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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參與者為五位 23-35 歲的年輕女性，她們在高中階段分別被鑑定為數

理、語文、音樂、美術與舞蹈資優生，目前這幾位女性均已就業，在專業領域上

有優秀表現。本研究經由文件及訪談蒐集資料，分析她們的人格特質與生涯發展

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五位優秀女性擁有正向的人格特質如：積極堅持、喜歡

變化、富創造力、獨立自主、自動自發、自我調適、復原力強、要求完美、自我

肯定、個性隨和、人際良好、能忍受孤獨、能夠知足而有幸福感等，這些特質讓

她們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能走過困難及挫折，並進而自我實現。現在無論是在

業界、學界或在教學，這些研究參與者在工作崗位上熱衷且專注。不過，也有幾

位研究參與者要求自己像女王蜂般地工作以平衡家庭與事業，且要成為能力與外

在各方面都完美的綜合體，她們致力於創造平衡與和諧，也較難跳脫社會對女性

的刻板要求，因此讓她們陷於焦慮狀態，在生涯抉擇間徬徨猶疑。本研究中五位

研究參與者的人格特質如果對生涯發展是一種助力，這些正向的特質或可做為資

優學生成長的典範；如果女王蜂般地工作傾向對五位研究參與者來說是焦慮與壓

力的主要來源，也期望資優女性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突破角色期待的限制，

充分邁向自我實現。對於女性學生，教育工作者可以協助其多認識自己、澄清價

值、增強她們抉擇的能力。另外，提供角色楷模，讓她們能在前人的腳步之後，

減少猶疑、焦慮的時間，以使潛能發展更順利當是必須的。 
 

關鍵詞：年輕優秀女性、人格特質、生涯發展、性別刻板 

* 本篇稿件係在前任執編洪儷瑜教授處理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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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心理學家楊國樞（1970）對人格所下的綜
合性定義則為：「人格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

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身心組織，而此一

變動緩慢的組織使個體適應環境時，在需要動

機、興趣、態度、價值觀念、氣質、性向及生

理等諸方面，各有不同於其他個體之處。」因

此，「人格」含蓋許多不同的因素或行為特徵

（如：想法、動機、情緒、興趣等），這些因

素的共同運作使個體的行為具有一定的獨特性

與一致性；人格的表現受到個體與環境交互作

用的影響，無法獨立於環境之外（葛樹人，

1991）。 
人格與智力彼此影響，Wechsler（1950）

認為智力如同人格表現形式的整體，並主張某

些情感與動機，如：興趣、意志力等共同構成

智力（引自 Sternberg & Ruzgis, 1994），而這些
特質確實影響個體智力的表現。Ackerman 與

Heggestad（1997）分析 135 個智力（g 因素）
與人格的相關研究，求取五因子性格（分別

為：外向性、親和性、負責、情緒穩定以及經

驗的開放性）與智力表現間的相關發現：經驗

的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與外向性
（extraversion）兩項性格與智力都達到正相

關。 
在高智商者人格特質的研究中，最著名的

當屬 Terman在 1921 年對加州 1528位資優兒童
進行統整性的心理、生理與人格特質的研究，

他從兒童期追蹤至成人期，發現資優兒童在童

年時代適應良好，在性格測驗中，自信、有

恆、誠實與幽默；更有良好的表現，長大後，

不但身體健康，而且適應好、情緒穩定、樂

觀、自尊高、職業成就高，自我滿足，甚至自

殺率、疾病、犯罪、自殺、離婚、酗酒、同性

戀及、生活失調等心理疾病也比一般人少

（Terman & Oden, 1947）。Mayer, Caruso, Zigler
與 Dreyden（1989）對參加杜克大學才能發展

方案（TIP）的 46 位資優學生進行研究，也指

出這群學生對解決具挑戰性的問題時，感到特

別歡愉（pleasure）且全神貫注。 
在影響資優生的生涯抉擇與發展的關鍵因

素中，資優生個人內在特質的發展與外在環境

的互動，扮演重要的角色（林寶貴、郭靜姿、

吳淑敏、廖永堃，1998；鄭如吟，2003；

Emmett & Minor, 1993）。莊佩珍（1994）對七
十至七十九學年度間，就讀國中集中式一般能

力資優班的女性資優生進行追蹤，探究其生涯

發展的相關因素。在人格特質上，發現女性資

優生有正向的人格特質，包括積極的學習態度

與較高的成就動機。另外，Albury（1991）與

Rhee（1993）之研究都顯示高成就女性具有果

斷、競爭、自信、獨立、自動自發、冒險大

膽，有權力慾等人格特質，同時也發現她們具

有高度的人際交往技巧、勤奮工作、對自己有

高度期望並保持正向與樂觀的態度。吳淑敏

（2004）的研究也發現，女性科學家成功的個

人因素包括：靈敏的研究眼光與創新的見解、

做事有效率、善於時間的管理、興趣高昂、有

毅力、堅持目標、好勝、不服輸。甚至以個人

的驅力、抱負和其它才能，使得自己擁有傑出

成就。簡維君（2006） 則發現女性資優學生

的內在生涯成功可由人格特質中的「嚴謹

性」、「神經性」、「外向性」與「和善性」加以

預測；女性資優學生的外在生涯成功可由人格

特質中的「嚴謹性」以及「性別刻板知覺」加

以預測。 
此外，資優學生人格特質的性別角色差異

也相當明顯。過去研究指出資優女生常有害怕

成功與隱藏才能的行為反應、對學業與生涯的

期望較低、生涯自我效能受限於傳統角色、低

自尊、相對地更重視人際關係與婚姻等問題，

其生涯動機更受性別角色的影響，導致生涯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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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度不足（Hoffman, 1977; Horner, 1972; Kaslow 
& Schwartz, 1978）。Subotnik, Arnold與 Noble
（1995）則指出資優女性常面臨進退兩難的困

境，而此種心理狀態常影響其人際，甚至職業

生活。資優女性的潛能必須是天賦、背景、教

育與環境之間的配合才得以獲得發展。 
根據 Sales（1978）所提出的生涯週期理

論，25-34 歲的女性正好在「角色完成期」及

「轉型適應期」，此時期的女性無論是否對事

業展開追求或生育與否，所做的決定對未來的

生活結構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職業婦女同時

扮演多種角色且承受多方壓力，未生育者，要

忍受傳統與現代的壓力；而未婚者，正歷經著

事業與婚姻的抉擇。另外，女性也致力在成人

的世界中界定自己、了解自己的需求順序，真

正由依賴轉而獨立。 Fitzgerald 與 Betz
（1983）則將女性生涯發展的因素歸納為刺激

變項與反應變項，刺激變項如：文化、性別刻

板印象、社經地位、家庭背景及角色楷模等，

而反應變項則包括個人的性向、興趣與人格特

質等因素。因此，女性的生涯發展除了受外在

家庭、配偶、環境、社會價值觀所驅動之外，

內在的智力、能力、人格特質與教育程度皆會

影響她們在生涯發展上的動機，使得她們生涯

發展歷程較男性更形複雜。 
女性生涯發展過程中的內在障礙指的是將

性別社會化的結果轉化成為個人的內在信念，

此種負向的信念可能造成家庭與工作的衝突、

低自我效能、低成就預期等（Betz, 1994）。儘
管社會的變遷與進步使得女性在社會、工作等

層面的角色比例與職位升遷都有所提昇，但隨

著年齡的增長，心態上衝突與不安的感受仍伴

隨出現，特別是當自身能力與社會角色期待出

現落差，而使資優女性一再面臨與婚姻、孩子

有關的進退兩難的困境時。過去的研究也指出

資優女性在不同的年齡層、生命階段或職業領

域中會持續不斷的面對許多內在、人際、生涯

決定的障礙（Reis, 2002），而這些進退兩難的

困境則深深的影響到資優女性的人格特質。與

資優男性相較，資優女性可能出現的內在障礙

有：害怕成功、焦慮、低成就、對自己的期望

較低、自我質疑或批判、計畫能力差、將自己

的成功歸咎於幸運而非能力、依賴等（Horner, 
1972; Tong & Yewchuk, 1996; Reis, 1998）。 

Gilligan（1982）則提出女性在社會化的

過程中較男性更著重情感依賴、身體敏感度、

關懷他人等特質的發展，她們擁有獨特的道德

觀，也就是強調照顧、義務以及對他人的責

任，亦即一種照顧的倫理觀（ethics of care）。
相對於男性重視個人自主和抽象理性，女性在

自我與道德上追求「適當的人我關係」。在面

對人我關係與責任的承擔時，女性總是將「道

德議題」優先考量，也就是說女性不但關切在

人我情境脈絡中自身的定位，更將照顧、關懷

他人等考量作為評斷自身價值的重要準則。此

種價值觀，到了成年時期更成為引導資優女性

從「社會」與「職業」生活轉向「成就家庭或

子女」的重要因素。資優女性大多同時關切工

作、家庭及子女，將個人滿意度奠基於家庭、

孩子和工作之上，並認為需具備協調自己的慾

望、需求和他人期望之能力，因而可能要同時

兼顧多元角色，改變自己的生涯期待，並降低

生涯目標（Reis, 1991；Bizzari, 1997）。 
復原力（resilience）則是資優女性的另一

項重要人格特質，所謂的「復原力」指的是個

人具有的某些特質或能力，使個人處於壓力或

危機情境時，能發展出健康的因應策略。可

見，復原力與個人的能力或特質有關（Lambie, 
Leone, & Martin, 1998），且是由個體與環境互
動發展而來。根據學者對復原力保護因子

（protective factor）的研究，當個人面對挫折時
可採取適當的因應策略並以樂觀的態度面對、

設法使個人生活充滿正面意義、獨立自主不依

賴他人、能自我認同、表現出獨立且控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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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力、對自我及生活具有目的性及未來性、

具有向環境與壓力挑戰的個性、良好的推理與

問題解決能力（Gordon, 1998; Rak & Patterson, 
1996）。以上的特質與資優生的人格特質有許
多相同之處。Reis（1998）的研究也指出具復

原力的資優女性通常有堅強的家庭支持、密切

的友伴關係、喜愛工作、對喜愛的事物投注熱

情等。此外，對於卓越或具創造力女性的特質

研究也顯示她們積極、努力工作、高自我導

向、富想像力、意志堅定、有能力克服挑戰與

問題（Barbara, 2002；Reis, 2002；Wallace & 
Wahlberg, 1995）。 
臺灣地區自 1972 年起即正式辦理資優教

育，在各類資優班中不乏女性資優存在，尤以

音樂班、舞蹈班及語文資優班中女生人數更

多，她們在進入社會後的生涯發展會受到人格

特質影響嗎？ 
研究者自 2003 年開始追蹤臺灣地區高中

資優班畢業的女性，她們的年紀在 23-35 歲，
由於這些女性學生之生涯發展正由探索期進入

建立期，她們多數在生活中扮演著各式各樣不

同的角色、從事多樣化的工作，此時期的女性

必須同時兼顧事業、家庭、人我關係、個人興

趣、對美的敏感度以及重視外表舉止，因此特

別需要運用智慧及創造力解決問題。研究者所

關心的議題是：影響資優發展的助力為何？阻

力為何？ 
經過三年的追蹤，研究者從兩千多位研究

參與者中選擇五位目前已在工作領域上有優秀

表現的研究參與者，期望分析她們的人格特

質。如果五位研究參與者的人格特質對生涯發

展是一種助力，期望這些正向的特質能做為資

優學生成長的典範；如果五位研究參與者在生

涯發展中仍受到性別角色的影響而有焦慮、徬

徨的現象，也期望她們的經驗可以做為女性資

優學生突破角色限制的借鏡，以更能邁向自我

實現。 

研究方法 
一、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五位參與者在高中階段分別被鑑定

為數理、語文、音樂、美術與舞蹈資優生。目

前其中兩位任教於大學（音樂類及數理類）；

一位為業界高階主管（語文類）；一位為畫家

兼畫室負責人，並在大學兼任講師；另一位為

中學舞蹈教師，經常編舞及指導學生演出。五

位研究參與者分別命名為典範 S（數理），典

範 V（語文），典範 M（音樂），典範 A（美
術），及典範 D（舞蹈），茲將其成長背景簡要
摘述於后。 
典範 S 為物理博士，目前任職於大學。高

一就讀北一女中普通班，高二轉入資優班就

讀。從小就想擔任教師工作的她，認為要唸基

礎學科才比較有機會當老師，因此選擇臺灣師

大物理系就讀。典範 S 自臺灣師大畢業後，於
高中任教一年，之後賠償公費直攻博士學位。

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中研院進行博士後研究，

續而應聘至大學服務。現在她已結婚並育有兩

子，先生在大學同系所任教。 
典範 V 高中時期並未就讀資優班，但因

在英語演講和辯論方面有優異表現，因此透過

資優保送的管道進入大學外文系，而後至英國

知名大學攻讀碩士。她目前在中國工作，擔任

大型零售企業的管理主管職，負責公司人力資

源相關工作。她在 27 歲時嫁給同樣來自台灣

的先生。因工作關係，她長駐大陸，而先生則

因應工作需要必須在大陸和台灣間兩地奔波。

目前他們正計畫生育子女。 
典範 M 為大提琴演奏博士，目前任教於

大學音樂系。她自三歲開始學琴，國小至高中

均就讀音樂班，順利考入臺灣師大完成學位後

出國留學。她自幼接受完整的專業音樂教育訓

練，在大提琴與鋼琴方面，都有亮麗的成績；

而在大提琴演奏的成就，更是表現傑出，常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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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獎學金及比賽大獎，且其演出形態多變，

活動更遍及國內外，例如：1987、1989、

1990、1991 年臺灣區音樂比賽，均獲大提琴

組的獨奏第一名；1992 年 2 月受邀參加第三

屆總統府介壽館音樂會演出；1994 年獲第九

屆臺北市立交響樂團協奏曲比賽大提琴組第一

名；就讀新英格蘭音樂學院期間也獲得 1998
年新英格蘭音樂學院絃樂四重奏室內樂比賽第

一名。典範 M 近年來受邀各地演出頻繁，常

與大師共同演出，為十分傑出的年輕大提琴

家。 
典範 A 自小成績優秀，國二時因為參加

美術比賽得了第一名，社團老師發掘她的美術

天分，而開啟她接受美術教育的契機。高中就

讀美術資優班，因術科表現優異得以推甄進入

臺灣師大美術系就讀，畢業後於國中代課抵實

習，其間並順利考上研究所。典範 A 在研究
所求學期間開了畫室教小朋友美術，畫室經營

成功。由於她的美術創作表現優異，攻讀碩士

學位期間即獲邀為台中 20 號倉庫的駐站藝術
家，研究所畢業當年也於華山藝文中心展出個

展。目前典範 A 已是畫室負責人，在大學兼
任講師。 

典範 D 任職於北部某國中舞蹈資優班教

師兼特教組長，從小習舞，專長是西洋舞蹈，

國中與高中均就讀舞蹈班，畢業之後順利考入

大學舞蹈系。她曾經擔任過數所國、高中舞蹈

班代理代課教師、寒暑期舞蹈教師、體院舞蹈

系暑期舞蹈教師，也為目前服務的學校舉辦過

無數場舞蹈比賽、表演、成果發表會、假日充

實方案，編舞及指導學生演出經驗豐富。典範

D 在專業能力表現上深受學校及教育局肯定，

經常參與各項評鑑，也曾擔任教師聯合甄選

「表演藝術科」的評審委員。 

二、訪談員 

本研究係由六位研究助理共同擔任訪談

員，她/他們有 4 位是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
與社會教育學系之博士班研究生，有 2 位是具
有碩士學位的研究人員。在訪談正式進行前接

受 3 小時的訪談員訓練課程，邀請在訪談技巧

上學有專精的林美和教授擔任主講人。之後訪

談員進行第一次正式訪談，再召開會議由研究

計畫主持人與全體訪談人員根據錄音帶給予技

術上的修正與指導。 

 
表一 訪談人員 

年度 類別 姓名 學歷 訪談經驗 質性研究經驗 
數理 張靖卿 臺灣師大特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語文 周佩蓉 清華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   
舞蹈 謝佳男 臺灣師大特教系碩士   
美術 簡維君 臺灣師大特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2004 

音樂 胡寶玉 臺灣師大社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數理 張靖卿 臺灣師大特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語文 胡寶玉 臺灣師大社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音樂 吳舜文 臺灣師大特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美術 簡維君 臺灣師大特教系博士班研究生   

2005 

舞蹈 謝佳男 臺灣師大特教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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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蒐集及編碼方式 

（一）資料蒐集方式 
本研究是以訪談方式蒐集資料進行研究。

訪談時間自 2004 年 1月至 2005 年 6月間，為
了能與受訪者建立良好的信賴關係，在研究之

初首先以 E-Mail 和電話聯繫詢問受訪意願，

並詳細解釋研究目的與訪談進行的方式，同時

寄發訪談大綱請受訪者先行瞭解。其次詳閱受

訪者在 2003 年填答「年輕資優女性生涯抉擇

與發展問卷」的情形，再從中整理出受訪者的

想法，作為訪談前的瞭解；而後針對本研究目

的，以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進行資料蒐集工

作。除訪談當事人外，並視需要訪談家人及關

係密切的人士，以進行資料交叉分析的工作。 
（二）訪談重點 
由於「年輕資優女性生涯抉擇與發展追蹤 

研究」重點在了解女性生涯發展中的助力與阻

力，本研究訪談重點是由受訪者的生命角色和

生命重心出發，由受訪者陳述相關的經驗，另

外視需要訪談家人及周邊關係密切的人士。訪

談包括個人所擔負的角色、工作或學業中的助

力及阻力、家庭或婚姻的影響、資優教育的影

響、未來計畫。不過本報告僅聚焦於受訪者之

人格特質與生涯發展之關聯，其訪談問題如

下：說說看您的人格特質如何？遇到壓力、衝

突時，會採取什麼因應方式？追求成就時，是

否常感孤獨？ 習慣與人互動、合群或獨自行

動？  
（三）訪談次數 
表二為每位個案及其相關人士接受訪談的

時間，平均每位至少有 2次的訪談紀錄。 
訪談時間約 1-2 小時。如需確認資料，亦

採用 E-mail或電話訪問方式。 
 

表二  訪談時間一覽表 
個案 訪談當事人 訪談相關人士 
典範 S 

 
930331, 940325 配偶及三位學生 940325 

典範 V 
 

930124, 940204 
940211, 940311 

友人 940505 
母親 940506 

典範 A 
 

930109, 940302, 
940525 

友人 940610 

典範M 940302, 940317, 
940331 

老師 （訪談者本身） 

典範 D 
 

930222, 940424 
940501, 940516  
940508（E-mail） 
940530（電話） 

同事 940516 

 
（四）編碼方式 
本研究的編碼由二位研究主持人和參與不

同資優類別訪談的人員透過會議討論。在三次

討論會議中，第一次會議先討論訪談人員初次

分析的各類受訪者訪談稿，並做主題式的歸

納，進而形成描述單元，再將描述單位加以群

聚，以受訪者使用的語彙或意涵來命名，在主

題的命名成立後，用 QSR Nvivo軟體將逐字稿
中有關的敘述句一一標示，劃為相關意義單

元，此階段會保留相關或意義模糊的敘述句，

以備後面可以發現與主題相關的線索或關連。

因此，受訪者的同一陳述句可能有多重意涵而

被重複編碼在不同的主題；第二次會議則針對

各研究人員再次分析的編碼，討論是否有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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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類之處，再針對無法歸類的資料進行探討，

增刪變項；第三次會議則是由研究主持人與訪

談人員彼此檢視編碼結果，確定最後的編碼。

經前後三次會議討論後確定編碼架構，在發展

主題架構的同時，也漸漸理出研究的脈絡，並

將訪談對象間彼此一致或不一致的經驗與想

法，做適當的比較與串連。 
訪談資料的編碼，5 位優秀個案的編碼依

語文、數理、音樂、美術及舞蹈的類別，第一

碼編為「典範 V, 典範 S, 典範 M, 典範 A, 典

範 D；第二碼代表受訪者的年齡組別，分別為

「s：22-24歲 m：25-29歲 l：30-35歲」。第三
碼代表身份在學者以 l：表示，就業者以 w 表
示。第四碼代表已、未婚，m 為已婚，s 表未
婚。第五碼代表有無子女，m 代表已為人母，

n 則是尚無子女。第六碼為資料來源，個案本

人為 C，父母為 P，配偶為 H，教師為 T，朋
友或同事為 F，學生為 S。第七碼為訪談日
期，例如：民國 94 年 3 月 25 日則編碼為

940325。 
 

表三 編碼方式 
類別 年齡 身份 已婚 子女 訪談來源 日期及次數 
s（或 v, 
a, m,d） 

s（或 m, l） l（或 w） m（或 s） m（或 n） C （或 P, 
F, H, S） 

930429 

典範 S 
典範 V 
典範 A 
典範M 
典範 D  

s ：22-24歲
m：25-29歲
l ：30-35歲

l ：learning 
w：working 

m：marriage 
s：single 

m：mother 
n：nothing 

自己 C 
父母 P 
友人 F 
配偶 H 
學生 S 

若有多次訪
談則註明： 
930429-1 
930429-2 

 
在人格特質部分的主題架構方面，我們先

將五位個案訪談資料中與訪談重點有關的敘述

句一一標示，劃為相關意義單元，並加歸納整

理為小標題（如表四）。由於本文重點在探討

人格特質對於生涯發展的助力及阻力，因此在

主軸上將小標題歸納為正向的人格特質（生涯

發展的助力）及女王蜂症候群（多重角色的困

擾），不採用生涯發展的阻力做為副標題是因

為五位女性目前發展均十分優秀。雖然身為女

性，扮演多重角色加上要求完美的特質，難免

使她們也經驗徬徨、猶疑、焦慮的困境，但這

些特質相信也是她們能表現優秀的原因。 

四、資料的信賴度 

本研究資料的真確性及校正以下列步驟進

行： 
（一）逐字稿之校正 
在訪談告一段落，完成逐字稿，立即透過

電子郵件和電話送交受訪者做進一步的檢核，

詢問與她當初所表達的是否相符，以及是否有

疏漏之處，以期達到參與者查核的目標。待研

究參與者檢核逐字稿的真確性後，先由訪談員

進行初步的編碼分析，再由研究主持人與訪談

人員共同討論編碼的適當性，以進行校正。 
（二）資料校正 
本研究在訪談後，隨即打成逐字稿，並反

覆閱讀、分析並標示重點句。如有模糊、曖昧

或不一致的觀點出現時則記錄下來，並視需要

訪談家人及重要他人，也同時透過 E-mail 或
電話與受訪者逐一澄清訊息，比對不同來源、

不同時間資料的一致性，以求資料的真確。舉

例來說，典範 A 在訪談中談到自己對於婚姻
的焦慮：「我從小就在想這個，我在想大學畢

業就可以嫁人了，可是很不幸的，我一直在走

反方向，我所有藝術界的朋友都跟我講說，你

不要再搞了啦！你就去找個人嫁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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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編碼架構一覽表 
主軸 中項 意義單元 

1.積極、堅持 樂於表現； 樂觀；積極；開朗；固執；不隨意變更；執意完成；按自

己的原則、堅持、沒想過放棄；剛毅 

2.勇敢、創造機會 放棄鐵飯碗；給自己的人生機會；忠於自己； 追求自由、創造 

3.變化、挑戰、創造 開很多眼界；興趣很廣；遇到很多問題；新的比舊的好 

4.獨立、自動 依規定行事、按部就班、當前要努力 

5.調適、接納 不會覺得自己沒價值；每個人都會找到位子；面對壓力，自己想一想；

用寫的寫下來；看書尋求資源（同性朋友；先生；男友；姊姊；媽媽；

看黑暗中出現的曙光是誰再說）；挫折容忍 

6.健康的完美主義 能力之內做到最好；想辦法幫忙；什麼都拼第一名；要求的水準比一般

人高；完美 

7.自我肯定 自信但不自大；發掘自己的價值；別人的認同與讚美 

8.人際良好 修養很好；盡量幫忙；溫馨；內斂；老師像小孩子；獲得老師蠻多協

助；從中溝通協調；希望跟人家合群，但不希望老是跟別人做一樣的事

情；視情況而決定合作；與他人互動；跟能力好的在一起； 

9.忍受孤獨 偏好獨自活動；喜歡思考；自己為主體；不會感到寂寞 

10.幸福感 滿意；知足；幸福 

正向 

特質 

11.責任 很認真；很負責 

12.完美的焦慮 焦急；悵然若失；不踏實的罪惡感；強求；過度自我要求；標準嚴格；

自責二倍、三倍；困擾、沮喪；幫老闆監督團隊、人際影響滿大；想調

職，我的工作會快樂些；不知道順還是不順？ 

13.婚姻焦慮 不嫁出去、快哭了；有伴侶比較有安全感；以工作為重；犧牲一份有興

趣的工作；選擇要謹慎；沒辦法再找到好工作 

女王蜂 

的特質 

14.親職壓力 把家顧好、養出優秀的孩子；在家裏照顧、讓先生養家；一定要照顧家

裡；順著自己的能力和興趣 

 
們在開玩笑，她們也知道我很渴望，所以我一

直有那種焦慮在作品的裏面。」典範（Amwsn 
C930109） 
訪談者後來針對此問題又訪談典範 A 的

好友，好友對於該問題的回應，更完整的呈現

典範 A 的焦慮來源：「我覺得焦慮那是一個對

自己未來能夠親手建造一個家庭的幻想，那是

基於一種對於原生家庭的不滿意，所以她對於

自己能夠建立起來的東西充滿想像，但似乎整

個過程當中不是那麼順利。」（ Amwsn 
F940610）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中，由於受訪者同時具有多重身

份，她們可能同時就業、就學，甚至已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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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正好是資優女性進行生涯選擇的重要時

期，這些人格特質對其工作、生活、人際關係

的處理上，究竟有何影響呢？  

一、正向的人格特質：生涯發展的
助力 

（一）積極、堅持 
在訪談個性特質對工作的影響性上，本研

究許多受訪者都能指出自身個性的優、缺點，

她們並從而選擇與自身個性相關的工作，也顯

示這些資優女性對自我的高度了解。 
典範 A 自小成績優秀，國中時原本想念

舞蹈班，但爸爸不同意；國二時因為參加美術

比賽得了第一名，老師發掘她的美術天分，而

開啟她接受美術教育的契機。典範 A 的父母
較為重男輕女，只計畫讓她讀完大學。為了爭

取繼續攻讀研究所，她的壓力頗大。她藉由努

力唸書，希望爸媽認同她，她也很擔心爸爸不

讓她唸書，所以都選自己感興趣的唸，成績很

好，讓爸媽同意她繼續升學。高中、大學和研

究所這一路求學過程中，典範 A 的表現屢獲

肯定。 
她的好友受訪時指出典範 A 身為長女的

壓力以及需要自己去爭取想要的事物。 
「她要發現自己對美術喜歡，還要去

學這方面，可能就必須要很小心，要

花很大力氣去爭取，特別她是長女，

我覺得在他們家裡面長女的壓力很

大。」（典範 AmwsnF940610） 
典範 A 在高中階段術科表現很優異，取

得推薦甄試的資格，因為家裡經濟不寬裕，所

以她選擇師範校系，藉由推薦甄試順利的進入

國立大學美術系。 
「我很慶幸我爸讓我讀高中，那我又

很怕我爸不讓我讀大學，師範校系是

最穩的，我絕對不敢去選什麼東海美

術系，我同學們都會去選，因為她們

家境什麼都沒問題，我還是去選師字

頭的，不過我覺得很好的就是，它可

以去 fit（符合）家裡的期望，因為你
是女孩子，師範校系是最好的，因為

它符合我的興趣，所以就一直往這邊

走。」（典範 AmwsnC940302） 
積極努力及堅持向上讓典範 A 能夠突破

限制，朝自己所要發展的領域一路前進，現在

她已是畫室的負責人及兩所大學的兼任講師。 
從事科學研究，不一定都會有好的成果，

有時候科學研究之路，是一條未知的路途。典

範 S 對於科學研究之路，有自己的詮釋和想

法。 
「做研究就像在做一個探險，因為這

件事是人家之前沒有做過的，當然你

失敗的機率會非常大，一開始一定會

這樣。包括帶學生做實驗的時候，有

時學生就會說：為什麼都做不出來？

就會很沮喪。所有的研究者都知道，

失敗為成功之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都不知道哪一次會成功，當然會非

常徬徨。正因為這樣子，你就會知道

要繼續堅持下去，這時候就是要找一

個信念，讓你可以繼續堅持下去，讓

你能夠有很大的毅力。成功的經驗愈

多，將來你失敗的時候，你就有信心

再堅持下去，就會成功。」（典範

SlwmmC940325） 
自我激勵、勇於嘗試，並累積足夠的成功

經驗，自然能建立信心；如果馬上就放棄，那

麼永遠無法成功，也就無法培養自信了。 
「如果你遇到事情，就放棄的話，這

樣你以後就只會選擇放棄，如果你有

一次成功的經驗，以後你就會有信心

去做，這樣成功的經驗就會愈來愈

多，你就愈來愈有自信心。老師會在

一旁繼續支持你，可是當然你自己也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56． 

要花一些心繼續努力，下次你再遇到

同樣的事情，你就可以跟自己說，上

次都可以了，這次也一定可以。」

（典範 SlwmmC940325） 
對科學研究的堅持和信心，讓典範 S 在這

條路上繼續前進，同時也引領學生走向研究之

路。 
典範 V 擔任國外好市多連鎖量飯店的經

理，負責公司人力資源相關工作。她明確的指

出自己個性特質是積極、謹慎、執行力強，而

這些特質對其工作領域產生極大的助益。 
「我覺得我應該是很有自信的人，但

是，嗯，就是說，我覺得我沒有特

殊、特殊的專長，就是說，我不是像

律師，或者是說像醫師，你有一個非

常非常 special life 的一個 area。」
（典範 VmwmnC930124） 
典範 M 是一位有優秀表現的大提琴家，

問及她如何開始學習音樂的生涯，她提到： 
「依據媽媽的回憶，還記得那時候我

好像只有三歲不到，有一次路過琴

行，看到小朋友在上團體的琴課，可

能是電子琴吧！我就賴著不走，從傍

晚六點多，一直待到九點多，就是執

意要聽別人上課。就這樣站著，裡面

的老師就注意到我，也因此，可能老

師也被我的誠心打動了吧！於是，音

樂教室就破例招收我這個年紀不符規

定的學生（註：當時必須四足歲才能

上課）」（典範MlwsnC940302） 
在音樂技能的學習方面，許多孩子常常在

自己對音樂學習的歷程還不是十分清楚的狀況

之下，就在父母的安排下開始上課，往往最後

鍛羽而歸，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堅持力不足。其

實，任何學習都有其歡樂與辛苦之處，音樂學

習需要相當的毅力方能持續，而典範 M 在小

小年紀，就顯露對音樂的專注與熱衷，甚至以

行動來讓家人了解她對學習的需求，這正反映

資優學生對個人興趣與才能的追求與執著。 
典範 M 在考上小學音樂班後，還繼續到

該音樂教學系統的團體班上課，從不請假，戮

力完成系統的五級檢定（相當於師資級的前一

階段）。如此僅僅透過團體班的學習方式，就

能完成各級的程度要求，優異的音樂才能，其

實早就在她身上萌芽，聰穎的她，也十分清楚

自己的音樂能力。 
「我對那時音樂團體班的學習一直都

很堅持，也認為我自己有很多基礎都

是由此而建立，並且，參加晉級鑑定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個人學習目標。」

（典範MlwsnC940302） 
很難想像典範 M 在年紀幼小之時就能清

楚知道自己所欲追求的目標，也能自我督促完

成既定之方向。這位目前在國內極知名的大提

琴家提及她從小立志朝大提琴演奏發展的心

願。由下列敘述中，我們彷彿看到一位充滿毅

力、堅定不移的資優女孩的影像。 
「有些事情會蠻不願意隨意變更的，

往往心裡打定主意的，也會執意要完

成它，所以，不管跟著哪一位老師學

習，我都還是按照自己的原則，按部

就班，完成該有的進度與要求，因

此，成績也都維持相當優秀的水準，

在 班 上 名 列 前 茅 。 」（ 典 範

MlwsnC940331） 
典範 M 在言語間，自然流露一種自信與

認真積極的學習態度，她對學習的執著不會輕

易被外在環境所影響。此外，她也能夠在年幼

時（小學階段），就了解到自己想追求的方

向。在臺灣師大就讀時，父親曾希望她能依照

傳統，當個安分守己的學校音樂教師，因此對

於女兒期待出國留學之事一直保持沉默的態

度，明顯不同於對其他事情的支持力，只可惜

遇到對自己理想十分堅持的典範 M，父親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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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妥協了！終究以鼓勵的立場，不再表示反

對，完成她出國留學的願望。當然，由於家庭

經濟有限，父母也僅應允她二年的經濟援助。 
典範 D 雖然沒有在舞台上當一位舞者，

但是卻在舞蹈教育的路上繼續培養著國家未來

的專業舞者。問她有沒有曾經想要放棄舞蹈這

條路，她說雖然辛苦，但卻不曾想要放棄！此

外，由於目前典範 D 服務的單位，正是北部

有名的國中舞蹈班，因此具有指標的作用，也

因此大家都是用放大鏡來看她的表現及他們學

校的作法，她說： 
「我沒有想過要放棄耶！我覺得這對我來

說是一條可以走的路，而我自己的能力也能應

付，是很辛苦沒錯。」（典範 DlwsnC940530） 
「我覺得我自己很剛毅，我覺得從哪

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其實我並

不如大家看到得這麼光鮮亮麗，前幾

年真的很辛苦，因為就算做得再用心

也不見得有人認同。老實說在藝術界

真的比較小，很多人也會嫉妒我的工

作。我是站在第一線，要去扛起所有

的責任的時候，有一些人是用看好戲

的心態、用放大鏡來看我的缺失。」

（典範 DlwsnC940530 ） 
「積極、堅持」是五位優秀女性對自己個

性的描述，而勇敢與堅持也是每位成功者的秘

訣。因為唯有不斷的耕耘，才得以嚐到豐美的

果實。 
隨著年齡的成長，這群女性對自我屬性，

包括個人興趣、性向、能力、價值觀、人格特

質的了解愈趨清晰，無論她們處在順境或逆

境，從自我理解與認同中，產生明確的自我信

念，使這群資優女性做出正確的生涯選擇並義

無反顧的往前直行。 
（二）勇於嘗試，創造機會 
典範 S 放棄公費分發及鐵飯碗，賠償公費

直攻博士，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是什麼因素

促成一向以教學為職志的她決定繼續求學呢？ 
典範 S 告訴訪談者，她在高中教書時曾有學生
的家長質疑學校為何讓女老師教物理，家長認

為女老師就是不會教物理。當時她心裡其實有

點生氣，但該事件反而激勵她更加勇於嘗試，

並且對自己更有自信，同時她也反過來鼓勵學

生，激勵他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她決定直

攻博士。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我會下直攻博

士這種決定，應該是很重大，像那時

候本來應該去教書了，那就是一輩子

的鐵飯碗，可是卻放棄了鐵飯碗，還

賠公費，只是覺得要給自己的人生再

一個機會。我自己在學習的時候，都

沒有意識到原來女孩子在這樣的科目

中是受到鄙視的。」（典範 SlwmmC 
940325） 
當問到典範 D 想要進修的部分，是舞蹈

或是其他領域的時候，她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其實我蠻有勇氣的，我很多舞蹈系

的朋友要念研究所，就會去念舞蹈，

因為比較容易，如果要跨領域的時

候，要念那些東西對他們而言是無字

天書。可是我既然已經走到這個領

域，我就不願意再回去原先那條

路。」（典範 DlwsnC940105） 
「我只是想轉換一個情境，我有點受

不了舞蹈界的這些批評。」（典範

DlwsnC940607） 
社會的選擇性本來就是掌握在自己手裡，

如果我們越能增加自己的實力，將來的選擇就

會更多，「所以你要抱著將來的生涯有著各種

可能性的態度去學習。」典範 S堅定的說。 
（三）喜歡變化、挑戰，富想像力與創造力 
「喜歡變化、想像力與挑戰性」都是具創

造力者典型的特質，從事藝術創作者尤其如

此。典範 A 自陳不是一個乖乖牌的學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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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很多社團活動，擴展自己的眼界，也增加

了在美術方面的創作潛能，她認為美術是一個

綜合的產品，不是只有畫畫便能產出有創意的

作品。典範 A 喜愛多樣化的學習經驗，無形
中擴展了眼界。 
「潛能的影響喔，我覺得還是師大附

中對我比較有影響。我自己很殘忍，

我覺得美術不會影響我什麼，是環境

影響我。我讓自己投入那個環境，我

不是乖乖的讀書畫畫，我參加很多社

團，然後我參加學校很多活動，我覺

得這個部分對我的影響很大，讓我開

了很多眼界。我覺得我在戲劇部分開

的眼界影響到後來的創作，美術不可

能只學美術就會變成它，它是一個綜

合的東西……」（典範 AmwsnC 
930109） 
創作對於典範 A 而言，已融入生活中，

是不可或缺的樂趣，一種傳達我思我想的媒

介，是抒發心理深層感受的媒介。 
「對我而言，創作或是藝術吧！藝術

跟我的生活是放在一起的，因為它是

我生活中的樂趣，也是反射我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個媒介，我會覺得它是一

個媒介，因為可能藉由東西我同時會

去 想 我 要 的是 什 麼 。 」（ 典 範

AmwsnC950525） 
此外，女性創作者要聆聽心裏的聲音，勇

於學習新事物，忠於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第一個是要忠於自己吧！就

是你要夠勇敢，可以不管外面的選

擇，去聽到自己的聲音；能夠靜下心

來瞭解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麼，這會

是更重要的。另外一個是讓自己的眼

界可以更廣一點，可能交的朋友更多

元一些，或者說我覺得是學習吧！就

是你打開自己眼界後，才可以看到自

己在什麼位置。」（典範 AmwsnC 
940302） 
從生活層面看典範 A，她從從小到大熟悉

的環境轉換工作環境到另一縣市，她說：  
「我可以想像應該會有點冒險這樣

子。那可能是求新的精神吧！對我而

言，新的就是比舊的好，因為我到新

的地方看看，這邊的我都知道了，會

有新的發現吧！就這樣子的動力，走

了以後就發現你到新的環境會遇到很

多問題，當然在承擔時會有點痛苦，

就自己選的。」（典範 AmwsnC 
940302） 
高創意者堅持己見、堅持到底，與其說她

們是成功之人，不如說她們是圓夢之人（黃蕙

君，2005）。創造力是一種存在的狀態，不僅

存在於學業中、工作中，也存在於生活態度之

中，這種解決一次又一次危機、一場又一場挑

戰的過程，就是女性創造力的展現。 
（四）獨立自主、自動自發 
成功優秀的表現，除了堅持外，需要持續

的努力及自動自發的精神。典範 M 在學習過

程中有優弱勢科目，也有父母及師長要為其擔

心之處，但典範 M 提到她都以平常心的態度

應考： 
「我對考試其實沒有甚麼恐懼或感

覺，但就是一直都很順利考取。其

實，考試時，我都是從頭坐到尾，不

會因為已作答完畢就提前離席，總是

依規定行事，這就是我的個性；而在

等待放榜之前，也不會如其他同學一

樣，開始鬆懈並暫停練琴。我還是按

部就班，依照自己的時間表與進度做

完該有的作業，連假期課業輔導也都

如往常的生活，全力準備與應考，且

也都以考滿分為目標。總之，該做甚

麼事，就好好做，不會想到很遙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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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或揣測任何未到時間的結果，

只 知 道 當 前要 努 力 。 」（ 典 範

MlwsnC940317） 
「其實，我比較弱的科目是國文，從

國中到高中，在這一科都比較有問

題，老師也常打電話到家裡關心，媽

媽會有點顧慮的問我是否有困難，但

我告訴她，其實，我有我自己所安排

的讀書計畫及進度，只是並不能配合

學校與老師所設的進度，但是，我都

有在準備與讀書，這是我自己非常肯

定的。…」（典範MlwsnC940302） 
「就是這樣，我知道自己的弱點，也

知道自己需要甚麼，我會安排好該做

的事，不會讓時間有一分一秒的絲毫

浪費。」（典範MlwsnC940302） 
因此，所有的成功看似「水到渠成」，其

實背後絶對是「積少成多」的努力結果，即使

是資優的學生，如果不能具備這項人格特質，

恐怕也很難有所成就。就如典範M所說： 
「從小到大，所有該做的事，我都會

自動自發的自我安排。…例如：每天

我都先練琴與訓練個人的音樂聽音。

通常都由姊姊從旁彈奏鋼琴來協助我

的練習，往往不知不覺就已到半夜十

二點。然後，才開始進行學科的部

分。雖然回想起來，當時十分忙碌、

辛苦，但是好像甘之如飴，蠻能享受

其中帶來的樂趣。」（典範 MlwsnC 
940317） 
典範 V 在高二時原已通過托福計畫留

美，然而，父親卻罹癌驟然病逝，因而改變家

庭的生態，以及原有的生涯規劃。對於典範 V
來說，父親的遽逝是她生命中無法承受的悲

痛，但是她沒有太多的時間悲傷，身為長女的

她，必須要堅強起來協助母親一起維持家庭並

照顧弟妹，她體認到自己身為長女和大姐的責

任，唯恐母親會難過，因而在母親面前較少流

露對父親過世的傷痛。她的高中同學回憶說，

那陣子的她非常堅強地面對家中變故，一夕之

間，她由倍受呵護的女兒變成協助母親支撐家

庭的一員，責任感也讓她渾身充滿一種「言出

必行」的氣勢。 
整體而言，典範 V 的家庭背景提供了她

成長的穩定動力，長女、長孫的身份，和父系

家族的連結，養成她從小就獨立且自律的個

性。她在提到對資優生學妹們的建議裏同時提

到「獨立」和「親密」的重要性。 
「希望她們要聰明地選擇，然後真的

要以自己為主體來考量生涯發展，至

於婚後的話，女性要有能力養活自

己，雖然我現在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但我相信女性仍要以自己的經濟獨立

為基礎，你以後才有獨立的條件。」

（典範 VmwmnC930124） 
（五）自我調適、復原力強 
人生不如意事十之八九，每個人的一生或

多或少、或大或小勢必遭逢各種不順遂，資優

女性若可以建構面對的適應能力，對其生涯發

展將有相當的助益。在大學任教的典範 S 描述
自己高中求學階段時的心路歷程： 
「有一次我到數理資優營，那時候才

發現原來不是說北一女是最 Top 的學
校！那時候才第一次發現，像甚麼台

中女中，台南女中，他們的同學也都

很優秀啊！原來不只有一女中，還有

很多學校也都有很好的同學。可是，

我不會因此就覺得自己沒有甚麼價

值，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一定都會找

到位子。」（典範 SlwmmC930331） 
典範 A 身為長女，在家庭中有相當大的

壓力，藍領階級的家庭背景，使她即使在求學

階段就必須透過努力唸書，希望爸媽認同她。

她也很擔心爸爸不讓她唸書，所以成績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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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爸媽同意她繼續升學，在高中階段的好友一

路相扶相持，甚至直到現在仍是支持她的重要

支柱。她很感謝摯友的支持與包容，遭遇困頓

時讓她有傾訴的對象，獲得再繼續前行的力

量： 
「我會想友誼在我的生涯當中是佔蠻

重要的東西，友誼讓人成長的力量很

大，對我而言。友誼讓我從很多的困

境當中，可以再站起來。蠻感謝那些

朋友的。雖然有些事情會意見不同，

我覺得蠻好的是從友誼中學會怎樣抓

跟放。」（典範 AmwsnC940302） 
典範 V 壓力調適的方法，除了與先生談

之外，她還習慣用寫的方式表達： 
「我會類似像寫日記的方式，就是可

能我會寫一封信給我先生，但是那封

信不會真的給他，然後會寫一寫，然

後會把我真正的想法寫出來，然後可

能分析一下利弊，然後好像自我調適

跟評估，然後那張紙可能之後會撕

掉。」（典範 VmwmnC930124） 
儘管個人生活中同時擔任許多角色，有些

角色是因興趣而投入，有些則是被賦予，即使

有短暫的不愉快、不舒服的心理感受，依然可

以充分掌握機會、運用個人的能力或身邊資源

解決問題。能夠排解負面感受者，就可以超越

逆境。美國知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拉（1997）
曾說：「你的一生中會受到很多傷害，你會犯

錯，有些人將這些錯誤稱之為失敗，但我知

道，所謂的失敗只是上帝在說：『對不起！你

走錯路囉！』，因為你要學會將傷口轉化成智

慧。」當個人可以從環境中體認自己的優點並

與環境中的人或事重新建立良好的互動，不但

對解決問題大有助益更甚而獲得「浴火重生」

的機會（引自洪懿妍譯，2006）。 
（六）健康的完美主義傾向 
多數健康的完美主義者在很年輕時就對自身

的特質有所覺知且與其學校活動的經驗有關，她

們本身的自律、組織力、個人的努力以及環境中

的支持系統都是影響其完美性格的主因。健康的

完美主義者（healthy perfectionism）會在每件事
情上表現出負責、認真、合作、體貼的特質

（Reis, 2002）。 
過去就讀語文資優班，透過保送甄試進入

外文系，並同時輔修法律，一路成績表現亮眼

的她，對自身的能力感到非常的自信的典範 V
表示： 
「我現在的工作非常廣泛，我管人

事、我管法務、我管公關。所以（笑

了出來），我覺得我可以，我覺得我

會很認真、很負責，然後當你把一份

工作交給我，我都可以把它，在我能

力之內做到最好。」（典範 VmwmnC 
930124） 
面對校內、校外的各種活動，典範 D 認

為雖然那真的不是他業務所及的範圍，但是因

為長官的交代或要求，再碎碎念後還是會忍不

住下去幫忙。 
「我其實對這些事情都可以擺爛，視

而不見，但是我自己的個性不是這樣

的，我還是會想辦法幫忙，然後自己

又弄到很累。以前我的同事都會幫我

釐清一些事情，總是旁觀者清。現在

我聽到外面對自己學校的批評，會比

較釋懷了，也知道怎麼樣轉移注意

力，因為這些事情是在意不完的！」

（典範 DlwsnC940530） 
其實，典範 D 追求完美的特質並不是擔

任行政工作後才出現，典範 D 的同事在接受
訪談的時候，描述了對她的觀察： 
「她實習那一年淹大水，我記得是九

月十七日，……就淹大水，淹了水我

們就掃了一個禮拜，那時候對他的印

象就是，哇！舞蹈班的老師耶！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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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該很優雅，很有氣質。……所

以那時候對她的印象就覺得說，她應

該會比較不喜歡跟我們這種比較愛開

玩笑的同事一起工作。……可是那一

次淹大水之後就發現，我們就掃地

呀，他就什麼都拼第一名，都跑在最

前面就對了。事實上有時候我們都偷

懶，隨便掃一下就會休息一下，但是

他就會說，還有很多沒弄因為一樓整

個淹的真的很嚴重，一樓全部是設備

組，我們還在那裡洗泡在紙箱裡面的

試管，還有燒杯，就像女工一樣一個

一個在那邊弄。然後她也在那邊洗

呀！所以就會覺得這個學跳舞的很不

一樣。」（典範 DlwsnF940516） 
典範 D 的同事覺得，如果他們輔導室的

四個組像四個桌腳，就舞蹈組那個桌腳最肥也

就是壓力大、工作最繁重。 
「她就是做東西一定要到某個水準，

而且他要求的水準是比一般人還要

高。」（典範 DlwsnC940516） 
「對很多東西，她也許並不認同這個

東西，可是如果上面規定要做，她還

是會盡力完成。」（典範 DlwsnC 
940516） 
其實，每個人都有或多或少的完美主義傾

向，暢銷書作者 Richard Carlson在「別為小事
抓狂」一書中就提到「與自己的不完美和

解」，因為唯有接受自己的不完美才可能迎接

「真正的完美」。 
（七）自我肯定 
資優生除了對感興趣的事物專注執著、能

持之以恆的完成外，對其投入的領域有所成果

時，會產生很高的成就感與滿足感，典範 V
就說： 
「快樂就是、就是，別人的認同和讚

美啊，然後還有自己可以把一些事情

做好。比方說就像我剛剛說的，就

是，那些規章制度都是我訂的，三年

以後，還是那些規章制度，反正就

是，這其實也是一種肯定啊。」（典

範 VmwmnC930124） 
典範 S 表示工作就是帶給她的就是自我

價值的肯定，甚至在懷孕期間，她也不願意放

棄研究工作，而將研究工作當做生活的一部

分，她說： 
「有時候工作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

你會覺得每天很忙，可是像說今天突

然不用工作，你會不曉得要做甚麼，

那我現在就是快要生產，主任會說

『你要不要請假』？那我會想說那我

在家做什麼？預產期是 4 月 20。所
以我覺得那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你做這件事情，會使你的生活變

得比較有意思。有時候會覺得來跟學

生談談會很高興，你會在跟學生談的

過程中，發掘自己的價值，自己也會

成長！」（典範 SlwmmC930331） 
Maslow 認為人類需求的最高層次即是

「自我實現」，達到自我實現境界者，問題解

決能力強，自覺性高，善於獨立處事，要求不

受打擾地獨處，並在工作中運用最富於創造性

和建設性的技巧進而滿足自己發揮自身才能的

需求。根據 Leroux（2000）對八位年輕資優女

性進行追蹤研究，她們描述自己在工作上具有

強烈追求成功的動機、關心成功與否、努力工

作等特質。資優生常將事業或工作視為自我實

現的最大途徑，儘管資優女性面臨追求成就與

社會角色認同間的衝突，她們仍然享受達成目

標所經歷的過程，並為獨立自主感到驕傲（引

自吳淑敏、蘇芳柳譯，2000）。 
（八）個性隨和、人際良好 
人是群性動物，雖然每一個體均有其獨特

之思想、背景、態度、個性、行為模式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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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然而人際關係對每個人的情緒、生活、工

作均有很大的影響，甚至與組織氣氛、組織溝

通、組織運作、組織效率及個人與組織之關係

也有密切的關係。因此，多數受訪者都會提到

工作或求學階段人我關係的議題，並指出不管

與他人互動頻繁與否，良好的人際處理對其工

作上都會產生的助益，有些人天生內向、喜歡

獨來獨往，有些則對人際互動感到有興趣，無

論如何，她們都透露出自己對人我關係處理的

重視。 
典範 S的學生這樣描述老師： 
「老師的人格修養很好，你有任何困

難的話，老師都會盡量的幫你。我在

這裡做研究不太會有很大的壓力，就

算有，也是自己造成的，不是老師造

成的。因為你會想說不要辜負老師的

好意！因為老師很關心學生，我們就

會想要把研究做好一點。對研究生來

講，可說是遇到一個在研究上有成就

的老師，而在跟學生的相處上，老師

不會因為她在研究上面有一些成就，

就對學生比較嚴厲。跟其他的老師比

起來，老師就是很有耐心，處處為學

生著想，比如說你稍微犯錯，她甚至

還會幫你找理由。例如有一段時間研

究生可能做實驗不努力，老師還會想

說：你可能是因為有一些事情很忙

碌，或是身體的狀況不好。老師就是

這樣還會幫你著想，不會責罵你！」

（典範 SlwmmS1940325） 
還有學生說： 
「老師會關心你的生活，關心你家裡

的狀況，假設你有什麼困難，她都會

盡量的幫助你，就是幫你想一些辦

法，幫助你去解決。雖然說我們已經

很大了，二十幾歲這樣子，可是其實

有時候在生活中還是會碰到一些瓶

頸，或是家裡發生一些事情，是你沒

有辦法解決的啊！平常的話，因為老

師在實驗室的時間很長，像是一種關

心也像一種陪伴吧！你不會覺得你在

做研究或是做實驗的時候很孤獨，你

在做研究，她可能就在你旁邊，隨時

給你一些指導，感覺比較溫馨。」

（典範 SlwmmS2940325） 
典範 S 給予學生就像家人一樣的支持和關

心，所以學生們稱她為「○媽媽」。此外，她

也有童心的一面，讓學生覺得很有趣。 
「像我們有時候在網路上看到一些笑

話啊!我們自己在那邊笑得很開心，
老師就會過來，『ㄟ……這是什麼事

情啊？』我們就會跟老師講說剛剛發

生了什麼事情，然後老師就會很開心

的跟著我們一起笑。就是她也會很有

興趣，也會笑得很開心這樣，我們覺

得老師也好像小孩子一樣。」（典範

SlwmmS3940325） 
「老師就是會稍微幫你規劃你的人

生，然後在找工作或是有需要老師的

地方，她能夠做到的都會幫，至少在

我這裡看到畢業的學長姐都獲得老師

滿多的協助。老師也說假如你畢業找

不到工作，那歡迎你畢業回來先找

她。」（典範 SlwmmS2940325） 
  典範 S 的先生也是一位大學物理系教

授，他認為典範 S 一個做事認真負責的人，與
她交往後發現，其實她兼具隨和、孝順和顧家

的特性，因此認定這就是他未來的伴侶。他這

麼說： 
「我記得年輕的時候看過一本書，內

容是說你跟一個女生交往，就會多一

些了解，當你覺得這個女生可以讓你

很放心，無論是在現在或未來，而我

是一個較不浪漫的人，那當你發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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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志趣相投，讓你沒有後顧之憂的

人，就是你應該要定下來的時候。」

（典範 SlwmmH940325） 
有舞蹈背景卻「轉換」工作背景到「教育

行政」的領域，典範 D 認為是需要很多的磨
練的。 
「以前我們是在一個非常嚴格的環

境，我們為了在舞台上有最精湛的表

演，所以以前的教育是非常辛苦，甚

至是殘酷，因為我們要通過甄試，再

從大一念到大五，所以你一站出來的

時候，都是要表現最好的。然後再轉

換到教師的角色的時候，尤其是外聘

的老師，都會用比較傳統式的方法，

比較不符合九年一貫、多元化的精

神，我就是從中溝通協調，但是會有

難處，有時候很不容易溝通，這對我

的調適來說是比較痛苦的地方。因為

一方面我很清楚，一定要做這麼嚴格

的訓練。」（典範 DlwsnC930222） 
儘管舞蹈工作者有其創作高度且幾乎所有

的舞蹈作品均富含作者本身的思想與感情，展

現出作者個性或獨特性的程度。典範 D 說，

她做事的時候主觀意識蠻強烈的，可是問題是

在做行政的時候，不能讓那個這樣的意識太過

於高張。她覺得要讓事情順著軌跡再往上的時

候，勢必要有所妥協。 
「我的個性本來就是比較追求自由、

創造力和獨特的見解，可是在這個保

守的學校裡面，我必須把我的價值觀

壓到像一般平常的老師一樣，我不能

太突出，可是我又不能不突出，我必

須要撐起這個舞蹈班，可是我又不能

去超越前人的建樹，所以那樣的拿捏

對我來講是非常的困難。因為對學藝

術的人來說，感情的反應會更細膩，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東西，感受一定

比別人更強。但是當行政的人應該要

比較溫和，內斂一點。」（典範

DlwsnC940516） 
資優女性到了青少年時期，對愛與隸屬的

需求可能勝過對成就與自主，對青少年時期的

女性來說，互相依賴也是維持社會關係平衡的

重要特質（kerr，1985），從女性先天特質到後

天的學習、薰陶，都使女性對人際的處理特別

的重視，當面臨工作類型選擇及工作氣氛維持

的情境時，更容易突顯女性此方面的特質。 
（九）能忍受孤獨 
「孤獨」似乎是許多追求成功者必須要經

歷的歷程，不論從事研究工作或實務工作者，

如：典範 S 談到在面對工作時，個性就扮演了

很重要的角色。 
典範 S 平時除了教學工作之外，尚有研究

進度上的壓力，她表示自己可以「持續專心的

做研究，有一陣子不跟人群來往，也不會感到

寂寞」。她提到在博士後研究的工作期間，曾

經自己一個人在實驗室中長達一週都沒有跟任

何人講話，但對自己常常埋身在實驗中的工作

情形，她倒是表示自己很適合這樣的工作。 
「因為有很多不認識的人一起講話、

一起玩的時候，我會變得比較害羞和

沉默的，反而是我自己靜靜一個人的

時候，可以很長一段時間看書，旁邊

沒有人，也不會覺得不舒服或是覺得

很寂寞……反而會變得很怕那種熱鬧

的場合，或是非常多陌生人來來去去

的場合。」（典範 S171mwmm930 
331） 
在感情生活上，從事創作的典範 A 覺

得：創作是自己的一部份，她寧可犧牲談感情

的機會也不願意放棄創作。她說： 
「以前有一個人，他會覺得說，他喜

歡我教學這個身分，但是他不喜歡我

創作這個身分，那我就會放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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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創作是我的一部分，我覺得我

這個人存在，是因為我願意去看影

展，我願意去看劇場，所以我存在，

所以我教學才會這麼生動有趣，你不

能 把 我 切 斷 ! 」（ 典 範 AmwsnC 
930109） 
孤獨有得也有失，在藝術領域的音樂資優

生典範M表示： 
「我想，大學時期獨來獨往，有點遺

憾的就是較少有比較親近的同學，但

有得有失，我反而較能專注於學

習。……」（典範MlwsnC940302） 
Storr（1988）曾主張，獨處與遠離他人的

能力是創造性活動的必要先決條件，只有製造

獨處時間的人，能夠花費必要的時間量來做思

考與創造。當這些創造者能夠獨自對自己的心

靈，沈寂在常人不堪忍受的孤獨中，往往才能

產生創造的火花。  
（十）知足、有幸福感 
幸福感反應了個人對於整體生活的認知性

評價、正向情感，使個人在精神、感覺上對生

活感到滿足，是一種心靈上的享受。它來自人

們內心深處的情感積累，隨年齡的增長而增

加。相較於就學中的女性資優生，我們在以就

業或已婚的資優女性身上更能感受到她們對人

生的滿足感。 
典範 S 跟先生都是從事教學與研究兩頭燒

的工作，為了未來發展分居兩地，工作繁重的

她個性卻很樂觀，她說道： 
「這裡教學比重跟其他國立大學比起

來較大。收入應該是還蠻滿意的，因

為本來生活需求就不高，教職最大的

好處就是收入是非常的穩定，滿適合

我們生活的風格．收入很穩定就有安

全感，就是說你不會覺得說金錢會變

成你的困擾，你會覺得錢足夠生活所

需。」（典範 SlwmmC930331） 

當問題典範 V 對自己最大成就的感受

時，她謙虛的回答： 
「成就？沒有，我覺得我還過的還蠻

快樂的，應該這樣就好了，還談不上

成就。如果有一天我的小孩生出來

了，我可能就會覺得蠻有成就的。但

是我覺得現在，至少，大部分的時間

都還蠻快樂的，然後，跟我先生的生

活也蠻快樂的。」（典範 VmwmnC 
930124） 
截至目前為止，她對自己的生活也沒有什

麼遺憾，她說： 
「遺憾啊？沒有，我不是那種會後悔

的人。我決定了就會去做，雖然在別

人眼裡，那不一定是最好的決定。但

是只要我決定了，我就會認同，然後

我覺得，那是最好的，我覺得這樣，

才會快樂嘛，要不然老是在那邊後

悔。」（典範 VmwmnC930124） 
幸福感就像藏在心裡的小小寶盒，要靠生

命的路程中一點一滴的累積，雖然有顛簸、有

平順，細細咀嚼其中的苦與樂，心態愈顯豁達

而自在。 
（十一）責任感 
典範 A的父母目前已退休沒收入，典範 A

與其妹妹們必須每月固定給父母一些生活費，

另外若是父母想與友人出遊也必須負擔花費，

她提到現在的狀況： 
「所以我的課不能太少，因為我還是

要有責任感，變出一些錢給他們出去

玩。我不希望他們到老了會覺得，年

輕人都不讓我們出去玩，覺得自己像

個看門狗。因為我外公以前就是這樣

講。他覺得他像看門狗，在家裡幫

忙，年輕人都出去玩。所以我想說有

些階段性的責任吧！在他們還能動，

還能出去玩，就讓他們去。」（典範



五位高中資優班畢業優秀女性之人格特質與生涯發展分析 

 

．65． 

AmwsnC940302） 
責任感除了展現在家庭層面，另外還有展

現在工作方面。 
典範 S 在國內擔任教職，出國進修是很多

人的期望，但是工作型態與角色的關係，在做

決定時她還考慮到學生，她說： 
「其實這個是蠻掙扎的，有人建議我

應該到國外去進修，但其實我是蠻保

留的，不是因為小孩的原因，是因為

我現在工作型態的關係。我現在是做

實驗研究，要帶研究生，我的研究生

就是一年一年的來，大部分是碩士班

的為主，我其實不太能離開這邊，如

果有一個資深的博士生，他可以幫我

帶這些研究生的話，那我還可以暫時

地離開去國外進修，目前就不太可

能。」（典範 S1wmmS2940325） 
責任感讓她無法成行，不過她覺得： 
「其實我蠻滿意目前的狀態耶！就是

好好地把現在的事情做好。」（典範

S1wmmS2940325） 
上述正向人格特質讓本研究中多數受訪

者，不管是在順境或逆境中，均能夠積極求

進、堅持目標、力求自我實現。此種人格特質

與吳淑敏（2004）訪談傑出女性科學家有一致

的發現。傑出女性科學家成功的個人因素包

括：她們有靈敏的研究眼光與創新的見解，做

事有計畫、有效率，善於時間的管理，專業知

能深入，興趣高昂、熱愛工作，有毅力、堅持

自己的目標，好勝、不服輸，遇到阻力不輕言

放棄。因此，研究者期望擁有相同特質的這些

年輕女性在未來也會有傑出的表現。 

二、女王蜂症候群：多重角色的困擾 

Staines, Tavris & Jayaratne（1974）指出資
優女性會要求自己在多種角色上都表現完美，

這就是女王蜂症候群（Queen Bee Syndrome），

意指在工作相關的領域中，女性能像男性般獲

致成功，並在工作的同時，維持母親與妻子的

雙重角色。 
（一）面面完美的壓力 
典範 M 目前可說是「有為」、「忙碌」的

現代女性的代表，每天周旋於演奏與教學之

間，她不僅是國內新生代的傑出大提琴家，也

準備在大學音樂學系一展長才，問她是否會有

「忙不過來」的感覺，她總是笑笑回答： 
「還好！還好！雖然忙碌，但所作之

事都是出於自己的興趣，不會覺得有

任何辛苦與難為之處。有時，只是會

有點焦急，常會想到，在接下專任教

師工作後，自己是否還有能力投注於

演奏的部份，如果忙碌起來，沒有固

定時間練琴，內心還是會有悵然若失

的感覺，有一種『不踏實』的罪惡

感……。」（典範MlwsnC940331） 
唸過美術資優班的典範 A 也描述自己在

這方面的特質： 
「就是有些事情你想要強求的你不一

定求的到。而且因為那個強求弄得自

己很不舒服。因為我是一個會過度自

我要求的人。在某些事情就是自己給

自己標準很嚴格。那達不到我會先自

責，讓別人知道別人在責怪你那是兩

倍的甚至三倍的。所以我現在不太敢

跟朋友說我一定要怎樣，或我的家人

知道。」（典範 AmwsnC940302） 
心理學家發現長期且不健康的的完美主義

性格對人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常見的情況

包括：憂鬱沮喪（無法滿意自己的表現）、焦

慮（擔心自己失敗），更嚴重者，甚至會出現

自殺、身心疾患、飲食失調等問題。完美主義

性格也常是資優生情意輔導過程中教師需嚴肅

面對的重要課題。 
典範 V 擔任主管，因職務需要監督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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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別人的缺失，而讓她覺得吃力不討好，使其

感到困擾不已。即使備受上級重用，但對她來

說，和諧而非對立的人際關係的工作環境更為

有價值，她說： 
「我的工作的內容是，有一大部份是

去幫老闆監督……有一點點像是在做

爪耙子那一種，事實上就是，所以人

家會提防我。會，比較不好的團隊會

排斥你……，所以，這樣的工作會讓

我，有的時候會要，不小心，如果自

己不夠謹慎的話，就是有可能會被陷

害或者是背黑鍋。然後，有的時候是

卡在中間，所以，反正就是在年底的

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情，然後讓我覺

得，不愉快，非常的沮喪。大概是我

工作以來最沮喪的事情。……我在北

京的那個職位，我的那份工作，它被

重視、被肯定的程度是絕對夠的。可

是，我覺得，就是感情上會有依賴，

當你知道人際關係是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是，對我來說是影響滿大的，所

以我想調回上海去的。我覺得我的工

作會快樂一點。然後，所以這樣算順

還是不順，我覺得很難說（笑笑）。」

（典範 VmwmnC930124） 
（二）婚姻？工作？抉擇的徬徨 
典範 A 希望繼續攻讀博士學位，讓自己

發揮的空間更廣。不過在傳統婚嫁的壓力下，

心情上她也受到影響。在婚姻跟生涯發展間抉

擇，讓她有些焦慮。 
「我現在在想這件事，可是我又很焦

慮，關於家裡的，好焦慮喔！是台灣

的環境給你很大的焦慮。……父母還

幫我排相親喔！她們覺得要三十了還

不嫁出去，快要哭了，我就說 不要
跟 我 講 … … 」（ 典 範 AmwsnC 
930109） 

她目前雖未婚，面對婚姻仍有相當大的期

許，她說： 
「我還是想像婚姻是個拯救。我還沒

認清人是孤獨的，我還是想像有個伴

侶就不那麼孤獨。比較有安全感，比

較踏實的做生涯規劃。」（典範

AmwsnC940302） 
典範 D 提到在藝術學院的時候，教授常

常會會灌輸她們，其實跳舞很辛苦，不可能賺

很多錢。所以她覺得自己會想把理想都完成了

以後，才會走入婚姻， 
「所以婚姻對我來講是可遇而不可

求。⋯⋯我很想看到學舞蹈又能兩邊兼顧的例

子，很多前輩如果很用心在工作上，通常在感

情或婚姻上面就會有很多狀況，很多。凡是那

種女強人型的尤其是花三分之二以上時間在工

作上，通常家庭生活或受到影響。我沒有辦法

一次做兩件事，所以我可能目前就這樣。不過

可能你以後訪問我，我就不是這樣，真的不知

道，可是就目前來講，我真的是比較喜歡一個

人的感覺，然後就是跟朋友在一起。不可否認

的，我也看到一些負面的例子，其實會害怕，

不要說婚姻啦，其實你每做一個決定都是一種

選擇。」（典範 DlwsnC940424） 
如果是婚姻與工作的輕重取捨，她又是如

何抉擇呢？典範 D斬釘截鐵地回答說， 
「一切以工作與學業為重」，不過，

她又說：「不知道，我現在還沒有碰

到就是可以讓我為他奉獻的對象，我

覺得是這樣子。」（典範 DlwsnC 
940501） 
換言之，如果碰到了喜歡的對象，典範 D

便必須在婚姻與工作間慎重抉擇了！  
雖然現在女性的教育水準提升、就業機會

增加、權利地位也相對提昇了，女性在面對家

庭時，仍較男性多了一份責任與犧牲，因為我

們依然可以從這些女性的述說感受到女性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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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之間難分難解的關係。 
（三）家庭為重！工作亦不可犧牲 
典範 S 目前即將生產，她提到雖然婆婆會

幫她帶小孩，卻也希望她多花一些時間在孩子

身上，典範 S 的兩位嫂嫂也在婆婆的勸說下辭

職全心帶孩子，至於典範 S本身呢？她說： 
「像我們的工作性質，像這種研究工

作，如果一斷的話，我就沒有辦法再

回到這個工作上。那有一天我會去想

說，為甚麼當初我要犧牲掉這一分我

有興趣的工作？如果是為了這個小孩

的話，那我還會非常沒有芥蒂的對這

個小孩嗎?會不會覺得他曾經讓你犧
牲掉你生命中蠻重要的事情？所以，

當我做這個選擇就要更謹慎了。如果

現在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何況現在

婆 婆 還 要 幫我 帶 … … 」（ 典 範

SlwmmC930331） 
職業婦女都面臨的兩難─工作時覺得對不

起孩子，在家時覺得對不起自己的職業。這群

女性即使資優，也不能倖免的必須嚐嚐面對角

色衝突的兩難或抉擇。儘管必須面對孩子出生

後對生活或工作產生的影響，典範 S 認為「改
變是必要的」，她樂觀的說： 
「一定要有一些時間是分配給他（孩

子）的，可是把時間分配給他，對工

作一定是負面的嗎？其實也不一定

啦，我覺得可能也不一定。因為有時

候人家說事情越來越多，每天心情會

越來越不好，也不一定啊！他可能會

讓你更有效率的去規劃時間，或是說

你在那個地方的話，可能也會得到一

些相輔相成的學習。所以我想，等到

我有自己的小孩，我要照顧自己的小

孩的時候，我是不是再重新看待學生

的角度怎麼會有一些成長呢?呵呵
呵！」（典範 SlwmmC930331） 

典範 V 已晉升至高階經理，在事業上獨

當一面，她提到就讀大學時，一位女性教授在

課堂的一段話，對她「培育下一代」觀念影響

深遠：  
「我記得一位教女性主義的女教授講

說，其實一個女孩子就是，最有成就

的事情，應該就是要把你的家顧好，

然後養出優秀的孩子。然後她（教

授）就講說，像我們能夠這麼優秀，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父母對我們的栽

培，那如果沒有辦法把這個傳承下

去，就是說沒有辦法一代比一代更

好，而是一代比一代更差的話，那就

沒有什麼意義。她（教授）認為女孩

子最大的成就，應該是要把家顧好，

栽培出更優秀的小孩。……沒錯，因

為我們都是很優秀的女孩子。那，其

實我們最大的貢獻，就是把我們的小

孩子養的更好，比我們更好。那我就

覺得，太有道理了！」」（典範

VmwmnC940506） 
當問及她對「生涯發展成功的定義」時，

她也表示： 
「我覺得家庭幸福是最重要的，不管

有沒有小孩，就是你的家庭生活很幸

福 快 樂 是 最重 要 的 。 」（ 典 範

VmwmnC930124） 
「以家庭為重」不僅是種觀念，更落實在

她的生活當中，她描述了下班後的生活： 
「基本上來說的話，我是蠻顧家的，

然後我下班了之後，如果沒有什麼事

情的話，我都會盡快趕回家。然後，

我會盡量就是說去，因為我先生不太

喜歡出門嘛，然後我又在超市工作，

所以我就會趕快去買菜啊，或者是幹

什麼這樣子。」（典範 VmwmnC 
93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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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igan（1982）提出的女性道德發展理

論本身闡述的女性心理現象，從女性的生涯發

展角度來看，影響所及不僅是個人的事業，甚

至是個人的一生。當資優女性面臨生命中的重

要抉擇以及家庭責任時，她們對家人、重要他

人產生的情感依賴表露無遺。 
典範 S 在大學的通識課程中教授「性別議

題」當中一門課，她提到上課的經驗並給予現

在女性一些建議，她說： 
「我覺得，如果是學妹，應該不用太

考慮性別這因素，不用把它看得很重

要。我覺得現在社會對這件事情的觀

念其實已經越來越模糊了。……雙親

家庭本來就應該彼此共同的來負擔這

個家。但是家庭上遇到任何的特別情

況，我們再更客觀的來討論怎樣來做

這件事情，比如說碰到老人家生病應

該要怎麼照顧、小孩要怎麼照顧……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挫折，你把這個

當作一個藉口，或是你自己在努力追

求的這個過程中，你覺得這些努力是

白費的，其實這些考量應該是多餘

的，你應該順著自己的興趣或能力，

其實你心理會想要得到一些成就的渴

望，就順著它去做，你後來遇到的困

難就會有辦法自己解決。」（典範

SlwmmC930331） 
家庭與工作就像一座蹺蹺板，兼顧工作與

事業過程是種藝術，也是一種學習，工作是一

種選擇，而家庭則是一種責任，取得平衡的支

點就在於了解自己，了解哪些是重要的、需要

用心經營的，而哪些又是必須犧牲或退讓的。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中的年輕女性都是高中資優班畢業

的學生，在人格特質上，積極正向的人格特質

如：積極堅持、喜歡變化、富創造力、獨立自

主、自動自發、自我調適、復原力強、要求完

美、自我肯定、個性隨和、人際良好、能忍受

孤獨、能夠知足而有幸福感等，讓她們在生涯

發展的過程中，能走過困難及挫折、調適壓

力、並進而自我實現。無論是在業界、學界或

在教學，看得出這些受訪者在工作崗位上熱衷

且專注。此項研究發現與其他國內外對女性資

優生人格特質的報告大致相同（莊佩珍，1994; 
Babara, 2002；Mayer, Caruso, Zigler & Dreyden, 
1989; Reis, 1998, 2002；Wallace & Wahlberg, 
1995; Sternberg & Ruzgis, 1994）；不過，本研

究中有些受訪者也指出下班後則將全副心思留

給家庭或子女，她們要求自己像女王蜂般地工

作以平衡家庭與事業，且要成為能力與外在各

方面都完美的綜合體，她們致力於創造平衡與

和諧，這種特質較顯得很強烈。然而，她們某

些部分仍難以跳脫社會對性別的刻板要求

（Reis, 1991; Bizzari, 1997; 郭靜姿、林美和、

胡寶玉，2003）。 
今日的工作女性眾多（Hyde, 1985），Reis

（1998）的研究指出指出成功的女性藝術家、

科學家、作家或政治家都擁有堅強的毅力、直

覺、獨立、進取心、幽默、創造力與復原力

（resilience），即使如此，研究仍一致指出資
優女性終其一生都在掙扎與尋求平衡。如今要

問的問題也不再是資優女性是否投入就業市

場、就業情形如何，而是什麼樣的生涯型態是

資優女性所考慮的，又有哪些內、外在因素影

響她們做了最終的抉擇。 
「人類社會是場龜兔賽跑，儘管技術能力

好的人剛開始會領先，但人格特質能力強的

人，最後會跑得比較遠」，華視開台以來第一

位女性總經理而現任中華電信基金會執行長徐

璐這樣說。本研究中的年輕女性，擁有典型的

資優特質，是女性中的佼佼者。她們的人格特

質在正向的部分，可做為後來學生學習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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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當然，有些讓她們有壓力、過度要求自己

或無法跳脫婚姻等刻板知覺，進而導致焦慮、

徬徨的地方，是教育工作者可以努力的部分。

例如：協助其多認識自己、澄清價值觀、增強

她們抉擇的能力。另外，提供角色楷模，讓她

們能在前人的腳步之後，減少猶疑、焦慮的時

間，使其潛能的發展更為順利。 
資優不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允許個人達

成目標、面對挑戰的能力（Kerr, 1985），當她
們擁有堅韌的心智、足夠的能力、深刻的自我

了解，便能正確的進行生涯選擇，盡情的發展

個人的成就、實現自我，所塑造的楷模更可以

帶領其他女性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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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career develop-
ment of five young gifted females aged 22-35. The subjects, who were graduated from 
senior high gifted/talented classes in 1986-1998, were separately identified as the 
gifted/talented in Science, Language Art, Music, Dance, and Visual Arts. These five 
gifted females are in the working field currently, showing work commitment and achiev-
ing distinction in professional areas. Their high achievements attracted the researchers to 
study their personality.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each subject, we found they were active, persevering, ea-
ger to take on challenges, self-initiated, creative, independent, capable of recovering 
from failure, able to adapt to frustration and pressure, having good interpersonal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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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hip, viewing working as self-fulfillment, having healthy perfectionism, enduring 
loneness, and being self-satisfied. Whether they are business managers, professors, 
teachers or students, they commit themselves thoroughly and with enthusiasm. 

But under the conflicts of gender stereotype, some mated subjects were very much 
concerned and anxious about keeping balance of being “queen bees,” playing as tradi-
tional decent women with higher family responsibility and individually successful 
working women in male-dominated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might have ex-
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making career choice. 

When these young gifted females’ personalities played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ir ca-
reer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these positive traits could be an role model for other 
gifted to learn. But when queen bee life turned out to be an obstacle to advancement and 
anxiety and stress to the five subjects, there was a hope for other gifted females to break 
through restrictiveness of gender expectation and fulfill their dream. Educators, 
therefore, played a vital role of helping young gifted females recognize themselves 
and values, strength their ability of making choice, and provide models to reduce 
anxiety and hesitation to careers and for imitation so that all gifted females could de-
velop potentials smoothly and successfully. 
 
Keywords: gifted young females, personality traits, career development, gender 

stereotyp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