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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僑生的學業「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 

摘要 

研究目的：僑生來台人數與日俱增，了解其心理與學習機制，本研究探討僑生的「未來

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招募五位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

皆為心理輔導相關科系學生，以混合研究， 探究僑生在學業上的「未來時間觀」與「學業

意志力」。研究結果：僑生所建構的未來目標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而「探索」是詮釋這

個歷程的關鍵因素。研究結論：（1）「探索」為連結「當下行動」與「未來目標」的核心；

（2）「明確的未來目標」會促使僑生彈性調節自己達成目標的方式與策略；（3）「現實」

經常是改變目標的重要促發因子。 

 

關鍵字：未來時間觀、學業意志力、混合研究、馬來西亞籍僑生、港澳籍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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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近年來因高等教育擴張而伴隨的學生來源短缺，以及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各大學

招收許多外籍學生。其中一部分是具有華人血統，或是在其成長過程以中文為母語或雙語者

（即日常生活或求學中有兩種語言同時並用，其中一種為中文），即「僑生」。自 2016 年

起，高等教育面臨第一波少子化困境，故各大學在校際競爭與生存壓力下，紛紛透過海外教

育展，以及海外宣傳活動等行銷方式，招收亞洲國家的僑生或港澳地區的境外生，以紓解學

生急遽短缺的困境。從教育部（2019）的統計顯示，大專院校的僑生總計有 12,565人，港澳

生則有 10,677人。在僑生當中，馬來西亞僑生 7,658人居冠，再者為印尼籍 2, 073；以港澳

生而言，來自香港有 6,824人，澳門有 3,853人。若加總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馬來西亞（男

性 3,559人，女性 3,824人）與香港僑生（男性 3,593人，女性 3,101人）在臺求學人數相當

接近，而男性的人數又比女性更接近。無論僑生或港澳生的增加，皆為臺灣的高等教育注入

一股活水，對於大專院校的學生來源、校園國際化與文化交流皆有所助益，此外有些僑生也

憑藉其專業的優秀表現，在畢業後選擇留臺工作，同時也增加了臺灣的專業人力素質。 

賀桂芬（2018）曾指出，馬來西亞籍僑生從出生開始便受歧視，華人子弟被迫「推」出

國唸大學，加上國內高教相對於他國便宜，且馬來西亞承認我國學歷，其僑生來台歷史悠久。

上述這些因素，使得馬來西亞籍僑生來臺就讀大學，甚至在學業表現比起本地生或他國外籍

生來得優秀。而香港澳門的僑生，最近可能受到政治社會環境因素，來臺就讀大學的比例也

增加，但是依據研究者與港澳生在課室晤談，會來到臺灣就讀大學，也和學業表現不是太好

的狀況下，退而求其次來臺灣就讀大學。 

到臺灣求學對僑生而言是一種「出國」，為了達成對未來所設定的目標或所期望的生活，

僑生們離鄉背井以獲取專業知識與發展新的人際關係，但求學歷程中經常遭遇不同困難與需

要克服的問題。以研究者的教學經驗發現，班上的僑生經常會因文化差異、語言問題或經濟

狀況，而使其學習受到影響，例如：研究者任教的心理學課程中，即有僑生的中文能力不佳，

上課超過一半內容聽不懂，無法跟同組成員討論，甚至是影響到考試的成績，因此須額外提

供學習輔導或改變評量型態。無論是學習或適應問題，在臺灣目前有招收僑生的大學中層出

不窮（洪子琪，2011；許碧芬，2019；張靖，2019），也成為大學中僑生教育或輔導專責單

位的難題。 

過往在 101至 105學年度中即發現，僑生與港澳生每年招收新生人數平均為 6,625名，

但每年平均畢業生僅有 2,831名（教育部統計處，2016），換言之 101至 105學年之中，平

均畢業人數不到年招收人數的一半，僅四成的僑生與港澳生能順利畢業，其餘可能因適應不

良導致休退學。這樣的現象不僅影響僑生未來前途發展，也可能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而這

數據背後的成因可能是因為種種的適應不良所導致，而且大學階段是個人生涯發展的關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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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階段中，生活壓力對於大學生的身心健康與未來前途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探究

僑生面對困境時是如何以自我認知與解釋方式來面對，有助於各大專院校適時介入並導以正

向認知態度，與介入生活壓力，期望對於僑生之心理健康有正向的助益（陳柏霖、蔡亦倫，

2021；蔡亦倫、陳柏霖，2020；Chen, 2021）。根據蔡亦倫與陳柏霖（2020）調查僑生心理

健康狀態發現，具高度憂鬱傾向的馬來西亞僑生占 14.6%、港澳僑生占 18.7%，顯示大概有

近二成的僑生有高度憂鬱傾向，仍不可忽視。 

無論僑生所碰到的困境或適應狀況為何，其所呈現出來是許多因素長久交互作用的結果，

如何協助僑生們克服障礙與順利適應，仍須探究這些問題背後的根源。僑生學業問題的產生

經常有脈絡可循，可能來自課業難度、語言、文化或生活問題。蔡亦倫與陳柏霖（2019）曾

發現，馬來西亞籍僑生主要壓力源是未來規劃、學業、經濟等壓力，而港澳籍僑生則是未來

規劃、學業、人際等壓力。在學業壓力上可能係因離鄉背井來到異地求學，因此對自身期待

更高，且臺灣教育制度、教學模式、語言與僑生僑居地之教育體制不同，因此在學業上易有

不適應之情形；而在經濟壓力上可能係因僑居地經濟發展關係，以及貨幣匯率上的起伏波動，

導致在臺僑生在經濟壓力上較為困擾；而人際壓力上，僑生來到異地，人生地不熟，加上語

言與文化的隔閡，導致本地生與僑生產生一定距離，倘若僑生不夠主動，很可能交友圈僅有

同鄉之僑生，在宛如小型社會的大學之中，即可能造成人際方面之困擾；而在未來規劃壓力

上則傾向普遍學生在學習階段都可能出現的一項壓力源，並不特定只在僑生身上呈現。 

從「社會認知理論」（social-cognitive theory）的觀點，個人期待怎樣的未來會決定其當

下的行動（Bandura, 1986）。換句話說，目前所遭遇的困境是反映過去的思考與行為結果。

因此，若要了解前述問題如何發生，可藉由串起時間軸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更進一步來

說，探究僑生為何選擇至臺灣求學（過去），以及未來職涯規劃（未來），則或許能系統性

地解釋僑生至臺學習遇到的適應狀況（現在）。 

在心理學中，研究者以「未來時間觀」（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描述個人對於某些面向

的未來知覺、期待與規劃（例如：未來的學業表現或人際關係），並且發現其會影響個體當

下的動機、行動與目標設定（黃珮婷、陳慧娟，2016; Carstensen, 2006; Eren, 2012; Gjesme, 

1983; Lang & Carstensen, 2002; Peetsma & van der Veen, 2011; Seijts, 1998），包含如何因應困

境、調適壓力與增進自己的學習或專業能力。Zimbardo 與 Boyd（2008）指出穩定的家庭與

社會、良好的教育、工作、人際關係、追求成就等皆是未來時間觀的形成條件；未來時間觀

也是一種預測學生學習投入的一項重要因素（Peetsma, 2000）。有研究顯示，學生未來目標

與他們現在的「學習工作」或「學習成績」能產生關係，促使個體產生學習的動力（Lens, 

Simons, & Dewitte, 2001）。兩位研究者也從與僑生的工作經驗中發現類似現象，那些對自己

未來有很明確規劃者（例如：決定回原國家工作或繼續留臺就業），其面對沈重經濟或學業

問題時，經常能尋求各種資源或善用策略以克服，並且也較能忍受當下挫折與犧牲享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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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其所設定的目標；然而，對於自己未來沒有明確想像或計畫的僑生，則容易陷入困境，

並且難以採取有效因應策略，也易形成課業上的挫敗。不過，Peetsma與 van der Veen （2011）

的研究進一步也發現，學生的「未來時間觀」會透過「學業投入/投資」（investment in 

learning）而影響「學業成就」（academic achievement），意味著個體對於課業的用心、堅

持與投資，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黃珮婷與陳慧娟（2016）的研究亦證實，

「未來時間觀」對「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的關係會受到「知覺工具性」

（perceived instrumentality）的部分中介。整合前兩者的研究結果可知，即便學生對於未來有

正向或長遠的預期，但達成最終目標之前，要能知覺並珍視行動的價值，並且持續地投入學

習。 

Mello 與 Worrell（2015）曾指出，個人如何看待時間可能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脈絡有

關，其建議可探索未來時間觀在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差異。以華人的教育觀而言，是從未

來時間觀出發，學習者往往會把學習目標建立在長遠的未來成就上（劉潔玲，2002）。如果

把接受教育的時間投入視為一種介入，而學生所持的未來時間觀可能影響其未來的正向期望

發展（陳柏霖等人，2017）。 

而什麼因素會影響僑生珍惜未來的目標，賦予高度的價值，並且持續投入學習？本文研

究者之一曾提出「意志力」，並且將其概念化為「個體能控制內心的某個衝動，考量長遠目

標而忍住眼前好處，進而做出相對困難選擇的心理能力」（陳柏霖等人，2019；蔡宇哲，

2013; Kelly, 2012; Leahey, et al., 2013）。簡單來說，意志力是個人為達成未來目標，面對困

境仍願意堅持與積極面對的能力。未來時間觀與意志力皆聚焦於個人的「未來目標」，前者

強調個體期望怎樣的未來（包含了認知與動機性層面），後者聚焦於歷程中如何詮釋困境、

專注目標與克服問題。換句話說，未來時間觀能引導目標設定與決定目標價值性，而意志力

則使個體在達成目標的歷程中，面對與克服困境，堅持不懈往目標邁進。 

基於前述的論述，本研究欲探究僑生的未來時間觀以理解其在學業的行動、決策與對未

來所賦予的價值，並且比較持有不同時間觀的僑生，在面對問題的心態與解決策略的差異，

此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目的。 

再則，本研究亦推論，僑生面對學習問題或困境的歷程中所展現的意志力程度，可能為

影響其學業成就或求學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探究僑生的意志力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

係，為第二個研究目的。 

除此之外，陳柏霖等人（2019）比較本地生與僑生的研究中，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即本地生與馬來西亞僑生在意志力中的「意識注意控制」（conscious attention control）與

「內隱注意控制」（implicit attention control）得分皆高於港澳僑生，前者是指「個人能將學

習重點集中在相關訊息以避免干擾」，後者則為「個人能於學習時自動持續努力、克服困難，

並把焦點放在學習目標的傾向」。簡言之，馬來西亞僑生在學習中的專注力與堅持力顯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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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僑生。由於該研究採用量化工具，僅能推論差異可能由於不同的文化價值或「意志力」

知覺，但無法進一步明確解釋差異的來源，以及兩個國家僑生在真正面對問題時的意志力表

現。 

故本研究延伸該結果之未竟之處，並以馬來西亞與港澳僑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影響兩者

在未來時間觀與意志力差異的因素，以及其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第三個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僑生未來時間觀 

「時間觀」（time perspective）是理解個體行為的一種概念，Zimbardo與 Boyd（1999）

認為時間觀構成了我們獨特的心理背景，對人們的思維、情感和行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使

個體能理解生活經歷、解釋行為上起著重要作用。自從 Lewin（1951）提出了個人對於未來

時間的知覺，後續研究者分別從不同觀點定義與詮釋「未來時間觀」（Carstensen, 2006; 

Eren, 2012; Gjesme, 1983; Husman & Shell, 2008; Peetsma, 2000; Seijts, 1998）。Rodolph（2018）

系統回顧相關文獻，並且採用後設分析，將「未來時間觀」定義為「個體對於未來普遍性的

關心與相對應的考量」。更精確來說，未來時間觀有別於一般的人格特質概念，其是一種自

我脈絡化（ self-contextualizing）、彈性且認知 -動機性的構念（ cognitive-motivational 

construct）。 

在過往文獻中，未來時間觀經常視為一種穩定性（stable）的特質或狀態，有學者將其

界定為單向度構念（Strathman et al., 1994），例如：長期時間觀/短期時間觀，或現在導向/

未來導向。亦有不少研究認為是多向度的建構（Daltrey & Langer, 1984; Gjesme, 1983; 

Husman & Shell, 2008），例如：Peetsma（2000）的測量工具中界定的未來時間觀包含「連

結性」（ connected）、「價值」（ valence）、「延展性」（ extension）與「速度」

（speed）。Rodoph（2018）則更進一步在文獻回顧中指出，學者們所提出的未來時間觀定

義中包含了兩大類特性：第一類來自於認知性觀點（cognitive aspect），包含的面向為「時

間導向」（time orientation），即個人將焦點放在哪一種時間（過去、現在或未來）；「延

展性」（extension），指未來時間的長度，也可視為個體知覺進入到未來的時間還有多長；

「連續性」（continuity），即個人預期所採取的行動的立即性效果跟對未來的影響，簡單來

說，就是現在這個行為的效果是否能從現在延續到未來；「密度/清晰度」（density/clarity），

意指幫助個體於未來獲得成功的目標或動機標的數量；「方向性」（directionality）：個體

知覺自己從現在邁向未來的程度。第二類則為則為「情感特性」（affective features），例如：

情感性（affectivity）或情緒性評估（emotional valence）。根據前述的分類，本研究認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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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僑生的未來時間觀應包含認知與情感/動機面向，且應更聚焦於在「未來」如何影響與決

定目前的思考與行動。因此研究者採用 Rodoph（2018）的觀點，將探究僑生未來時間觀的

主要焦點放在「未來導向」、「持續性」與「情感性」三個面向上進行探究與解釋。 

Lang 與 Carstensen（2002）的研究曾指出，個體知覺未來時間的「有限性」會影響其設

定目標的範疇，感受到時間有限者，面對未來將優先設定情緒性意義目標（emotionally 

meaningful goals），會較重視自我調節與人際互動；而人為自己未來時間較為開放者（即覺

得未來時間還很多）者，則會優先考量工具性或知識性的目標。 

過往實徵研究中發現，個人的未來時間觀有助於預測其「學業動機」與「學業成就」

（Bilde, Vansteenkiste, & Lens, 2011; Peetsma & van der Veen, 2011; Peetsma, 2000），也與個

人的成就（achievement）、幸福感（well-being）、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冒險行為

（risk behavior）與退休計畫（retirement planning）有關（Rodolph, 2018）。簡而言之，個人

所持有的未來時間觀，會影響其人生中的許多面向。Husman 與 Shell（2008）透過文獻回顧

發現，「青春期」是發展個人對於未來思考的關鍵期，到了青春期晚期，對於未來期待的確

會影響學業動機。若從 Erikson與 Marcia的觀點也可推知，當青少年尋找「自我」與追尋認

同的過程中，其實也是一種對於「未來的我」的思考（引自 Slavin, 2012）。個人未來時間觀

發展至成年早期會逐漸出現差異，但其變化相當穩定且可延展（malleable）（Gjesme, 1983; 

Strathman, et al., 1994; Zimbardo & Boyd, 1999），其改變的因素受到個體對時間的理解、感

受、年齡與人際互動影響（黃珮婷、陳慧娟，2016），當個體越趨成熟，則未來時間觀將受

到更多現實條件影響，其目標設定會聚焦在長期且可行的計畫上（Trommsdorff, 1983）。歸

納上述文獻的觀點可推知，在大學階段以上（包含大學）的未來時間觀已經逐漸發展成熟，

並且受到外在客觀條件影響，出現了較明顯的差異，因此若僑生的年齡或在臺就學時間較長

者，可能在未來期望或計畫上，已經較能納入現實考量並發展實用度高的規劃。 

關於僑生的未來時間觀，經研究者搜尋與梳理後發現，尚未有實徵研究直接聚焦在此議

題上。然而，就目前僑生教育的相關研究或文章中，有部分結果能連結或推論到僑生未來時

間的觀點，並對於本研究有所啟發。首先，若要探究僑生在學業上的「過去」未來時間觀與

影響因素，則「求學動機」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卓福安（2016）的文章從不同觀點探究馬來

西亞僑生選擇出國念大學的因素，包含「政府以種族限定大學入學名額」（即固打制）、

「經濟負擔」、「語言能力」、「畢業後考量」，以及「獨立中學文憑不受政府承認」等因

素；而臺灣之所以會吸引他們來念書，主要包含「臺灣高等教育的品質」、「平價學費」、

「較佳生活機能」、「友善的環境」、「語言相通」與「有同鄉組織照應」等因素。許碧芬

（2019）針對臺灣師範大學的 40 位僑生先修部的學生與校友的質性訪談，也歸納出類似的

原因，並另外發現「親切友善的人民」、「優越打工條件」，以及「壓力較僑居地小」也是

影響因素。除此之外，針對臺師大越南僑生進行調查，則發現「優質的大學環境、「學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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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以增加就業優勢」，以及「渴望留臺工作」為越南籍僑生選擇來臺留學的」原因（陳嘉凌，

2020）。鄭家雪（2012）指出，「家庭經濟困難」則是澳門學生來臺灣念大學的主因。研究

者將前述原因進一步歸納，將僑生選擇至臺求學的原因分成三大類：（1）原生文化或國情：

因原國家的教育制度、求學環境條件較有限制，或者囿於家庭的經濟條件，因此選擇臺灣做

為下一階段的求學地；（2）求學地的誘因：臺灣對於僑生而言，能溝通的語言、較便宜的

學費、較優質的學習環境、不錯的生活機能等都是有利於轉換求學環境的誘因；（3）未來

的職涯規劃（提升競爭力）：考量畢業後的競爭力（無論回國或留臺就業）、華文學習優勢

是明顯與未來職業規劃連結的因素。 

從前述歸納可推知，影響僑生在學業上的未來時間觀，有部分是根源於原國家較不利的

教育因素，因此將希望寄託到未來。而臺灣成為僑生求學國家優先選項，通常是因為僑生知

覺至臺灣求學可能會有更佳的學習或生活環境，甚至有可能成為自己未來工作的地方。簡而

言之，尚未至臺灣求學前的僑生，對於至臺灣留學的期待是偏向美好，且預期自己能獲得更

好的教育。 

再則，第二類的主題聚焦於僑生在臺的「適應」狀況，此亦能協助研究者推估僑生的未

來時間觀，此可概略分成兩類：其中一類是「文化適應」，主要因臺灣的文化、風俗、觀念

思想或飲食上與僑生原生國家不同，有時會造成僑生的適應困難（許碧芬，2019；張靖，

2019）。不過，駱美芳與郭國楨（2012）的研究指出，僑生在臺「居住時間」可透過「使用

積極計畫解決問題」的因應策略預測負向的心情（例如：憂鬱、擔心焦慮、自我貶抑等）。

也就是說，僑生在臺灣時間居住較久，且較能積極面對與解決問題，則其會較好的適應狀況。

而僑生的生活適應狀況較佳，並在其專業領域中有其優勢，則將大幅提升僑生留臺工作的意

願（林慧君，2017）。另一種則為「學業問題」，相關研究發現，造成僑生學習困難或學業

成績低落的原因包含「語言」（蔡文榮、董家琳，2015）、「對所選科不感興趣」、「科系

專業較為困難」或「不瞭解修課規定」等因素，而前述所延伸的現象包含「聽不懂老師授課

重點」、「無法參與課堂討論」，以及「先備知識不足所導致的課業落後」情形（洪子琪，

2011；張靖，2019）。而且當專業領域的難度逐漸增加，學習內容更加難以掌握，更容易導

致高失敗率，進而使其挫折經驗倍增（唐淑華，2004）。此外，「經濟困難」在前述研究中

也是經常被提及的一個因素，經濟狀況不僅會影響生活品質，更嚴重可能會影響學業，因為

學生可能必須去打工或想辦法付出學費，才能繼續維持學生身份。 

若從上述的文獻推論僑生的未來時間觀，會較為偏向「當下」對「未來」的時間觀，同

時「目前」也是「先前」未來時間觀的暫時結果。若從前者觀點解釋，則僑生目前所持的未

來時間觀，會決定其面對困難時所採取的行動，假設其對於未來有正向的期待或賦予目標較

高的價值，即便暫時遭受困境，也能發展出突破性的因應策略。研究者從駱美芳與郭國楨

（2012）的文章中亦可發現，當僑生能使用較積極的態度解決問題，其負面情緒也較少。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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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研究部分提到此現象，但本研究認為仍需要再進一步探究已經完成此歷程，並且達成較

成功適應者的案例與細節，以對現在行動對未來影響的關係建立更完整的輪廓。 

二、僑生學業意志力 

「意志力」為一種自我控制（self-control），即個體能夠面對事件時，能夠覺知自己內

在的衝動並加以控制，以長遠目標引導自我思考、組織與規劃，進而做出「相對困難的選擇」

（陳柏霖、余民寧、洪兆祥，2019；蔡宇哲，2013；Kelly, 2012; Leahey, Xu, Unick, & Wing, 

2013）。自我控制是個體為了重大有意義的目標，去抑制立即的衝動並採取有益於目標的行

為，需長期努力或延遲滿足的（鄭逸如、蔡宇哲，2018）。 

本研究根據陳柏霖等人的歸納，提出「學業意志力」包含四項內涵：（一）意識注意控

制（conscious attention control）：在學習歷程中，個人將重點聚焦於眼前重要或相關訊息、

避免干擾，做出有效促進學習的決定；（二）內隱注意控制（implicit attention control）：個

人能在學習上克服困難、持續努力，並且盡力將焦點放在學習目標上的心理傾向；（三）自

我決定（ self-determinate）：指學生能自主決定學習目標、策略或方法；（四）堅持

（persistence）：指個體進行學習時，能快速驅動想法並且付諸實行，維持行動直到完成為

止（堅持到底）。 

過往，陳柏霖等人（2019）發現，馬來西亞籍僑生在「目標接受」、「意識注意控制」、

「內隱注意控制」、「正向情緒」與「勝任負責」上，均顯著高於港澳籍僑生；陳柏霖等人

臆測地域方言不同，港澳籍僑生需要語言的轉換，可能比較不敢與同儕、朋友聊到各種的學

習情形或問題，再加上澳門的高留級率，以及僑生可能來自非正式高中，造成個人對目標之

合理性的反應態度及個人接受程度較差。至於「馬來西亞籍」僑生，因為境內實施馬來族保

護政策，在就學環境相對不佳，擠壓華人的求學機會，在來臺求學過程中若遇良好環境，可

能變得更有自信心，意志力變得更堅強；但如果在學習時，注意力渙散，環境適應不良，思

鄉或課業追趕不上，上課聽不明白，再加上缺乏原鄉支持，則可能會感到無助，因而在目標

設定、意志力及巔峰幸福上低於本地生（陳柏霖等人，2019）。 

上述的推論，植基於量化研究的發現，但研究者認為，如果可以透過混合研究，較能瞭

解不同國籍的僑生在心理狀態與學習觀點的歷程。如果能分別瞭解不同國籍僑生的「未來時

間觀」與「學業意志力」之差異與影響歷程，對於僑務工作推動而言，對於跨國求學的僑生

在適應上，如何找到校內各種支援服務，有適應上的困難，如果未在入學時提供完整配套方

案，對於僑生可能會有學習中輟的可能；或是因日常用語的不適、人際關係互動不佳所衍生

的其他心理問題，也會隨之產生中輟。過往僑務相關議題，較缺乏關注僑生學習成效、心理

特質或就業發展，而目前國內大專校院對於僑生所擬定的學習或輔導方案，也缺乏從實徵研

究發現，著手針對不同國籍僑生設計方案，提供更有利的支持系統，有助於僑生在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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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的關係 

未來時間導向的個體比較不會那麼焦慮與憂鬱，也相對比較樂觀，而且有較多的正向、

較少的負向情感（Cunningham, Zhang, & Howell, 2015）；甚至未來時間觀可透過學習動機、

教育期望與心理資本而影響新生學習投入的情況（陳柏霖等人，2017）。過往研究發現，未

來時間觀與認知投入、深層概念學習、堅持、意志控制策略等學習行為有關連（林啟超，

2009；Brickman, et al., 1997; Simons, et al., 2004）。Husman等人（2000）針對意志策略與未

來時間觀發現，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有最高的知覺工具，大四則最低。可見不同年級的學生，

其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有所不同，在學期間、畢業歸國、持續在臺升學僑生的未來時間

觀與學業意志力也可能有差異，頗值得透過混合研究（mixed method）的分析方式，更能補

足原來量化研究的不足。黃儒傑（2013）指出，對未來有較深刻體會的學生，較能感受到當

前學習活動的可能價值，願意持續努力投入學習活動，因此未來時間觀對學業意志力有正向

影響。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了解馬來西亞與港澳的僑生之「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之關係，並

且從其「生涯目標」之設定與轉變，以及其相對應之行為與抉擇，進一步推論「未來時間觀」

如何影響「學業意志力」，以及其影響效果與方向。研究方法分就以下說明：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受訪僑生共有 5 位，皆為心理輔導相關科系，向其說明本研究之立意後，答應

參與本研究。公立大學有 3位，私立大學有 2位。在國籍部分，3位為馬來西亞籍，1位為澳

門籍，1位為香港籍。在性別部分，3位為男性，2位為女性。在學業狀態部分，受訪時仍為

就讀大學的有 1位，研究生為 3位，完成學業並歸國就業者 1位。 

下表為五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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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之背景資料 

編碼 

代號 

性別 就讀大學 國籍 描述 

MF01 女 臺灣師範大學 馬來西亞 2020年畢業於該校心輔系，除修習完大學畢

業學分，亦加修教育學程，並曾有在臺灣教

學實習經驗。目前回到馬來西亞的獨立中學

任教。在臺灣求學時間約 4年。 

MM02 男 臺灣師範大學 馬來西亞 目前為該校心輔系碩士班諮商組 4年級研究

生，大學就讀同系，曾經修習但無修畢教育

學程，訪談時正進行全職實習。來臺求學將

近 8年(大學加上研究所)。 

HF03 女 臺灣師範大學 香港 目前為該校心輔系大三學生，無修習教育學

程，高中畢業後曾經赴中國求學半年，後發

現志願不符，轉而申請臺灣的大學。來臺求

學時間約兩年半。 

OM04 男 文化大學 澳門 目前已從該校畢業，大學在澳洲修習心理

系，為回到亞洲進行心理相關工作，申請就

讀臺灣的相關系所，訪談時為研究所最後一

學期。 

MM05 男 玄奘大學 馬來西亞 目前已從該校畢業，大學就讀同一科系，兼

任羽球教練，訪談時為研究所最後一學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欲蒐集受訪者豐富且多元之資料，因此採用兩階段進行資料

蒐集，並且分別使用下列三項研究工具： 

（一）第一階段 

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即透過 Line或郵件傳送 google表單，內容包含下列兩項工具： 

1.  學業意志力量表 

本研究使用陳柏霖等人（2019）所編製的意志力成分量表（Volitional Component 

Inventory, VCI），其包含四個因素，分別為：「意識注意控制」（四題，如「我會全心把課

堂作業或報告認真完成，不會隨便地交差了事」）、「內隱注意控制」（四題，如「學習時，

我會自動注意到重要的概念、方法或原理原則」）、「自我決定」（四題，如「我會依據自

主的選擇，規劃自己學習的方式與進度」）、「堅持」（三題，如「我決定做一件事時，說

做就做，絕不拖延或讓它落空」）。採李克特式四點量表，得分越高者，及代表其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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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有意志力。在先前研究中，四個因素之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值分別是 .66、 .74、 .80

與 .81，總量表為 .89；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得出各適配指標（RMSEA＝ .06, CFI＝ .98, 

GFI＝ .95, PNFI＝ .80, SRMR＝ .04），顯示本量表有不錯的信、效度。 

2. 線上開放式問卷 

     線上開放式問卷除了蒐集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本研究採用 Rodoph（2018）的觀點，將僑

生未來時間觀聚焦於「未來導向」、「持續性」與「情感性」，故會從相關研究工具選取題

目（黃珮婷、陳慧娟，2016；Husman & Shell; Peetsma & van der Veen, 2011; Rodoph, 2018），

並且改編成適用於僑生的未來時間觀開放式問題，初步了解僑生目前的未來時間觀點，微調

描述語句。例如：「未來導向」的題目「當你知道期中或期末快要到時，你會採取哪些策略

或行動，讓自己專注於當下的學業（考試、報告或作品）？」/「持續性」題目「若你知道

期末有一個很重要的報告或考試（約占學期總成績 40%），你會多久前開始準備？在準備的

過程中你會做那些規劃或採取什麼策略？」/「情感性」的題目「每學期的一開始，你會為

自己的課業設定那些目標？為什麼？這些目標對你的重要性或幫助是什麼？」。 

(二)第二階段 

    本階段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題目」，係參考「線上開放式問卷」修改與調整，不同受訪者

的題目略有差異。由於不同受訪者之題目結構相同，但細節會隨其實際狀況調整，因此以下

僅列出受訪者MF01的題目作為代表： 

1. 你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臺灣留學？ 

2. 為了到臺灣留學，課業或其它條件上有什麼要求？(譬如說 

❖ 你覺得達成這些條件（例如：課業）對你來說容易嗎？（1~10分） 

❖ 為了達成這些條件，你自己本身有做哪些努力？ 

❖ 你多早開始安排或規劃，好讓自己達成這些目標？ 

3. （還沒到臺灣前的目標規劃）還沒有到臺灣前，你對臺灣的期待/想像是什麼？你有

為自己初步規劃那些目標嗎？ 

❖ 對大學科系的期待跟想像/你希望學到什麼？是否有落差？（比自己想像好或

壞都是落差）你如何做調適？ 

❖ 你覺得你當初設定的目標，對於你大學的學習有時什麼幫助？（例如：修更多

課、認識更多人......） 

4. （對未來的目標設定）妳在來臺灣之前就已經決定自己要回馬來西亞了嗎？（拿到類

似公費獎金） 

❖ 哪些關鍵因素促使你會做這個決定？ 

❖ 妳到臺灣後，對這個決定是越來越堅定？還是你曾經動搖過？（有沒有曾經想

過要留在臺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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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在臺灣的大學所學到的對你現在的工作，那些方面有幫助？為什麼？ 

❖ 妳在臺灣唸書期間，對於未來要回到馬來西亞工作，你自己有什麼樣的規劃或

藍圖？這跟你還沒有來臺灣念大學之前有什麼差異？ 

❖ 你覺得大學所學跟現在的工作吻合嗎？或是有幫助嗎？ 

❖ 你覺得你當初設定的目標，對於你大學的學習有時什麼幫助？（例如：修更多

課、認識更多人......） 

5. （困境與克服）來臺灣求學這四年中，你碰過哪些問題、挫折或困境，對你來說印象

深刻（例如：課業、經濟、友情、某些重要的抉擇） 

❖ 請將將這些問題排序 

❖ 你通常都怎麼看待這些問題？（例如：覺得是件麻煩事、難關或挑戰）？你怎

麼解決這些問題（那些方法或策略）？ 

❖ 解決/克服這些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 解決這些問題對你的幫助或意義是什麼？ 

6. （困境與克服）當你在課業上面臨衝突（例如：報告、考試都擠在同一個時間）時，

你通常會看待這些事，你會怎麼處理？ 

❖ 假設如果你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暫時無效或必須換方法，你還會繼續堅持

下去嗎？為什麼？  

7. （未來導向）你平常做學習或生活規劃時，大概以多久為一個規劃單位（例如：一週

/一個月/一學期） 

❖ 你大概會多久之前開始規劃？ 

❖ 如果有一件很臨時或緊急的事（例如：老師臨時加報告或小組報告討論時間比

預期更多），你通常會怎麼應變？ 

8. （持續性）你在學習或進行個人課業規劃時，會不會考慮到更長遠的效益？（例如：

這個科目對我未來工作很有用、我學這個軟體似乎可以幫助我用在功課或未來工作上）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程序如下： 

1. 邀請與聯繫受訪者 

本研究之受訪者係為研究者工作場域所認識之僑生，因此透過通訊軟體與面對面的方

式，邀請受訪者參與本研究。 

2. 進行第一階段研究 

      利用通訊軟體傳送 google表單題目（包含基本資料與學業意志力問卷），並向受訪者約

定完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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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第二階段研究 

      完成前一階段線上問卷後，研究者即著手整理並且調整訪談題目，並且約定訪談的時間

與方式。由於本研究執行期間，洽遇臺灣新冠肺炎疫情的三級警戒，且有受訪者已經歸國，

因此有四位採用線上視訊訪談，使用 Google Meet For Education的版本，視訊之外並錄下訪

談內容。而有一位則是在三級緊戒前已完成，採面對面訪談，以錄音筆錄下訪談內容。 

4. 轉錄逐字稿 

      因疫情緣故，訪談的錄影與錄音檔案皆存於線上雲端，並且請工讀生進行繕打與轉錄。 

5. 進行編碼與分析 

      研究者將逐字稿與線上問卷所得之質性資料進行編碼，並根據編碼結果進行分析與文獻

對應。 

四、研究分析 

 為了梳理僑生的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的關係，以及了解其所設立的「未來目標」

與「當下行動」、「選擇」以及碰到學業困難的因應策略，研究者參考「紮根理論」取向之

分析，利用「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與「選擇性編碼」，針對資料文本進行分析，以

下簡要分述階段與流程： 

（一）開放性編碼 

為探究「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資料中可能浮現的其它

概念，因此研究者採開放態度，無預設特定觀點，從資料段落中分解、比較與概念化訊息。

首先，研究者將受試者資料反覆閱讀，並將表達相同訊息的片段與字句轉換成概念，例如：

MF01 在訪談稿中提到「也沒有從頭開始就覺得要回去，可是那時候就覺得沒有辦法待在台

灣的話那回去也不是一件......也不是一件說不可能的事，然後那時候也剛好，因為簽約其實

雖然表面上看好像是綁著我，就是我畢業過後要回去，但其實我覺得也是提供我一個一個未

來職業的一個方向，嗯......對。」，由於受訪者提到「沒有從頭開始就覺得要回去」、「....

覺得沒有辦法待在臺灣的話那回去也不是一件.....也不是一件說不可能事....」與「但其實我

覺得也是提供我一個一個未來職業的一個方向...」，訊息中呈現受訪者認為未來有很多的可

能性，而她似乎都不排斥，因此將此段概念化為「初始的開放性態度」。接著，研究者再將

相關的概念聚合成一類，例如：研究者將「回國任教機會(公費資格)」與「交往同國家對

象」、「專業性的探索」聚合成「歷程中的轉折點」。 

（二）主軸編碼 

處理「主軸性編碼」時，研究者審視不同類目與次類目之間的關係， 反覆連結資料中

的因果關係，試圖找到受訪者的共同脈絡，其目的在於使「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

的關係浮現。例如：類目「明確的未來時間目標」(其中包含「順利畢業」、「取得諮商心

理師證照」、「成為教師」、「留在臺灣就業」)可連結類目「課業挫折」(其中包含「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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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與「間接相關問題」)、類目「因應心態」(其中包含「視為挑戰/考驗」、「視為

成長機會」、「感到挫折」)類目「策略行動」(其中包含「求助」、「利用群體力量」、

「調整自我標準」、「投入更多時間」)。簡而言之，受訪者因為有「明確的未來時間目

標」，因此導引其從「課業挫折」中去發展「因應心態」，進而產生「策略行動」。 

（三）選擇性編碼 

本研究基於主軸編碼的類目關係連結，發展出核心類目（core category），將資料統整

成一個理論核心，並且藉由反覆精鍊的過程，將這核心凸顯於文本資料中。在本文中所浮現

之核心概念為「探索的串珠」，以「探索」做僑生在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的連接概念，

並以「串珠」作為隱喻，暗喻「當下的行動」與「未來目標」的連結，這個歷程是一個節點

接著一個節點，並且往同一個方向發展，但串珠的終點仍會回歸到同一個大方向，那同時也

是僑生為何選擇出國升學的核心價值-「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機會」。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基於文本資料所浮現之脈絡線，爬梳僑生在「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之串

聯概念為「探索」（explore），此概念所映照出一個跨越變異性的相同心理歷程－「僑生對

未來的關心與期待投射是一種『動態』過程，其伴隨著「自我覺察」與「專業提升」而不斷

調整與演進，其所引出更明確的目標與行動。簡而言之，僑生所建構的未來目標是一個不斷

變化的狀態，而「探索」是詮釋這個歷程的關鍵因素。以下將分成兩個部分呈現結果： 

一、僑生的未來時間觀 

      根據 Rodolph（2018）將「未來時間觀」定義為「個體對於未來普遍性的關心與相對應的

考量」，進一步來說，這是一種自我脈絡化、彈性且認知-動機性的構念。本研究將僑生的

未來時間觀置於時間軸線上的兩個重要抉擇階段：(1)從僑居地探索與規劃留學階段：從這

個階段探究僑生對未來的期望與藍圖，如何促使他們做出「至臺灣留學」的決定；(2)在臺

灣留學階段：僑生在臺灣留學會遭遇許多衝突與變化，並且會透過專業上的成長，調整或改

變其未來的目標，故此階段主要探究僑生對於未來目標的變化與採取的相對應的措施與心態

轉化。 

     經過質性編碼與分析，研究者將五位背景與動機皆不相同的受訪者資料進行整合，並且

藉由脈絡性的歸納與統整，呈現僑生在未來時間觀的相似點，之後再從其個別化的脈絡進行

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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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未來目標的「探索」決定海外留學地，以及僑生的相對應作為 

     本研究的受訪者以「國家/區域」可分成兩類，即馬來西亞與港澳，雖然其文化背景有顯

著差異，經編碼分析後，除了特殊的個別(區域)因素外，皆提到「留學國家特性」與「專業

性」為決定至臺灣留學的關鍵性考量。首先，在國家特性部分，「語言/文化相近」、「學

費/生活費用相對較可負擔」是五位受訪者皆有提到的考量點，接著為「人民熱情親切」為

次多的考量，其它因素皆為個別因素(例如：家人曾經來臺灣留學)。在專業性部分，四位受

訪者皆有提到「臺灣心理專業在亞洲排名較前面」，以及「有專業的心理訓練」，因此選取

臺灣作為出國留學地，簡而言之，是將「國家」與「專業度」進行共同考量。僅有一位受訪

者 OM04是先考量留學國家，然後才選取科系。 

     此外，受訪者 HF03 與受訪者 OM04 皆曾經有「臺灣以外」的留學經驗，HF03 曾經至大

陸就讀半學期的大學，因自覺科系跟自己想像不同，再經探索後申請至臺灣就讀心理輔導科

系。而 OM04則是大學時期在澳洲就讀心理系，為了回到亞洲工作，在探詢後選擇心理專業

度較高的臺灣為下一些段留學地，並且設定其目標為取得諮商心理師執照。 

     從前述五位受訪者的留學選擇的共通考量，以及受訪者 HF03與受訪者 OM04皆顯示出，

僑生選擇至臺灣留學受到其所持有的「未來目標」影響，其在目標進行初步設定後，會經歷

一番探索的歷程與評估(例如：MM02 透過詢問輔導老師、閱讀相關期刊、詢問學長姐等方

式了解臺灣心理輔導相關科系的專業度)，才形成最後的決定。 

（二）僑生至臺求學後的畢業目標歷經「探索」後，由開放趨向特定 

從文本資料分析中可歸納，僑生至臺灣求學後，其未來(或畢業)目標通常會由「開放態

度」轉由「特定目標」，並且在確立特定目標後，就會進一步採取相對應的行動，例如：

MM02 在訪談中提到：「我之前對於未來沒有什麼想像啦。像之前要唸什麼大學什麼科系都

沒那麼有明確的規劃，我覺得反而是來台灣之後有比較多探索......你想要追尋什麼、你想要

做什麼，就是說你開始對於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責任和決定。然後就想說唸一唸發現很多課

都很有趣，或是有一些社團什麼的，後來又想說要不要延畢啊，就覺得這些都去不完。但後

來就沒有，先以本科系和教程為主，但後來我也放掉教程...」。在目標考量上有一個面向是

所有受訪者皆有出現，並且有一致性變化，即「區域就業發展性的考量」，五位受訪者都曾

談到自己曾考量未來的就業國家，除了受訪者 OM04從一開始就很明確要回到澳門就業，其

它都表示一開始都曾經思考是否要留在臺灣，受訪者 HF03 則談到，自己除了回香港、留在

臺灣，也考慮大學畢業後去美國念藝術治療，因為美國這方面專業較多，另外是因為家人目

前居住在美國。 

     另外，有三位受訪者則是在「是否加修教育學程或其它專業科目」這個面向上進行探索，

其中MF01跟MM02皆為馬來西亞籍僑生，一開始都曾經將「回國當獨立中學的教師」作為

生涯考量之一，不過受訪者 MF01 有拿到僑居地的師培獎學金，因而完成教育學程，但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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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MM02 該屆則是剛好法令規定外國人無法考取教師證，因此修了一學期即放棄。HF03 至

臺灣留學的目標是想將「心理」與「藝術治療」結合，但歷經一段時間的修課後，發現自己

一開始想的不太相同，但卻在不同課程中發現，兩種領域的交疊還有很多可能性，因此選擇

調整並且繼續探索其他可能性。 

（三）「探索」後的就業目標引導學習目標，且影響學習投入時間 

     僑生到臺灣就學的歷程中，其時間的焦點會在「未來」，並且可分成「學業目標」與

「就業目標」，而這兩者通常會強烈進行連結，而「就業目標」通常會引導「學業目標」，

隨著年級越高越明顯。未來導向的目標發展上，初期多以「大方向」的目標，例如：受訪者

MF01 在訪談中談到「...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未來的方向，雖然那時候沒有

說很確定要當老師這回事，但是嗯......回家的 這個月可以稍微地試試看，說不定也是一個喜

歡的方向這樣子...」，但是到了較高年級，其目標就變得相對明確且富有細節，例如：「我

覺得對於我在實習上面吧！我會更加的願意去嘗試，在修課上面就是也有考慮說可能回去沒

有辦法那麼順利地去教到輔導課，那所以我也有稍微去修一些其他系的課，比如我之前是有

去修歷史系的課，還有一些商業相關的，比如經濟學之類的，那時候我其實有稍微做一點點

的鋪陳，沒有說很多，但就是有額外去多修 4-5門這樣子的課。」 

（四）對未來目標「探索」的時間隨年級越高時間越短 

     隨著自己預設(目標)時間的逼近，僑生會越傾向透入更多時間發展專業能力，並且確認自

己的下一個階段的行動。而學制越高的受訪者(碩士生)，在目標的探索時間更短，甚至會在

一開始就決定好目標，並且採取相對應的行動。例如：受訪者 OM04在訪談中談到：「曾經

考慮過留臺灣發展，但就目前專業領域而言。對本地人也不見得是友善的，不少學長姐都面

對就業困難，生活困難的議題。對於心理專業的外國人，其居留條件更是接近不可能達成。

所以堅定了回澳門發展的念頭。」 

二、學業意志力 

「意志力」為一種自我控制，即個體能夠面對事件時，能夠覺知自己內在的衝動並加以

控制，以長遠目標引導自我思考、組織與規劃，進而做出「相對困難的選擇」（陳柏霖、余

民寧、洪兆祥，2019；蔡宇哲，2013；Kelly, 2012; Leahey, Xu, Unick, & Wing, 2013）。根據

陳柏霖等人(2019)的歸納，「學業意志力」包含了「意識注意控制」、「內隱注意控制」、

「自我決定」與「堅持」。本研究五位參與者各面向平均得分為 3.25、2.85、3.05 及 2.67，

總量表平均得分為 2.96；顯示僑生的堅持得分較低，可能因僑生在執行課業學習行為時，面

對學業困難度及時間衝突，有時會不盡己意，學業拖延情況趨增、堅持到底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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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透過以下兩個面向，探究僑生的學業意志力：(1)在臺灣求學階段所遭遇的困

難，以及困難的排序；(2)當求學階段遇到學業時間上的衝突(例如：報告、考試或是重要事

情有時間衝突或擠壓)，會以什麼心態與採取什麼方式克服。以下說明本研究之發現。 

（一）僑生在海外求學最容易遭遇的課業相關問題 

     本研究從訪談資料中歸納出的「課業」相關問題可分成兩大類型： 

1. 「直接相關」的課業問題 

    五位受試者皆有提到自己曾經有「課業」上的問題，其中三位提到在系上讓他們覺得最頭

痛的課程類型即是「測驗」或「統計」的相關課程，特別這些都是一二年級的必修課。受訪

者談到會覺得困擾的原因包含：(1)可能是僑居地原本上的課程深度與臺灣差距很大，感到銜

接上有困難(MF01/馬來西亞)；(2)「堂課統計用詞」可能跟僑居地些地方不同，而尚無法釐

清自己學不好統計的問題(MM02/馬來西亞)；(3)學統計或測驗跟自己想像的心理學有區別，

而且數學已經丟掉一陣子了，再學覺得有點吃力(HF03/香港)。而受訪者OM04是碩士階段才

到臺灣求學，所以其問題跟前述三位不同，其提到「申請兼職諮商實習單位」是讓他最挫折

的地方，因為大學不是在臺灣求學，而且本地語言(中文)也不算流利，所以很難找到願意接

受他的實習單位。統整前述四位受訪者的課業挫折經驗，可以歸納成兩大項原因：第一，僑

居地的語言與文化與臺灣的差異，使得課程上會遭遇困難；第二，是課程/學習內容本身的

難度。 

     此外，直接相關的課業問題也包含「較難投入無興趣的課」，受訪者 MF01、MM02 與

HF03皆有提到，因為本來有預定的學習目標(例如：心理諮商的專業)，所以對於相關課程的

投入程度較高，而面對預期之外的科目(例如：統計或測驗)，除了基本的學習時間，較不願

意投資更多的時間。例如：受訪者 HF03 提到：「我基本上選課的優先順序都是根據這些目

標來建立的，甚至我選了之後，可能也會投放相對應的精力在這些課程上，相比我本來沒有

目標的那些課。」 

     最後，「評量方式」也是一個僑生提出的學習困擾，例如：受訪者MF01曾提到「不擅長

考試」的學習挫折：「我的班排是大一的時候比較不適應，那時候班排我記得沒有到......我

記得是 60~70吧！那時候大一的時候是我覺得過程跟那個結果都有反應出來，過後就有稍微

比較適應，還有一點就是會覺得說，在考試上面沒有台灣人那樣擅長考試。」 

2.「間接相關」的課業問題 

    在五位受訪者中，間接相關的問題可分成兩大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文化差異」，其最常

見的是「語言習慣或用詞的差異」，即老師或同學在表達某些概念時，僑生經常無法馬上理

解，有時候是慣用語不同的關係，甚至是因為文化經驗的差異。此外，訪談者MF01談到臺

灣的同學感覺上懂很多，而且很擅長考試，在其訪談中提到：「整體性的考試，就是有時候

會覺得說，我才看了前面幾題，旁邊的人就已經翻面，已經做完了前面一頁，然後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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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那種速度上面會讓我感到驚恐，也不是驚恐，就是會覺得有差異。」第二個面相是「經

濟問題」，其中有三位受訪者很明確提到，因為經濟狀況的關係，自己很擔心學業被影響或

中斷，例如：MM02就提到：「經濟曾經是最開始來這邊當工讀生時那段時間，那時候家裡

的經濟狀況不太 ok，甚至有想說要不要回去或休學，然後後來覺得我蠻喜歡這 個科系，至

少可以把它唸完。」 

（二）僑生面對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與因應措施 

     基於前項的課業相關問題，再加上研究者提出假設性的「課業上的時間衝突」問題，僑

生在訪談中提出其因應的信念，以及曾經採取的行動與策略，以下分成兩部分敘述： 

1. 因應學業困難度 

     五位受訪者在遭逢學業問題時，都會將目標設定在「通過」或「跨越困境」，而非直接

選擇放棄，在此前提之前，會出現以下幾個較正向的心理保護機制，協助其克服學業的困境：

(1)將困難視為「挑戰」，例如：受訪者 HF03 談到：「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有點像是挑戰，因

為有一些它是會跨過的，當你跨 過了就會學到一些東西，然後也有更多經驗去應對，像是

課程的選擇 上面其實相當於算是幫我認清自己比較偏向於哪方面的學習或是哪方 面的工作

適合。」(2)將困難歸因於「不可控」，例如：MM02談到經濟問題可能影響他在臺灣是否能

繼續就學時就提到：「我覺得經濟的事蠻不可控、不穩定的因素，這個到後期比較能夠安排， 

後期有固定的工作跟獎學金。然後過了幾年後我的家庭經濟也算是穩 定了。但是當時是很

震驚。」；(3)視為「考驗/成長的機會」，例如：受訪者 OM04 提到：「算是挑戰吧，前者

考驗我處理事情的彈性與協調能力，也是對於學業的一個衝擊。特別是再回到台灣時，需要

獨自 一人在台灣消化自身的情緒。」另外，MF01 則提到課業問題對她而言是「挫折」，不

過反覆從其文本中找尋語意邏輯與脈絡，其所謂的挫折較偏向於當下的情緒，此位受訪者整

體語意較偏向於「考驗/成長的機會」。 

     受訪者基於前述因應困境的信念，提出了如何面對的策略與方法，依照其出現先後的心

理歷程進行說明：(1)嘗試其他的方法：僑生面對課業問題時，最初會嘗試不同的策略來因應

問題，例如：受訪者MM02提到上課聽不懂老師講的統計概念，他當時候採取了幾個方法，

分別為「定期找助教詢問」、「問學長」、「組讀書會」；(2)調整自己的標準：若常是許多

方法皆無用，或是問題本身不是努力可以解決的(例如：臺灣的同學考試能力很強)，那就會

試著降低自己的標準，採用一個「可以通過」課程的標準，讓自己心理負擔沒那麼大，但同

樣達成拿到學分的目標；(3)轉念：如果既定的事實無法改變(例如：臺灣本來的文化就跟自

己的僑居地不同)，那麼就試著融入或是接受差異，例如：MF01 提到：「我覺得就是想法的

改變，就是有時候好像在文化上發現有這樣的差異，但其實換個方向想，其實我身邊的人也

不會那麼 care我有這些差異在，他們甚至會覺得是有趣的，會想要跟我學的之類的，然後在

課業上也是，就是觀念稍微的轉變一下下，就可以活得開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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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應課業上的時間衝突 

     五位受訪者皆表示自己通常會有課業時間的規劃，會以「學期」、「月」、「週」來做

安排，在可以調整的情況下，會將報告、考試跟其它重要事情錯開。不過，若遇到無法錯開

或臨時的課業衝突，則會採取以下的因應策略：(1)按照重要性/截止時間安排完成順序：本

研究的受訪者面對時間衝突時，最初都會視事件重要性或截止時間來重新安排；(2)犧牲自己

的娛樂或休息時間：若重新安排順序仍無法完成，則會犧牲其它的時間來完成，最常被提及

的是「娛樂」或「休息」；(3)降低自己對作業/考試的標準：假設犧牲時間仍無法完成報告

或複習完考試內容，則會持「先求有再求好」的原則，降低自己的標準，例如：受訪者

MF01提到：「就是我覺得比較是不會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花 100%在完成，因為如果每件事情

我都花 100%的話我根本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這樣，所以就是會稍微的看情況，會有稍微的 

彈性一點點，如果這個報告可能是一篇心得，就只有占這堂 5 分之類的，可能我就會讓自己 

在半小時內就完成這樣子。」 

 

    伍、研究結論 

 

      基於前述的文本資料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初步結論： 

一、「探索」為連結「當下行動」與「未來目標」的核心 

     僑生在求學階段的未來時間觀發展是以「探索」為核心的動態歷程，「目前行動」與

「未來目標」應被視為兩個不斷互動的元素，僑生所建構的未來目標影響目前行動(例如：

為了通過統計考試，會去找助教諮詢或組讀書會)，而目前行動可能也會調整未來目標(例

如：修了自我探索的課後，更了解自己適合或不適合的發展方向，因此微調自己的目標)。

因此，「探索」是本研究中歸納出僑生在臺求學歷程中的核心心理特質。 

二、「明確的未來目標」會促使僑生彈性調節自己達成目標的方式與策略 

     當僑生在探索過程中所建構的目標越明確，其用能發展出適當的因應策略，並且堅持地

完成。本研究發現，當僑生越清楚自己畢業後地職涯方向（例如：成為諮商師心理），則其

探索的行動會越趨向特定方向，並且將「探索」轉向歷程中地問題解決策略，以其有效的因

應方法或情緒調節。在職涯探索定向後，其所呈現的策略就較為豐富且多元，而且有在解決

問題上較有次序性與彈性，例如：當作業/考試衝突時，先看重要性，再犧牲自己的其它時

間，或是調整自己的作業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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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實」經常是改變目標的重要促發因子 

僑生在探索的過程中會經常遭遇「現實」上的挫折，例如：課業難度較大或是突然浮現

的經濟問題，因此會直接或間接讓僑生重新思考，並且進一步調整其未來方向，使其脫離對

於未來目標的單純「想像」，朝向更加務實的未來抉擇。 

四、研究限制與實務建議 

本研究原擬比較「大學在學」、「畢業歸國」與「持續在臺升學」僑生之差異，經由訪

談分析後發現，不同國家的僑生及來台就讀大學動機不同，不同時段可能在未來時間觀會有

所不同，但因本研究訪談對象主要是心理輔導科系的學生，其目標上皆有打算成為諮商心理

師，因而在目標設定上較為一致。 

以本研究受訪者而言，來台就讀大學，可能會受到「現實」因素的考量，例如受到疫情

影響，父母經費挹注產生經濟困難，取而代之的是加長打工時數，但依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規定，僑外生每週工作時數最長為 20 個小時，寒暑假期間工作時數不受限。或是，以本

研究受訪的學生皆是心理輔導科系，受到心理師法的規定，必須全職實習且完成碩士論文，

才得以報考心理師考試，面對這些現實要素，皆會影響僑生的未來時間觀與學業意志力。 

對於僑教業務推動上，僑生的心理素質與學習狀態，就各校所提供的僑生關懷資源有所

差異，開設「多元文化夥伴心理健康」課程或微學分課程，透過彼此交流認識並融入相互的

文化中，有助於僑生面對「現實」因素，有更多的外部資源，適應在台求學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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