾雅）、
3-2（以禮配德，文質彬彬）、3-3（莊重自持，非禮勿為）三小類；
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第 4-4 小類（好學無懈，博聞廣識）；
及第(5)類（安貧樂道之志）的第 5-5 小類（玉潔冰清，澹泊名利）。

(3)

儉樸知足
與
澹泊名利

主要包含第(5)類（安貧樂道之志）的第 5-1 小類（節儉立身，不苟
奢華）、5-2（勤勞為生，不貪安逸）、5-3（清心寡欲，以堵煩擾）、
5-4（安貧樂道，知足常樂）、5-5（玉潔冰清，澹泊名利）五小類。

(4)

實踐恕道
與
敦厚待人

主要包含第(1)類（仁慈愛人之心）的第 1-1（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1-2（不怨天，不尤人）、1-3（嚴以律己，寬已待人）、1-4（與人
和樂，與人和同）四小類；第(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第 2-1（誠
於中，形於外）、2-4（知恥近乎勇，知錯能改）、2-5（重氣節，
有所為有所不為）三小類；第(3)類（莊重有禮之矩）的第 3-1 小類
（謙讓有禮，溫文爾雅）；及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第 4-4 小
類（好學無懈，博聞廣識）。

(5)

慎獨正意
與
崇義重禮

主要包含第(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第 2-1（誠於中，形於外）、
2-2（慎義利之辨，守公私之分）、2-5（重氣節，有所為有所不為）
三小類；第(3)類（莊重有禮之矩）的第 3-3 小類（莊重自持，非禮
勿為）；及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第 4-1（德才兼備，智勇雙
全）、4-2（九思三變，內外兼修）兩小類。

素分析，亦以主成分法抽取多個不同因素，以 Kaiser 之常態化
promax 法轉軸。共獲得出五個具有高度心理意義的斜交因素，合而
可以解釋總變異量的 32%。轉軸前，以主成分法抽得的前五個因素
之特徵值皆在 3.40 以上。轉軸後所獲得的五個斜交因素，暫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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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悅納自己與獨立自主」—台灣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一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不管別人怎麼想，我對自己很滿意。

.791

2.

我很喜歡現在的自己。

.774

3.

我依自己的本意做了決定後，結果通常能如我所願。

.747

4.

我做決定時果斷而有自信。

.718

5.

不管到哪裡，我都能在環境中找到舒適的位置。

.683

6.

我知道自己有缺點，但不會因此而自卑。

.678

7.

我很有安全感，很少覺得自尊受到威脅。

.676

8.

面對抉擇時，我總是知道自己要的是什麼。

.650

世事多變，但我自有定見，不會迷失方向。

.635

9.
10.

不管別人覺得多麼異想天開，我從不壓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622

11.

大家一起解決問題時，我的建議常令人拍案叫絕。

.614

12.

我對自己的個人特徵覺得很自在，一點也不會緊張焦慮。

.613

13.

我明確了解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方向。

.611

14.

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無奇，但我每天都過得津津有味。

.605
.90

Cronbach α

次命名如下：(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可解釋 22.24%的總變
異量，(2)「造福人群與接受他人」，可解釋 3.53%的總變異量，(3)
「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可解釋 2.66%的總變異量，(4)激勵自我
與堅持不懈」，可解釋 2.01%的總變異量，及(5)世俗與忠於自我」，
可解釋 1.87%的變異量。這五個因素的命名完全根據每個因素上之
因素負荷量最高的題目的主要共同內容。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
個心理特徵因素的因素負荷最高的題目，以及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
分見表 23 至表 27，五個因素間之相關皆達顯著正相關（p <.001，
雙尾檢定），相關係數絕對值的範圍是 .36 至 .52。由此乃可判斷：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間確有相關，但有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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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造福人群與獻身使命」—台灣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二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堅信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與關懷，是人生的重要價值。

.726

2. 世上有許多苦難，我很想能盡一己之力去幫助別人。

.681

3. 大家都是兄弟姊妹，我希望自己能為更多人服務。

.670

4. 我相信博愛終將超越一己之私。

.628

5. 我很喜歡與至親好友心連心的親密感。

.609

6. 我希望能突破個人的局限，為增進人類福祉而努力。

.593

7. 看到有人受苦，我總會油然而生悲憫之心。

.585

8. 博愛之心是人性最寶貴的資產，我時常提醒自己要善待別人。

.584

9. 我希望自己能為某項重要使命獻身，而不限於當下需求的滿足。

.556

10. 世上沒有理所當然之事，我真誠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一切。

.536

11. 我對自己在意的團體有強烈的歸屬感和榮譽感。

.525

12. 生命不過是歷史長河中的一瞬間，我希望自己能有遠大的眼光與格局。

.521

13. 為了達成一項有意義的使命，即使犧牲個人利益我也願意。

.506

14. 對我而言，生命是一個不斷追尋深遠意義的過程。

.498
.89

Cronbach α

間仍具有相當程度的獨立性。
以上以大陸樣本所鑑定之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
徵因素，係根據以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施測大陸大學生、研究
生及社會成人所獲得的資料因素分析而得，而此一量表的全部題目
皆是根據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之概念架構撰寫而來。此處
應將這五個因素的內容與概念架構的內容加以比較，以見兩者間的
關係。其間的詳細關係列於表 21 的下半部，並簡述於表 28。
我們在鑑定出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六個因素與個人
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五個因素後，再嘗試進行第二級的因素分
析（second-order factor analysis），方法與步驟同前。結果發現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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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台灣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三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對藝術有濃厚興趣，希望藉此陶冶性情。

.666

2.

在藝術的世界裡，我深切體認到生命之美。

.624

3.

欣賞藝術常會令我深深感動。

.622

4.

置身自然美景中，我會有渾然忘我的感覺。

.551

5.

我會完全陶醉在自然美景中，幾乎分不出自己與景物的界線。

.547

6.

我用童真的眼睛看世界，就有了源源不絕的原創性。

.542

7.

從身邊的平凡事物中，我能發現不尋常的美。

.521

8.

我能從親近大自然中找到生命的力量。

.492

9.

歷史、文學和藝術會激發我對人類共同命運的關懷。

.472

10.

我能完全沈醉在音樂之中，甚至覺得自己也成了音樂的一部分。

.471

11.

我並沒有特別出眾的才能，但我有無窮的想像力。

.467

12.

我喜歡做能發揮創意的事情。

.448

13.

我常有「靈光一現」的經驗。

.444
.88

Cronbach α

只能抽取一個因素。在社會取向量表中，這個二級因素可解釋 65%
的總變異量，六個一級因素在其上的負荷量也很高，介於 .78～.84
之間；在個人取向量表中，這個二級因素（second-order factor）可
解釋 54%的總變異量，五個一級因素（first-order factor）在其上的
負荷量皆很高，介於 .69～ .80 之間。由此乃可推斷，我們所鑑定的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的六個因素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理特徵的五個因素之上，並沒有清楚的二級因素結構，或可說這
些因素都只與一個共同的普遍因素有關聯。如同前文對台灣樣本的
一級與二級分析所做的綜合討論，我們一樣可以合理推論：對大陸
樣本而言，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兩組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亦同樣分
別形成一套組織綿密的心理徵候群，略有不同的只是構成這兩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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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接受他人與尊重他人」—台灣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四
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目

因素負荷量

有時別人傷害我是出自人性的軟弱，我都能一笑置之。
我不會因為某人有缺點就排斥他。
一般而言，我對任何人都很有耐心。
不管某人的想法或作法與我多麼不同，我都會尊重他。
我也許不贊同某些人的行為，但我依然可以接納他們。
有些人真的又愚蠢又自私，但我不會苛責他們。
每個人都有權利做他自己，我會無條件地尊重他們。
當我表現優異時，我也不會自負。
現實中有些事情不是我能改變的，那就心平氣和地接受。
有的人有許多缺點，但我仍然願意關心他們。
我覺得人難免犯錯，不必苛責。

.585
.525
.480
.478
.476
.466
.424
.419
.401
.397
.379

每個人都是獨特的，我不會試圖去改變人家。
Cronbach α

.327
.82

表 13 「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台灣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五
題 目
1. 為了做到「我就是我」，我甘冒受人批評的風險。
2. 一旦我有了自己的抉擇，不管別人多麼反對，我絕不改變。
3. 世事紛擾，我喜歡保持距離，冷眼旁觀。
4. 雖然有時我的作法與社會上大多數人不同，但我堅持自己的道德判
斷。
5. 我內心有自己的道德標準，不是為了附合父母期望和社會要求。
6. 如果社會規範妨礙了我人生的重要目標，我絕不會妥協、讓步。
7. 親密的友情需要極大的心力和時間去培養，我只要有幾個知心
好友就夠了。
8. 我認為誠實作自己，比受人歡迎更重要。
9. 即便是與眾不同，我也堅持做我自己。
10. 做任何事情，我都依自己的道德標準來決定。
11. 一個人的時候，我不會覺得寂寞。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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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負荷量
.535
.500
.493
.437
.430
.384
.375
.367
.357
.349
.316
.77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1 小類（對自己有現實的知覺）
；第(2)類（與他人的
關係）的第 2-1（對他人的高度接納）
、2-2（對人性的高度接納）
、2-4（具有哲理睿與智而非
敵意攻擊的幽默感）
、2-6（超越自我，認同人類與人性，懷抱兄弟之愛）四小類；第(3)類（與
。
現實的關係）的第 3-2 小類（與現實的舒適關係）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2（高度的自我接納）、1-3（高度的自主與獨立）、
1-4（隱私的需求）
、1-5（高度的自發性、單純性與自然性）四小類；第(2)類（與他人的關係）
的第 2-5 小類（與少數至親好友有親密深刻的關係）
；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4（抗
拒文化、教化及服從的壓力）、3-6（毫不混淆目的與手段）兩小類；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
的第 4-5 小類（一套統整的人生哲學）。

接受他人
與
尊重他人

超脫世俗
與
忠於自我

(4)

(5)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2 小類（高度的自我接納）
；第(2)類（與他人的關係）
的第 2-2（對人性的高度接納）、2-5（與少數至親好友有親密深刻的關係）、2-6（超越自我，
認同人類與人性，懷抱兄弟之愛）三小類；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3 小類（問題中心
而非自我中心）
；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第 4-2（對人與事保持新鮮感與欣賞，擁有豐富
的情緒反應）、4-5（一套統整的人生哲學）兩小類。

造福人群
與
獻身使命

(2)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6 小類（有創意的人）
；第(2)類（與他人的關係）的
第 2-6 小類（超越自我，認同人類與人性，懷抱兄弟之愛）
；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第 4-2
（對人與事保持新鮮感與欣賞，擁有豐富的情緒反應）
、4-4（擁有深刻的神秘感、靈性感或海
洋般的經驗）兩小類。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1（對自己有現實的知覺）
、1-2（高度的自我接納）、
1-3（高度的自主與獨立）
、1-6（有創意的人）四小類；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2 小
類（與現實的舒適關係）
；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第 4-2（對人與事保持新鮮感與欣賞，
擁有豐富的情緒反應）、4-5（一套統整的人生哲學）兩小類。

悅納自己
與
獨立自主

(1)

醉心審美
與
體驗創意

概念架構中之相關內容

項目

(3)

台灣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因素與概念架構的對應

因素名稱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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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內外兼修與德才俱備」—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一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日常生活中，我努力做到對人謙恭，處事敬謹。

.731

2.

我內修以德為本，外行以禮為重。

.597

3.

我立志學習做人做事的道理，以提昇自己的境界。

.588

4.

我認為內心之德與外表之禮配合如一，是人生的重要境界。

.567

5.

我喜歡與所有的人建立和諧關係。

.563

6.

我努力成為一個內心謙誠，外表禮讓的人。

.535

7.

我每次改過成功，就感到莫大的欣慰。

.531

8.

我努力學習各種才能，以成為多才多藝的人。

.527

9.

我很敬佩那些聞過則喜，樂於知道自己過錯的人。

.509

10.

我學到新的知識，就想在生活中去身體力行。

.503

11.

我總是以溫和的臉色、謙恭的態度與人相處。

.501
.87

Cronbach α

表 16

「實踐恕道與嚴以律己」—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理特徵之二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自己做錯了事，不會把過錯推給別人。

.595

2.

我碰到不順心的事，不會去怪罪別人。

.537

3.

我做人的原則是待別人要寬厚，對自己要嚴格。

.536

4.

人應自尊自重，我從不與人爭權奪利。

.527

5.

獨處時，我總是防微杜漸，不讓壞的念頭在內心萌芽。

.523

6.

我從來不放縱自己的口腹之慾。

.515

7.

我一向注意自己在道德上的修為，不敢稍有懈怠。

.514

8.

即使獨處時，我也會誠心正意，少有邪念。

.491

9.

我做人處事，總是問心無愧，不憂不懼。

.475

10.

對個人名利的事，我向來看得很淡。

.459

11.

對於合乎道德的事，我是言必守信諾，行必有結果。

.451

12.

對於不合禮節的事，我不會去看、去聽、去說、去做。

.436
.84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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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簡樸知足與澹泊名利」—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理特徵之三
題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因素負荷量

我覺得清心寡慾的生活最能讓人心安理得。
我覺得簡樸的生活能讓人心志專一，全心向善。
我相信簡樸的生活使人頭腦清醒，更能看清人生的意義。
即使別人都無視於我，我也不會改變安貧樂道的生活。
我很欣賞那些潔身自好，視名利如糞土的人。
我覺得物質生活不必太富裕，重要的是精神生活要充實。
我認為生活簡樸本身就是一種美德。
我從不費心去追求個人的名利。
當我清心寡慾的時候，就會心胸開闊，了無牽掛。
對於那些澹泊名利的人，我總是心嚮往之。
我深信奢侈浪費的生活會使人墮落。
我相信人只要懂得知足，自然就會快樂。
Cronbach α

.706
.703
.641
.602
.586
.564
.560
.558
.538
.495
.490
.469
.88

表 18 「心繫國家與濟世助人」—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四
題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因素負荷量

我很想獻身有關社會公益的工作。
有了空閒的時間，我就想去做為人服務的義工。
符合正義的事，我會不計個人利害努力去做。
我希望我的職業能有助於大眾生活的改善。
我有強烈的正義感，總會努力完成自己該做的好事。
我時常想些有利他人的事。
我時常想為自己的國家做些有益的事。
符合仁義道德的事，我就會勇敢去做。
面臨道義與個人利益的衝突，我寧願選擇前者。
人生在世，應該多為社會大眾做些好事。
在我有生之年，希望能多做些有益世道人心的事。
對社會上發生的重要事情，我很關心。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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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578
.573
.561
.555
.552
.539
.517
.507
.502
.46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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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五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不會去跟不莊重、不懂禮的人交朋友。

.618

2.

在我看來，沒有羞恥心的人，真不能算是人。

.549

3.

我對巧言令色的人，總是懷有戒心。

.517

4.

我最欣賞的人，就是文質彬彬(內外俱佳)的君子。

.505

5.

我的朋友都是在才德兩方面不錯的人。

.480

6.

我討厭那些當面對人魯莽的人。

.469

7.

看到利慾薰心的人，我就厭惡。

.459

8.

有些人言行隨隨便便，我很看不慣。

.432

9.

對於為人處世偏激的人，我會敬而遠之。

.431

我認為道義上該做的事就去做，不該做的事就不去做。

.419
.78

10.

Cronbach α

表 20 「自強不息與追求理想」—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六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很不喜歡別人懶懶散散，無所事事。

.553

2.

我最恨別人生活浪費，不知節儉。

.511

3.

我的朋友都說我是一個有抱負的人。

.485

4.

我勤勞慣了，很不喜歡閒散的生活。

.479

5.

在生活中我絕不貪圖感官的享受。

.445

6.

我學習新事物時，很能專心一意，心無旁騖。

.414

7.

我靠勤奮工作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

.408

8.

我很討厭懶惰的人。

.407

9.

我一向做事勤勞，樂在其中。

.398

10.

我有自己的高尚理想，因而生活過得很有意義。

.398

11.

無論學習什麼事物，我都會去思考其中的道理。

.398
.86

Cronbach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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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大陸樣本社會取向及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因素
題目的概念來源
因素

社會
取向
自我
實現
者心
理特
徵之
因素

個人
取向
自我
實現
者心
理特
徵之
因素

題數

1.內外兼修與
德才俱備

11

2.實踐恕道與
嚴以律己

12

3.簡樸知足與
澹泊名利

12

4.心繫國家與
濟世助人

12

5.遠避小人與
敬重君子

10

6.自強不息與
追求理想

11

1.悅納自己與
獨立自主

12

2.造福人群與
接受他人

12

3.醉心審美與
體驗創意

10

4.激勵自我與
堅持不懈

11

5.超脫世俗與
忠於自我

8

概念來源
類別 1-4 2-4 3-1 3-2 4-3 4-5
題數 1

2

2

3

1

2

類別 1-2 1-3 1-6 2-1 2-3 3-3 4-2 5-3 5-5
題數 2

1

1

1

1

1

2

1

類別 5-1 5-3 5-4 5-5
題數 4

2

3

3

類別 1-1 1-7 2-2 2-3 2-6
題數 1

5

2

2

2

類別 2-4 2-5 3-1 3-2 3-3 4-1 4-4 5-5
題數 1

1

1

2

2

1

1

類別 4-3 4-5 5-1 5-2 5-3
題數 2

2

1

5

1

類別 1-1 1-2 1-3 3-1 3-2 4-1 4-5
題數 1

3

2

2

1

1

2

類別 2-1 2-2 2-6 3-3 3-6 4-2
題數 3

1

4

2

1

1

類別 1-6 2-6 4-1 4-4
題數 2

1

1

6

類別 1-1 1-4 3-1 3-5 4-3 4-4 4-5
題數 2

2

2

2

1

類別 1-3 1-4 1-5 2-5 3-6
題數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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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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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大陸樣本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因素與概念架構
的對應

項目

因素名稱

概念架構中之主要相關內容

(1)

內外兼修
與
德才俱備

主要包含第(1)類（仁慈愛人之心）的第 1-4 小類（與人和樂，與人
和同）；第(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第 2-4 小類（知恥近乎勇，知
錯能改）；第(3)類（莊重有禮之矩）的第 3-1（謙讓有禮，溫文爾雅）、
3-2（以禮配德，文質彬彬）兩小類；及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
第 4-3（慎其獨，見其隱，顯其微）、4-5（善致中和，恰如其分）
兩小類。

(2)

實踐恕道
與
嚴以律己

主要包含第(1)類（仁慈愛人之心）的第 1-2（不怨天，不尤人）、1-3
（嚴以律己，寬已待人）、1-6（言行一致，誠信不欺）三小類；第
(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第 2-1（誠於中，形於外）、2-3（以勇行
義，無所畏懼）兩小類；第(3)類（莊重有禮之矩）的第 3-3 小類（莊
重自持，非禮勿為）；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第 4-2 小類（九
思三變，內外兼修）；及第(5)類（安貧樂道之志）的第 5-3（清心寡
欲，以堵煩擾）、5-5（玉潔冰清，澹泊名利）兩小類。

（3）

儉樸知足

主要包含第（5）類（安貧樂道之志）的第 5-1（節儉立身，不苟奢
華）、5-3（清心寡欲，以堵煩擾）、5-4（安貧樂道，知足常樂）、
5-5（玉潔冰清，澹泊名利）四小類。

與
澹泊名利
（4）

心繫國家
與
濟世助人

（5）

遠避小人
與
敬重君子

(6)

自強不息
與
追求理想

主要包含第（1）類（仁慈愛人之心）的第 1-1（己所不欲，勿施於
人）、1-7（濟世行仁，積極進取）兩小類；及第（2）類（道德正義
之氣）的第 2-2（慎義利之辨，守公私之分）、2-3（以勇行義，無
所畏懼）、2-6（知其不可而為之）三小類。
主要包含第（2）類（道德正義之氣）的第 2-4（知恥近乎勇，知錯
能改）、2-5（重氣節，有所為有所不為）兩小類；第（3）類（莊重
有禮之矩）的第 3-1（謙讓有禮，溫文爾雅）、3-2（以禮配德，文
質彬彬）、3-3（莊重自持，非禮勿為）三小類；第（4）類（廣聞博
識之智）的第 4-1（德才兼備，智勇雙全）、4-4（好學無懈，博聞
廣識）兩小類；及第（5）類（安貧樂道之志）的第 5-5 小類（玉潔
冰清，澹泊名利）。
主要包含第（4）類（廣聞博識之智）的第 4-3（慎其獨，見其隱，
顯其微）、4-5（善致中和，恰如其分）兩小類；第（5）類（安貧樂
道之志）的第 5-1（節儉立身，不苟奢華）、5-2（勤勞為生，不貪
安逸）、5-3（清心寡欲，以堵煩擾）三小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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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悅納自己與獨立自主」—大陸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一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有清楚明確的價值觀，很少有難以抉擇的情形。

.683

2.

在面對問題時，我對自己的想法很了解。

.660

3.

我從不覺得別人的情緒會對我造成威脅或傷害。

.658

4.

我對自己的認定完全不受他人的影響。

.602

5.

我很有安全感，很少覺得自尊受到威脅。

.597

6.

每到一個環境，我都能很快了解狀況。

.584

7.

我人生的重要決策都是自己作主，不會受到別人的左右。

.583

8.

不管別人怎麼想，我對自己很滿意。

.568

9.

我的生活很充實，從不覺得無聊。

.557

10.

我明確了解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方向。

.554

11.

不管到哪裡，我都能在環境中找到舒適的位置。

.551

12.

我認為生活中懸而未決的事情是一種樂趣，不必惶恐或焦慮。

.549
.84

Cronbach α

心理症候群的面向數目不同而已。

（二）心理特徵量表的編製
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是編製兩套標準化的量表，即「社會取向
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
表」。鑑於台灣與大陸之社會歷史發展脈絡與政治經濟現狀之不
同，我們決定分別編製「台灣版」和「大陸版」的量表，以充分契
合兩個社會的風土民情。以因素分析法在台灣與大陸樣本中分別鑑
定了兩種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因素後，建立測量工具乃順理成章
之事。在表 2 至表 6 中，我們已分別為台灣版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選出高因素負荷量的題目；在表 9 至表 13 中，
也已為台灣版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選出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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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造福人群與接受他人」—大陸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二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世上有許多苦難，我很想能盡一己之力去幫助別人。

.686

2. 我希望能突破個人的侷限，為增進人類福祉而努力。

.656

3. 人類是一個大家庭，我希望自己能為更多人服務。

.609

4. 我不會因為某人有缺點就排斥他。

.595

5. 不管某人的想法或作法與我多麼不同，我都會尊重他。

.594

6. 我相信大愛終將超越一己之私。

.587

7. 我絕不會用任何不道德的方法去達成目的。

.577

8. 我不願為日常瑣事煩惱，人類的福祇才是我所關心的。

.569

9. 我相信人基本上都是善良的，所以是值得信任的。

.568

10. 有些人真的又愚蠢又自私，但我不會苛責他們。

.517

11. 我希望自己能為某項重要使命獻身，而不限於當下需求的滿足。

.509

12. 不論生活平順或艱困，我都保有感恩的心。
Cronbach α

.502
.84

因素負荷量的題目。我們可利用這兩套題目編製成兩套台灣版的量
表，其分量表的名稱與題數等如下：
1.「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台灣版）

65 題

(1)自強不息與心繫國家

16 題

(2)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

16 題

(3)儉樸知足與澹泊名利

12 題

(4)實踐恕道與敦厚待人

12 題

(5)慎獨正意與崇義重禮

9題

2.「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台灣版）

64 題

(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

14 題

(2)造福人群與獻身使命

14 題

(3)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

13 題

(4)接受他人與尊重他人

12 題

(5)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

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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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大陸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三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對藝術有濃厚興趣，希望藉此陶冶性情。

.645

2. 我會完全陶醉在自然美景中，幾乎分不出自己與景物的界線。

.528

3. 我能完全沈醉在音樂之中，甚至覺得自己也成了音樂的一部分。

.526

4. 我有過自身與宇宙融為一體的經驗，那時覺得自己又強大又渺小。

.525

5. 我是個求知慾旺盛的人，時常對周遭投以好奇的目光。

.517

6. 我曾覺得世界突然變得無限寬廣，時空彷彿都消失了。

.515

7. 我常有「靈光一現」的經驗。

.512

8. 在藝術的世界裡，我深切體認到生命之美。

.491

9. 歷史、文學和藝術會激發我對人類共同命運的關懷。

.470

10. 我用童真的眼睛看世界，就有了源源不絕的原創性。
Cronbach α

.456
.79

以上兩套台灣版的量表之總題數分別為 65 題與 64 題，應可採
用於正式研究。研究中如同時採用多項測量工具，可依研究需要，
選用部分分量表，或酌減個別量表的題數（同一量表中，排序在前
的題目較佳）。在後一情形下，分量表之信度應重加評估。這兩套
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相當好，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的五個分量
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係數介於 .82～ .90，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
的五個分量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係數則介於 .77～ .90。
大陸版的部分，在表 15 至表 20 中，我們分別為社會取向自我
實現者的六個心理特徵因素選出高因素負荷量的題目；在表 23 至
表 27 中，則為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個心理特徵因素選出了高
因素負荷量的題目。利用這兩套題目編製成兩套大陸版的量表，其
分量表的名稱與題數等如下：
1.「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大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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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外兼修與德才俱備

11 題

(2)實踐恕道與嚴以律己

12 題

(3)儉樸知足與澹泊名利

12 題

(4)心繫國家與濟世助人

12 題

(5)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

10 題

(6)自強不息與追求理想

11 題

2.「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大陸版）

53 題

(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

12 題

(2)造福人群與接受他人

12 題

(3)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

10 題

(4)激勵自我與堅持不懈

11 題

(5)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

8題

以上兩套大陸版的量表之總題數分別為 68 題與 53 題，應可採用於
正式研究。研究中如同時包含多項測量工具，可依研究需要，選用
部分分量表，或同一分量表中可選用部分題目。在後一情形下，分
量表之信度須重新評估。這兩套量表的內在一致性信度相當好，社
會取向自我實現者量的六個分量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係數介於 .78
～.89，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的五個分量表之初步 Cronbach α 係
數則介於 .68～ .84。

四、討 論
（一）本研究的成果及意義
1. 首次以概念分析與量化衡鑑密切結合的方式有系統地探討中西自我實
現者的心理特徵的異同：
自我實現涉及了自我概念（自我知識）、自我一致性（自我歷
程）、自我接受及自尊（自我評價），可謂集自我各方面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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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激勵自我與堅持不懈」—大陸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四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我會利用獨處的時間來沈澱心情。

.517

2.

不管環境多麼艱困，我都會提醒自己：逃避現實毫無益處。

.502

3.

我希望自己保持最大的彈性，以適應各種各樣的經驗。

.497

4.

遇到困境時，我會冷靜分析環境中對自己有利與不利的因素。

.496

5.

我需要私人的時間與自己的內心對話。

.491

6.

當身處逆境時，我會鼓勵自己要克服環境的限制。

.485

7.

做每一件事，我都力求發揮自己的能力。

.479

8.

我不但了解自己的優點，也很了解自己的缺點。

.477

9.

每當遇到不順心的事，我就會提醒自己絕不可放棄追求理想。

.465

10.

歷經坎坷終於達成目標，我會有種想要飛起來的狂喜。

.449

11.

對我而言，生命是一個不斷追尋深遠意義的過程。

.419
.81

Cronbach α

表 27 「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大陸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
理特徵之五
題 目

因素負荷量

1. 世事紛擾，我喜歡保持距離，冷眼旁觀。

.529

2. 我喜歡與人群保持一段距離，暫時退隱到自己的世界中。

.488

親密的友情需要極大的心力和時間去培養，我只要有幾個
3.
知心好友就夠了。

.422

4. 我對是非對錯的判斷是自己決定的。

.404

5. 一旦我有了自己的抉擇，不管別人多麼反對，我絕不改變。

.391

6. 即使別人覺得我離經叛道，我的思路還是可以完全不受世俗的羈絆。

.359

7. 我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依據自己的判斷來決定。

.347

8. 我覺得人生有少數知己就夠了，我正是這麼幸運的人。
Cronbach α

.31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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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含第(2)類（與他人的關係）的第 2-1（對他人的高度接納）
、2-2（對人性的高度接納）、
2-6（超越自我，認同人類與人性，懷抱兄弟之愛）三小類；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3
（問題中心而非自我中心）
、3-6（毫不混淆目的與手段）兩小類；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
第 4-2 小類（對人與事保持新鮮感與欣賞，擁有豐富的情緒反應）
。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6 小類（有創意的人）
；第(2)類（與他人的關係）的
第 2-6 小類（超越自我，認同人類與人性，懷抱兄弟之愛）
；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第 4-1
（對各種經驗都保持自覺）
、4-4（擁有深刻的神秘感、靈性感或海洋般的經驗）兩小類。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1（對自己有現實的知覺）
、1-4（隱私的需求）兩小
類；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1（對現實的有效知覺）
、3-5（超越環境而非只是適應環
境）兩小類；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第 4-3（擁有豐富、刺激、有酬賞、有挑戰、有意義
的經驗）
、4-4（擁有深刻的神秘感、靈性感或海洋般的經驗）、4-5（一套統整的人生哲學）三
小類。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3（高度的自主與獨立）
、1-4（隱私的需求）
、1-5（高
度的自發性、單純性與自然性）三小類；第(2)類（與他人的關係）的第 2-5 小類（與少數至親
好友有親密深刻的關係）
；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6 小類（毫不混淆目的與手段）
。

造福人群

醉心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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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勵自我

超脫世俗

(5)

(4)

(3)

(2)

主要包含第(1)類（與自我的關係）的第 1-1（對自己有現實的知覺）
、1-2（高度的自我接納）、
1-3（高度的自主與獨立）三小類；第(3)類（與現實的關係）的第 3-1（對現實的有效知覺）
、
3-2（與現實的舒適關係）兩小類；第(4)類（與經驗的關係）的第 4-1（對各種經驗都保持自覺）
、
4-5（一套統整的人生哲學）兩小類。

悅納自己

(1)

忠於自我

與

堅持不懈

與

體驗創意

與

接受他人

與

獨立自主

與

概念架構中之相關內容

因素名稱

大陸樣本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之因素與概念架構的對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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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實現又離不開人我關係、人與社會及人與環境的關係，可謂同
時彰顯了人最根本的社會性與文化性。這樣的議題在心理學研究上
的重要性自不待言，西方人文心理學者如 Maslow 與 Rogers 將自我
實現這個構念引入了西方主流心理學的領域，甚至一般社會菁英的
心理世界中。當然，隨著西風東漸，非西方社會的心理學者與少數
社會菁英對西方式自我實現的論述也早已不陌生了。有趣的是，西
方心理學者大多推崇與接受人本心理學的自我實現理論，卻鮮有人
有系統地檢驗這些理論的命題。Coan（1974）對「最佳人格」的大
規模實徵研究算是難得的例外，但他在看似包羅萬象、鉅細靡遺的
百餘個研究變項中，並無法用因素分析得出清晰且有意義的因素結
構，最終仍不得不回到理論層次的重組與概括（Coan，1977）。嚴
格來說，他的實徵研究的努力是失敗了。Maslow 本人（1963）對
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做過探討，提出了十餘項描述，這項成果在
Maslow 的自我實現理論中佔有重要地位，也廣為後人引用。但
Maslow 自己也承認，這不過是一項初探性的研究，在方法上多有
疏漏，故對其結果的解讀應審慎為之。近年來，西方有些心理學者
開始質疑自我實現理論背後的哲學假設與後設命題（Geller，1984；
Smith，1973），但對自我實現構念本身的系統性實徵研究仍付之
闕如。
在非西方國家，已有心理學者對自我實現構念所反映的西方文
化論述提出了批判。楊國樞（Yang，2003）在其有關人類基本需求
的「雙 Y 理論」中，曾提出有兩種自我實現的看法，並分別稱為「集
體主義的自我實現」與「個人主義的自我實現」。他認為儒家文化
圈內的東亞國家或地區（如中國大陸、台灣、香港、日本、韓國）
之人民的自我實現應屬前者，基督教文化圈內的美歐國家或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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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自我實現則屬後者。從楊氏之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對比觀
之，集體主義的自我實現應是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個人主義的自
我實現實即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
據我們所知，這是心理學者首次以概念分析的方法，全面整理
了東、西方文化中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再
續之以密切相應的實徵研究—— 以因素分析法鑑定出兩套心理特
徵的各五或六個主要因素，以心理計量的方法編製出兩套的標準化
量表。如此跨越理論分析與實徵衡鑑的努力至關重要。在理論層次
上，它能幫助我們清楚地對顯出東、西方文化中自我實現者的不同
樣貌，並可明確地界定出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
的內涵，在我們的概念架構中，前者共包含五大類，後者則包含四
大類。在實徵研究上，我們以因素分析法鑑定出的心理特徵之因素
結構，一則可與理論層次的概念內涵呼應，亦提供了編製標準化量
表的因素架構，而所得的兩套量表則具有了堅實的實徵基礎。從心
理學研究的層次觀之，這正是進行本土化跨文化心理學（indigenous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研究的重要步驟，真正的人類心理學將可
在此種努力的基礎上建立起來。
Yang （ 2000 ） 所 提 出 之 「 跨 文 化 的 本 土 化 研 究 策 略 」
（cross-cultural indigenous《emic》research strategy）能有效地統合
單文化的與文化比較的研究，關鍵即在於要有深入且有系統的單一
文化之本土化研究資料作為基礎，諸如概念分析和田野資料的收
集，進而再進行適當的跨文化比較。以自我實現的研究為例，西方
人本心理學者有關個人取向自我實現的論述，當然是西方文化下的
本土化研究成果；而我們對以「君子」為理想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
者之概念分析與實徵研究，則是華人文化下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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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華人與西方人各自分別從事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礎之上，我們編製
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量表」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理特徵量表」
，就是一套跨文化公平與平衡（cross-cultural fair and
balance）的工具，包含了華人與西方人所認知的有關自我實現者之
共同的（common）
、較不相同的（less common）
、及獨特的（unique）
心理特徵，使用這兩套工具在華人社會與西方社會（如美國、英國）
收集資料，進行跨文化比較將是勢在必行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在理論上分析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
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並以心理計量的方法衡鑑之，最終得到了兩
套標準化的量表實是理所當然的成果。由前節所述可知，這兩套量
表與各概念架構的對應性相當好；若再細察表 7 和表 21，可知這兩
套量表的題目涵蓋性亦相當廣。在台灣版 65 題的社會取向自我實
現者量表中，只有概念架構的第 1-7，2-3，2-7，3-4 及 4-6 五小類
未被包含，整體的涵蓋率達 83%（24/29 小類）。在台灣版 64 題的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中，則只有概念架構的第 2-3，3-1，3-5，
4-1 及 4-3 五小類未被包含，整體的涵蓋率達 78%（18/23 小類）。
在大陸版 68 題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量表中，只有概念架構的第
1-5、2-7、3-4 及 4-6 五小類未被包含，整體的涵蓋率達 86%（25/29
小類）。在大陸版 53 題的個人取向自我實現量表中，則只有概念
架構的第 2-3、2-4 及 3-4 三小類未被包含，整體的涵蓋率達 87%
（20/23 小類）。至此，我們應可安心地結論：本研究對社會取向
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在概念層次上所從事的理論分
析，與在測量層次上所進行的實徵分析，所得結果是相當一致的。
易言之，生活在海峽兩岸的現代華人所認知的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
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確實是分別根植於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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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君子理想原型）與西方現代文化的深厚底蘊之中的。
論說至此，讀者應已清楚理解：本研究的目的並不是要為社會
取向自我實現者找出一套全有或全無的或是不連續的（discrete）心
理特徵，用以主觀判斷誰是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可能為數甚少），
誰不是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可能為數甚多）；也不是要為個人取
向自我實現者找出一套全有或全無的或是不連續的心理特徵，用以
主觀判斷誰是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可能為數甚少），誰不是個人
取向自我實現者（可能為數甚多）。相反地，在本研究中，我們是
將兩類自我實現者的每項特徵視為一種連續性變項或構念
（continuous variable or construct）。我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假設是
有理由的。依據 Maslow（1970）的人類基本需求理論，個體的生
理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及尊嚴需求適當滿足後，自我
實現需求方可成為生活的支配性動機。在此最高需求的推動下，個
體乃能逐漸形成與增強某些心理特徵。由此觀之，自我實現者之心
理特徵是逐漸養成的，其強度是逐漸增加的。所以，此等特徵都是
連續性的，而不是全有或全無的。尤有進者，Rogers（1951，1959）
甚至將個體的自我實現視為一種從「人之初」就開始的歷程。在此
終生的連續性發展過程中，自我實現者的重要心理特徵都是逐漸形
成與增強的，因而是連續性的。將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視為可以
量化的連續性變項，即可運用心理計量學的程序加以處理。
2. 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兩套心理特徵的關係及社會變遷歷程
中兩者可能的互動
現代華人兼具了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的
認知架構，此一現象也可視為陸洛與楊國樞（Lu 與 Yang，2004）
最新提出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雙文化自我」（traditional-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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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ultural self）的一種展現。這種雙文化自我的傳統文化根基當然
是指華人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文化傳統，現代文化根基則是指新近由
西方傳入或新近在社會現代化變遷過程中所形成的現代文化。以自
我實現為例，這種雙文化自我所展現的就是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
（傳統成分）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現代成分）之間的並存與化
合。我們雖可從理論上推論現代台灣華人在認知結構上可能同時包
容或納入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各項心理特徵，但這兩
套心理特徵間有分又有合，既有一定程度的獨立性（因其各有不同
的文化起源），又有一定程度的關聯性（因其在文化交融的台灣社
會中已產生一定程度的化合）。最直接的檢驗方式，便是讓同一受
試者完成兩份量表，再檢視兩組心理特徵間的關聯性。我們正在以
新樣本持續進行的各種信度與構念效度研究中，甫完成一組資料的
收集，在此僅概略報告相關的初步結果，詳情容後在另文中再加呈
現。
我們收集的有效樣本為 292 名大學生（含研究生），女性 167
位，男性 125 位，平均年齡 23.54 歲（標準差=3.88），就讀於北台
灣的五所公、私立大學各科系。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發現：社會
取向與個人取向兩組心理特徵間（5×5）的相關係數都達顯著水準，
皆為正相關，強度介於 .20 到 .77 之間，差異頗大。續以典型相關
（canonical correlation）進行分析，所得結果見表 29。由表中數據
可知，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五種心理特徵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的心理特徵之間共有四項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典型相關，其中第一項
典型鄉關係數最大（.893，p < .001）。此一典型相關可自社會取向
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五因素得分之線性組合分數的總變異量中抽
出 58%，可自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五因素得分之線性組合

126

自我實現者的心理特徵

表 29

社會取向自我實者心理特徵五因素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理特徵五因素間的典型相關分析

典型相關項目

一

特徵值

3.925

百分比

82.287

二

三

四

.701

.105

.038

2.199

.803

14.70

典型相關係數

.893

.642

.308

.192a

典型相關係數平方

.797

.412

.095

.037

η1

η2

η3

η4

1.自強不息與心繫國家

.908

.321

-.162

-.127

2.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

.575

.046

.446

.568

3.簡樸知足與澹泊名利

.724

.051

.650

-.065

4.實踐恕道與敦厚待人

.822

-.561

-.045

.063

5.慎獨正意與崇義重禮

.751

.124

-.074

.500
11.949
.441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理特徵因素

b

b

b

抽出總變異量百分比

58.391

8.761

13.108

重疊量

46.535

3.611

1.244

χ1

χ2

χ3

χ4

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

.613

.094

-.754

-.078

2.造福人群與獻身使命

.935

.135

.070

.192

3.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

.719

.226

-.019

-.632
-.052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
心理特徵因素

4.接受他人與尊重他人

.723

-.678

-.112

5.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

.614

.113

.066

-.270

抽出總變異量百分比

42.530

4.539

1.122

.382

重疊量

53.366

11.012

11.816

10.361

註：a 為 p< .05，b 為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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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數的總變異量中抽出 43%，遠遠超過其他三項典型相關。此一主
要典型相關所顯示的事實是：「自強不息與心繫國家」、「實踐恕
道與敦厚待人」、「慎獨正意與崇義重禮」、及「簡樸知足與澹泊
名利」四項社會取向心理特徵因素得分的線性組合分數，與「造福
人群與獻身使命」、「接受他人與尊重他人」、及「醉心審美與體
驗創意」三項個人取向心理特徵因素得分的線性組合分數成統計上
顯著的正相關。事實上，社會取向心理特徵因素「遠避小人與敬重
君子」及個人取向心理特徵因素「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與「超越
世俗與忠於自我」在第一項典型相關中亦有不低的線性係數。由此
觀之，整體的社會取向心理特徵與整體的個人取向心理特徵確有成
正相關的傾向。顯而易見，此一傾向有利於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
我實現者的兩套心理特徵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同時並存與融合。在社
會變遷過程的不同階段，華人所共同接受之兩套自我實現者心理特
徵的理想組合可能並不相同。有關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論，則超出
了本文的範圍。
在此我們可順帶一提前文所言「跨文化的本土化研究策略」中
隱含的一個方法論問題：強加式客位（imposed etic）的風險（Berry，
1989）。有人可能會質疑，在華人樣本中評量源自西方文化的個人
取向自我實現豈不是一種強加的文化客位式研究嗎？當然這是一
個潛在的問題，但我們認為，華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雙文化自我」
的存在已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雖源自西方文
化，卻已漸為現代華人吸納、採借、並統整到心理系統之中，而成
為一個具實質心理意義、能有機地運作的心理組合。因此，我們在
本研究的台灣與大陸樣本中所揭示的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
徵的五個因素結構，不可能只是語意層次的心理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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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artifact），更可能是具有實質心理意義的雙文化自
我的一種展現。當然，我們對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的分析
與探究，更充分地實踐了本土心理學研究的理念。
3. 本研究概念架構中有些小類間在意義上有部分重疊的問題
我們在編定兩套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概念架構時，是以周延性
為最高原則，盡可能包含所有重要的心理特徵，使不致有嚴重疏
漏，但並未要求架構中各項目間一定要嚴格互斥，故同一大類下之
各小類間，甚至不同大類下之各小類間在概念上皆可能有部分重疊
的現象。這在社會取向的架構中可能較為明顯，因為這些特徵皆是
取自儒家典籍及相關文獻，本即偏向道德倫理學而非心理學的論
述，去脈絡的處理可能更加深了構念間的重疊性。故此，在台灣版
中未納入社會取向標準化量表的第 1-7（濟世行仁，積極進取）及
2-7（心繫家國，兼善天下）兩小類與已納入的第 2-6 小類（知其不
可而為之）實相類似，皆強調以「公利」為目的，以積極入世的熱
情和堅毅不拔的努力去踐行仁道；未納入的第 2-3 小類（以勇行義，
無所畏懼）與已納入的第 2-5 小類（殺身成仁，捨生取義）也有相
似重疊之處；未納入的第 3-4 小類（敬老尊長，長幼有序）與已納
入的第 1-5 小類（孝順父母，慈愛子女）也有重疊；未納入的第 4-6
小類（自強不息，積極向上）與已納入的第 4-4 小類（好學無懈，
博聞廣識）有重疊。整體而言，未納入上述五小類應不致影響社會
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的概念涵括性，此量表應已能適當反映出儒家
文化所闡揚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及樣貌。換一個角度
看，這個台灣版的社會取向量表中未完全展現的多半是與「義」有
關的理念與實踐，如「濟世行仁」、「以勇行義」、「心繫家國」、
「兼善天下」都可視為義的極致表現，及對社會「公利」的無私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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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這樣的高道德要求對庶民百姓而言本就相當嚴苛，在個人意識
高漲、生存競爭激烈的現代生活處境中，要超越一己之私自然更為
困難了。在大陸版的社會取向量表中大致也可看到類似的現象，這
正映證了我們的標準化工具確能貼近現代華人真實的生活境遇與
心理世界。
未納入台灣版個人取向標準化量表中的第 2-3 小類（具有民主
的人格結構），與已納入的第 2-1 小類（對他人的高度接納）及 2-2
小類（對人性的高度接納）實有相當重疊，前者可視為後兩者的具
體實例與生活表現；未納入的第 3-1 小類（對現實的有效知覺）與
已納入的第 3-2 小類（與現實的舒適關係）密切相關，後者為前者
之結果，但須以前者為基礎方能達成；未納入的第 3-5 小類（超越
環境而非只是適應環境），與已納入的第 1-3 小類（高度的自主與
獨立）及第 1-6 小類（有創意的人）皆有關聯，後兩者都強調自力
更生，在艱困的環境中不屈不撓，不僅能存活下來，更能體悟生命
的意義與價值，所反映的深層意義實則就是超越環境的局限了；未
納入的第 4-1 小類（對各項經驗都保持自覺）及第 4-3 小類（擁有
豐富、刺激、有酬賞、有挑戰、有意義的經驗），與已納入的第 4-4
小類（擁有神秘的高峰經驗）極為相關，後者可視為前兩者的特例。
整體而言，未納入上述五小類應不致影響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量表
的概念涵括性，此量表應已能適當反映出現代華人對日益增強的西
方文化傳統的體認與接納，具體表現為對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理
特徵與樣貌的認知與認同。
4. 兩岸受試者在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的因素上是大
同小異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同時在台灣與大陸完成了資料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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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實徵分析、與量表編製的工作，因此可比較兩岸樣本在心理特
徵之因素內涵與數目上的異同。若要進行「定量」的比較，一種較
為直接的方法是計算台灣版本各分量表與大陸版本各分量表間的
相關矩陣，以社會取向量表為例，即為計算大陸版六個分量表（因
素）分數與台灣版五個分量表（因素）分數之 6×5 的相關矩陣，並
以每對內涵相似的分量表（因素）間的相關係數為因素符合性或對
應性係數（congruency coefficient），來判斷台灣與大陸版兩套因素
結構間的相似度。但是，由於我們在因素分析時已依預設的三項標
準刪除了不具鑑別力或受社會期望影響過高的題目（參見前節說
明），這樣做保障了心理計量程序的嚴謹性，但也使得在台灣與大
陸樣本中各自進行因素分析時所用的題目已有不同，有的題目在台
灣樣本中被刪除，但在大陸樣本中被採用，相反的情形亦存在。再
經因素分析選題編成標準化量表後，台灣版與大陸版中內涵相似的
每對分量表（因素）間共有的題目比例有時相當低，具體參見表 26、
27。舉例而言，若以台灣版量表為基準，則社會取向量表中，與大
陸版分量表共有題目比例最低為 50%（見表 30）。反之，若以大陸
版量表為基準，在社會取向量表中與台灣版分量表共有題目比例最
低為 63%（見表 31）。在此情形下，進行前述的「定量」分析並不
恰當，結果也很難解釋。故我們以下僅試探性地對兩岸樣本分析所
得的兩套因素結構的內涵進行「定性」的比較與說明。就社會取向
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而言，五因素結構最符合台灣樣本所得的實
徵相關矩陣，但六因素結構卻最符合大陸樣本所呈現的相關矩陣。
在這兩套因素中，有四組因素在海峽兩岸是相同或相似的，分別為
「實踐恕道與嚴以律己」（大陸）對應「實踐恕道與敦厚待人」（台
灣），「儉樸知足與澹泊名利」（台灣與大陸皆有），「心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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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台灣版社會取向及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各分量表
與大陸版之共同題目數的對照比較

分量表名稱

分量表
題數

在大陸版因素
分析前已被
刪除之題數

與台灣版共有之
題數及百分比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分量表

1.自強不息與心繫國家

16

4

12 （75.00%）

2.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

16

8

8 （50.00%）

3.簡樸知足與澹泊名利

12

1

11 （91.67%）

4.實踐恕道與敦厚待人

12

3

9 （75.00%）

5.慎獨正意與崇義重禮

9

0

9 （100.00%）

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

14

2

12 （85.71%）

2.造福人群與獻身使命

14

3

11 （78.58%）

3.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

13

0

13 （100.00%）

4.接受他人與尊重他人

12

1

11 （91.67%）

5.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

11

0

11 （100.00%）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分量表

與濟世助人」（大陸）與「自強不息與追求理想」（大陸）對應「自
強不息與心繫國家」（台灣），以及「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台
灣與大陸皆有）。可見儘管海峽兩岸的歷史發展與社會現況迥異，
但中華文化傳統的影響依然深遠，且具體表現在兩地人民對源自儒
家思想與理想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的相似認知與認同。不過，兩地
風土民情與經濟現況的差異，也反映在人們對自我實現這般人生理
想與極致完滿狀態的某些獨特認知上。台灣的受訪者特別強調「慎
獨正意與崇義重禮」這一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大陸的受訪者則
特別強調「內外兼修與德才俱備」這一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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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大陸版社會取向及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各分量表
與台灣版之共同題目數的對照比較
分量表
題數

在台灣版因素
分析前已被
刪除之題數

1.內外兼修與德才具備

11

1

10 （90.91%）

2.實踐恕道與言以律己

12

3

9 （75.00%）

3.簡樸知足與澹泊名利

12

1

11 （91.67%）

4.心繫國家與濟世助人

12

2

10 （83.33%）

5.遠避小人與敬重君子

10

1

9 （90.00%）

6.自強不息與追求理想

11

4

7 （63.64%）

分量表名稱

與大路版共有之
題數及百分比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分量表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心理特徵分量表

1.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

12

4

8 （66.67%）

2.造福人群與接受他人

12

1

11 （91.67%）

3.醉心審美與體驗創意

10

1

9 （90.00%）

4.激勵自我與堅持不懈

11

1

10 （90.91%）

5.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

8

0

8 （100.00%）

獨」是儒家對自我修養的極高要求，是一種完全的道德自律，透過
內化道德價值，不假任何他律的手段，要求個人在沒有具體他人的
監控下，發揮個人內在的德性，踐行仁、義、禮、智等德目，做到
慎獨才是完全的道德自律，始稱得上「君子」，也有別於「偽君子」
的行為（只做給別人看的道德表現）。這樣的道德高標準和儒家自
我修養的極致要求，只可能在幾十年來系統性、制式化地闡揚與傳
承儒家思想的台灣社會中保存下來，也就不足為怪了。相反的，具
體地要求個人學習知識、培養才能，同時具備道德內涵的「內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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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與「德才俱備」的理想，不管個人能否系統性地了解和把握其
背後的儒家人倫基礎，在經濟快速發展，人際競爭日益激烈的大陸
社會，都是必備的生存能力，其會受到認同與重視也是必然之事。
就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而言，五因素結構在台灣和
大陸樣本的資料分析中都是最合適、最有意義的結果。兩套因素中
亦有四組相同或相似，分別為：「悅納自己與獨立自主」、「醉心
審美與體驗創意」、及「超脫世俗與忠於自我」（此三項台灣與大
陸皆有），另「造福人群與接受他人」（大陸）對應「造福人群與
獻身使命」（台灣）與「接受他人與尊重他人」（台灣）。大陸受
訪者特別強調「激勵自我與堅持不懈」這一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
心理特徵，大陸近幾十年來艱困的政治與經濟環境正磨練了人性堅
韌不拔的毅力，也突顯了超越環境的生存價值。在近年的激烈氛圍
下，自我激勵與堅持不懈更是成功的不二法門，這樣的價值與實踐
確實是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重要心理特徵，但也正好符合了在大
陸社會中求生存、爭發展的要求。
整體看來，海峽兩岸華人對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的認知不論是
社會取向或個人取向的，都是同大於異，而相異之處所反映的也正
是兩個社會獨特的歷史發展脈絡、經濟現況、及風土民情。這樣同
遠大於異的現象在群體差異的分析中也再次得到驗證。在台灣和大
陸兩地的資料分析中，性別差異皆不明顯，年齡差異的趨勢則完全
相同。顯示在現代華人中，男性與女性對自我實現的認知並無實質
的差異，年長者明顯對源自中華傳統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較年輕學
生更具認同感，但也在某些個人取向自我實現的面向上較年輕學生
更為認同，這些面向所反映的分別為「自我接納」和「接受他人」
的理念，前者與深刻的自我覺察有關，後者與圓融的人生歷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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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這兩方面年長者都比涉世未深的年輕學生有優勢，在兩岸的社
會現實中也不致有本質的差異。

（二）未來研究方向
自我實現是心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也有可能超越心理學
門的範疇，與哲學、倫理學、人類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教育學
等諸多學科對話，在理論上整合，在研究上合作，以期對人性之共
性與殊性有更深刻的理解。另外，自我實現研究的成果也可廣泛應
用於教育、諮商輔導、跨文化溝通等多個領域，以期促進人類溝通，
提升人類福祉。以下僅概述未來心理學研究的幾個可能方向，及本
研究結果的幾項可能應用，作為拋磚引玉之用。
在未來研究方面，心理學取向的努力可有三個方向：第一，本
研究已以概念分析描繪出兩種自我實現者的樣貌，也以實徵研究鑑
定出兩種自我實現者的心理特徵結構。但在文化融合日益明顯的當
今社會，人們很可能同時追求這兩種自我實現，以同時滿足社會取
向與個人取向的需求，也同時實踐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基本價
值。因此，我們可將兩套標準化量表同時施測於一個樣本，先求取
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諸因素與個人取向自我實現者之
心理特徵諸因素間的兩兩相關模式，以檢驗此兩項心理症候群之間
的關係。更進一步的作法是以因素分析法探討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
的心理特徵是維持各自獨立的兩套因素結構，還是部分或完全融合
成一套新的因素結構。這將有助於我們理解不同文化系統的相互影
響與融合，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個人如何協調與整合不同的價值系統
的影響與要求。
第二，本研究礙於資料有限，無法對兩套自我實現的系統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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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的構念效度檢驗。後續研究應在理論上先推衍出與社會取向與
個人取向自我實現有關的先前變項（antecedent variable）、同時變
項（concurrent variable）、與後果變項（consequent variable），進
行系統性的構念效度研究。例如，依前文所提及的「傳統性與現代
性雙文化自我」的理論（Lu 與 Yang，2004），我們應可推論：華
人的心理傳統性與社會取向的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成正相關，而
心理現代性則與個人取向的自我實現者之心理特徵成負相關。這項
實徵研究的資料已將近收集完成，分析結果應可提供部分構念效度
檢驗的證據。
第三，本研究所建構的社會取向自我實現者的樣貌完全奠基於
儒家思想所闡揚的「君子」的原型，是華人十分本土性的構念。個
人取向自我實現者的樣貌則基於西方心理學者對其文化所推崇的
自我實現者的描述，亦可謂之西方特別是美國本土性的構念。在此
基礎上，後續研究可採跨文化設計，在東、西方社會中同時檢驗這
兩套自我實現概念架構與實徵量表的適用性。
在研究應用方面，我們所編製的兩套標準化量表可用於教育領
域，來衡鑑學生所體認的自我實現構念，據以設定教育目標，調整
教育策略，以培養適當的自我實現觀。在諮商輔導方面，這兩套標
準化量表可幫助案主自我瞭解，亦有助於諮商輔導人員協同案主設
定現實的自我改善目標，並評估諮商輔導的成效。最後，在跨文化
溝通方面，這兩套量表可幫助來自不同文化的合作者瞭解自己與對
方的文化價值，俾便設定正確的溝通目標，促成有效的合作與相互
接納。
自我實現是人類共同追求的生命意義，也應是心理學者努力不
懈去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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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作者特別感謝中華民國教育部資助「華人本土心理學研究追求
卓越計畫」，使得此一研究得以完成。此研究計畫編號為
89-H-FA01-2-4-1。
(2) 在 Maslow 有關自我實現者心理特徵的研究中，他不但以歷史
上的名人為探討對象，也以他個人的朋友與相識及心理很健康
的大學生為對象。他個人的朋友與相識未必是名人，也不一定
在某一方面有大成就；至於在校的大學生更談不到有甚麼了不
起的成就了。其實，Maslow 所說的「自我實現」，並不是指要
有大成就，而是指「能完全充分發揮天賦、才能、潛力等」。
個人的天賦、才能及潛力互有高低，不是只有高能力的人才自
我實現，低能力的人也能自我實現。自我實現不是指世俗之高
超成就的追求（如成大事、做大官、發大財），而是指個人生
而有之的各種秉賦與潛能（不管比人高或低）之不斷實踐發揮
及展現的歷程與狀態。
(3) 本研究各樣本是用來標準化四種量表的，本不宜再用以計算
Cronbach α。此處的 Cronbach α只是權宜計算之內部一致性
信度的粗略指標。正式的 Cronbach α將另以新樣本重加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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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d Individual-oriented
Self-actualizers: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ir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Kuo-Shu Yang and Lu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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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Jen Catholic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oriented and
social-oriented self-actualizers. The comparison is made at two
levels,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oriented actualizers is based on Jung’s (1916), Adler’s
(1930), Goldstein’s (1939), Rogers’ (1959), and Maslow’s
(1970) discussions on self-actualization, self-realization, the
self-actualizer, and related concepts.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social-oriented actualizers employs the concept of junzi (君子) i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as the culturally Chinese
prototype of a self-actualizer, and the life-long process of
striving to be a junzi as the culturally Chinese version of
self-actualization. The analysis relies on texts from 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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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s disciples and followers and related scholarly discussions.
The two conceptual schemes are used as guides to develop items
to construct two scales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kinds of self-actualizers. Sampl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dults from Taiwan and China are used as
respondents.

Keywords: conceptual analysis, empirical assessment,
individual-oriented, self-actualizers,
social-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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