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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名校乖乖牌的案例分析：逃避自由的小安 
「群眾的心理分析」期末報告 
姓名：羅心宜，學號：106048134 

 
 
名牌大學的乖乖牌學生有許多種類型，有的是進取型：他們雖然對未來不

太確定，然而仍努力地嘗試各種事物，希望能有一番成就；或是乖順型：他們

聽從父母或大眾的意見，選擇相對四平八穩又有保障的未來道路；或是完美

型，他們叱吒風雲充滿自信，很早就立志要走上特定某條高挑戰性、高成就的

道路。 
我在這篇報告中所要描述的一個例子，屬於進取類型，其表現也許不如完

美型出色，但仍然保有高成就動機，因此汲汲營營尋找一條既適合自己又能符

合社會期待的道路。本文中的分析對象小安，就是進取型的典型，而她的表現

符合上課教材佛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到的「受虐性格」。我想要藉由這

個例子，突顯偏向於茫然、易失去目標、時常焦慮的一種名校乖乖牌的狀態。 
以下，第一部份我會敘述小安的家庭背景及成長過程，並描繪其不同階段

時的自我認知。第二部份主要則是透過《逃避自由》及《優秀的綿羊》兩本書

的觀點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小安的困境。 
 
 

第一部份，小安的故事 

 
 
小安是一位名牌大學大四的學生，她從小就是個聽話的孩子，學業成績也

一直不錯，當她 18歲進入大學第一次獲得自由，卻反而不像以前來的快樂。看
著小安，我想起了課堂上《逃避自由》中的「受虐性格」，欲以她的成長背景和

自我意識分析她如何符合佛洛姆所描述的「受虐傾向」。首先會先將小安的成長

背景從國小到高中鋪陳，使她的基本人格塑形，並著重描寫大學時期她遇到的

困境，及其內心想法。 
 

一、 背景與性格養成 
 
1.家庭 
 
小安 21年來在父母悉心呵護下人生都走在正軌上，來自一個雙薪的中產家

庭，她過著衣食無缺的生活：小安自小就能去才藝班學習任何她有興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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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父母也很支持她參加任何學校或課外活動，所以無論是鋼琴課、補習班，

甚至是學校舉辦的海外交流活動，小安都體驗過。 
 
2.國小到高中 
 
國小時期的小安是個活潑又充滿創意的孩子。在班上成績優異的她對自己

充滿自信，喜歡參與班上各式各樣的團體活動。當時她每天都相當快樂，但也

曾有過一段印象深刻、不愉快的回憶：某次和班上一位女孩吵架。女孩向小安

說出了實話：「我覺得你很自大。會用不好的口氣命令同學，還會對朋友說出自

私又傷人的話。」事件過後小安的性格並沒有太多的改變，但也意識到自己有

時說起話來太過直接。 
升上國中前夕，小安突然希望當一個安靜的孩子，於是國中的她只剩下讀

書，以及一位整天膩在一起的朋友。當時的她價值觀相當黑白分明，整個人散

發出嚴肅的氣息。她看著其他女生小圈圈之間複雜的心思，也變得更小心翼

翼，不想沾惹上麻煩而被討厭。雖然不再像國小時這麼活躍，但因為重心都在

課業上，倒也無心在意其他事情，三年後藉著平時的努力順利考取第一志願的

女中。 
進入夢寐以求的女校後，小安開始認識到生活的豐富。女校除了讀書，還

有許多社團及班級活動，同學們也都相當優秀。小安回想起自己國中時有些封

閉，對同學們也太嚴肅，想再次變回國小那個活潑的自己，卻突然發現自己已

經變得不太會交朋友了：由於國小和國中都被人說過自己講話「很嗆」、「顯得

自大」的毛病，小安不敢輕易和同學們開玩笑，說話前總會瞻前顧後，講起話

來雖然禮貌又客氣，卻顯得有些疏離。同學們雖然都不討厭小安，卻對她沒什

麼印象。小安在交友上遇到了挫折後，也沒有在別的領域找到自己的位置：看

著身邊的同學們有的善於社交及玩社團，有的聰明絕頂成績優異，有的允文允

武才藝豐富，小安漸漸失去自信，讀書也沒有國中時的幹勁。 
到了高三，小安的好朋友們因為平時認真讀書，模擬考成績一直保持在前

段，而許多愛玩的同學到了此時也收起玩心拼命準備。小安看著身邊的同學覺

得自己格格不入，她既沒有一路認真讀書的朋友有個好底子，到了衝刺期也沒

有辦法馬上收心進入狀況，於是讀起書來有一搭沒一搭，就這樣晃著時間糊塗

地度過指考，唯一慶幸的是最後考上了台灣一間名牌大學，成為別人眼中的

「頂大生」。 
 
二、大學時期的困境與自我認知 
 
來到了大學後，小安的不安和挫折感不僅沒有消除，似乎更為嚴重了。一

開始還對讀大學有些期許，然而隨著時間過去，現實和心中理想的落差卻逐漸

拉大，讓她相當挫折。小安覺得自己在大學裡，別人常說的三大學分「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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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社團」她一個都沒有顧好。 
 

1.課業與夢想 
 
小安的課業成績一年比一年差。第一學期甚至拿過書卷獎的她，卻對課業

越來越不上心。她不知道自己讀這些書有甚麼意義，也對自己讀的科系沒有專

業技能感到害怕，擔心未來找不到一份體面的好工作，永遠只能拿低薪。小安

越來越常翹課，讀書考試總拖到最後一刻。經過一段時間養成這些壞習慣，到

了新學期小安發現自己即使重新下定決心要好好在課業上努力，卻重蹈覆轍，

就算將計畫條列下來仍然沒有辦法照著目標按部就班。 
久而久之，小安認定了自己就是個極度沒有自制力和自律能力的人。一旦

接受這個想法，小安開始對許多事物失去興趣。以前懷抱希望的她還會看一些

成長類的書給自己打氣，或是透過商管類叢書學習自我提升，現在她卻極力避

免這些書籍，因為它們只能帶給她更多無力感和痛苦。小安認為那些內容只對

積極且有行動力的人有幫助，像她這樣宛如「沙發馬鈴薯」，除了休閒娛樂和睡

覺甚麼事都不想做的人看了書也沒有用，她堅信自己訂下目標仍會半途而廢。

以前小安喜歡做新學期的規劃或是新年目標清單，現在的她乾脆放棄這些想

法，全讓重要事項的期限主宰自己。 
讀文組的小安卡在人文和商業學科中間搖擺不定。當知道自己即將要讀人

文學院的瞬間，她並不是開心自己進入了頂尖大學，而是擔心這就是她人生的

頂峰了。當從文學院畢業的那刻，以前那些讀書時光建立起的自信不再有用

處，她大概只能領著沒有技術的低薪，成為一個沒沒無聞的平凡人，反而一些

從前成績不如她的同學，卻會因為更懂得社會生活而超越她。小安從小就欣賞

聰明、有才華的人，慕強（欣賞強者）的她不希望自己學生時代的光環在出社

會後就被殲滅。 
這樣的恐懼使她害怕地想往商學院靠攏。然而過程中，她一邊覺得自己的

性格溫順不愛與人爭，並且有顆關懷與慈悲的心，比較適合走人文學科，卻同

時認為文學院的課業對未來工作幫助不大而沒有認真地對待學業；她也嘗試去

做一些商學院學生會做的事情，無論是商業競賽或修相關課程，但是發現自己

的企圖心比不上多數的商管同學，對商業資訊和市場數字也不敏感。幾年下來

她周遭讀這兩種學院的朋友，都累積出了一點成績，反觀她回頭一看卻只覺得

自己不屬於任何地方。 
 
2.愛情與人際 
     
從國中到高中的經驗，讓小安很害怕拓展新的交友圈，上了大學依舊是溫

順的性格，總是和大家保持客客氣氣的關係，不知道怎麼進一步與大家變朋

友，深怕自己講錯話被討厭。即使有些時候被人用不喜歡的方式對待，小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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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對方找到合理的理由。她不喜歡被開某些玩笑，但是不知道怎麼適當地表

達；她不喜歡別人用某些方式跟她相處，但是怕說出來很尷尬；她知道有些時

候應該去讀書或做正事了，但別人一請她幫忙她也不知道怎麼拒絕。除了一般

的人際困擾，小安更不知道怎麼跟異性相處。除了身邊異性朋友沒幾個，即使

用了交友軟體她也不曉得如何和別人從淺到深逐漸發展關係。看著身邊的朋友

一個個談了戀愛，小安便開始思考自己的問題。她發現自己沒有外表的優勢，

性格上也不主動，並且心思細膩又敏感，導致不敢敞開心胸接納別人，另外也

不太善於和對方共情以及溝通。對於這樣的自己，小安感到深深的厭惡，但是

她相信這就是原本的自己，她不想裝成另一種性格的人，也不相信自己的性格

能改變。  
 
3.星座、占卜、心理測驗  
 
小安記得小時候的她不相信這些東西，也刻意不去看。她知道自己看了要

是不滿意還可能被影響。然而大學時期，這些東西卻成了她的慰藉。無論是星

座還是心理測驗，她從中找到了自己的標籤和別人的標籤。看著一行行對自己

性格剖析的敘述，小安點頭如搗蒜：「沒錯，我這個星座就是這麼不合群、活在

自己的世界裡。沒錯，我這個類型就是主觀意識很強，沒辦法依據邏輯思考判

斷，而且也討厭計畫事情，對時間沒有觀念……」每當感到疲倦或不想做該做
的事情，小安就會選擇躲在被子裡熬夜盯著手機裡的敘述。她其實也意識到將

這些東西拿來自顧自憐或貼標籤對生活沒甚麼幫助，但仍無法克制自己不去

看。 
小安還特別喜歡對未知的人和事情進行占卜，比起透過實際行動去釐清事

情的真相，占卜是個能快速得到答案，解除焦慮的方式。小安並不害怕聽到糟

糕的答案，但是她害怕未知的感覺，還有未知下自己輕易行動造成的後果。 
 
 

第二部份，「小安的故事」解釋與分析 

 
一、個人分析：權威性格 
 
 在《逃避自由》著作中，佛洛姆指出人們在與「初始連結」1斷開後，就是

一個孤獨的個體，此時會希望找到「次等連結」2解除焦慮感。從小安的成長歷

 
1「初始連結是存在於個體化尚未發展完全之前。那時個人依然屬於自然界的一部分，個性並未

完整地浮，初始連結給予個人真正的安全感與歸屬感。」[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劉宗為譯：《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新北：木馬文化，2015］，頁 181  
2「……此時個人的自我已然浮現，卻無法體現自由，因此受到焦慮、疑惑與無力感的壓迫。雖
然自我試圖透過『次等連結』來尋求安全感，然而這種嘗試永遠不會成功。」[德]埃里希‧佛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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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來看，她的安全感和次等連結體現在課業表現（對應出社會後則是社會地

位）和同儕團體上。國小時小安在這兩項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因此她相當有自

信。國中時期雖然在同儕之間不活躍，但因為小安的課業優異，加上她認為只

要一個朋友就滿足了社交需求，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安全感。然而到了高中和

大學，小安因為課業表現和對未來失去信心，加上人際需求未能得到滿足，因

此開始呈現「權威性格」3的典型樣貌。 
 會出現「權威性格」與人們害怕孤獨有關。從小安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

現人際問題是她焦慮的一大來源。原本自信的小孩，因為害怕說錯話被討厭而

變得沉默，到後來變得客氣疏離。她的行動讓她的人際關係越來越糟糕，而這

個負面反饋卻讓她更退縮，形成惡性循環。歸屬感不被滿足的她，也因此催生

出更明顯的權威性格。 
 權威性格有常見的幾種特質，可以從中找到與小安呼應之處。 

(1)他們對於愛、崇拜及順從等心情，會被權力自然而然觸發： 
 
權威性格者所具有的愛、崇拜及願意順從他人等心情，會自動被權力

挑起，不論是來自某人或某組織所擁有的權力。權力之所以使這些人

神魂顛倒，並非由於該權力具有的任何價值，單純只因為它是權力本

身。4 
 
小安從小就無來由地欣賞聰明有才華的強者。上了大學後她一直很怕就讀

文學院會找不到一份世俗意義上的好工作，從而被其他人超越。她欣賞和認可

的一直都是世俗意義上的強者，也希望自己能因為這樣被其他人認可。 
(2)他們認為命運凌駕個人之上，除了順從別無選擇： 
 
所有權威主義共同思考的模式是，相信人類由人生自我、利益與願望

之外的其他力量所決定，人類唯一的幸福途徑，即在於完全歸順這些

力量。5 
 
上了大學後的小安，開始喜歡利用星座或心理測驗解釋自己的行為，把自

己的性格歸因到特定的標籤上，將它們作為「神奇救星」6，如此一來宿命論就

能讓小安逃避一直想改變自己卻又失敗的真正原因。而占卜的行為更是想把對

 
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81  
3「一種心理機制：個人放棄自我，將自我與外在某的某人或某事物熔接在一起，以獲取自我所

欠缺的力量。」[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
懼》，頁 181 
4 引用自[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92 
5引用自[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95 
6 「神奇救星」可以是任何形式，例如它可能是上帝、父母等。它主要的功能在於保護、協
助、陪伴個人，使個人擺脫孤單。詳見[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
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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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不確認趕交給命運決定，這樣即使失敗了也不會感到太過挫折。 
 
二、個人分析：受虐傾向 
 
「受虐傾向」常見的幾個特質：(1)「自卑感、無力感與微不足道感」。他們

通常能意識到自己這種負面的性格，然而卻無法擺脫這些想法。(2)「受虐者自尊
心較常人低，總是用放大鏡檢視自己的缺點，缺乏對自我客觀的認知」(3)「受虐
者高度依賴外在，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些特質都能從小安身上發現。 

(1) 自卑感、無力感與微不足道感： 
 
在受虐傾向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自卑感、無力感與微不足道感。有

類情緒的人們，他們一方面有意識地抱怨這些感受，希望加以擺脫，但

是某種無意識的力量卻驅使他們自覺卑微與不重要。7 
 
大學時期的小安有非常強的自卑及無力感。她認定自己是個「沙發馬鈴薯」

並對許多事情失去興趣，也停止想讓自己成長的機會。即使她深深厭惡消極的自

己，卻同時因為無力感不敢相信自己能夠改變而陷入泥沼。 
(2) 自尊心低、放大檢視缺點： 

 
他們內心的負面感遠大於對自己缺點或弱點的真實認知(雖然他們通常
會找理由自圓其說)。8 
 
上述提到小安在交友方面遇到困擾後開始從內而外自我檢討。遇到挫折的

她習慣性挑出自己的缺點，完全忽略其他優點。任何性格都是一體兩面，比如

小安的心思細膩雖然容易造成想比較多，卻也會比較照顧對方的心情，或是在

事情上能有自己的見解，但是小安總是只看見自身性格的負面之處。 
(3) 高度依賴外在，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們傾向於貶損自己，使自己軟弱，而且不願意掌控任何事情，習慣高

度依賴外在如別人或大自然的力量。9 
 

小安的自卑使她深信自己是個充滿缺點的人，因此也無法保有獨立的思考，

只好順應大眾的想法。此時社會風氣普遍認為從人文學院畢業後，不能成就一番

事業，只能領取低廉的薪水。小安便因此努力跟隨大眾的潮流，進到更有「錢」

途的商管領域。 
 

7引自[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68 
8引自[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68 
9引自[德]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頁 168 
 



7 
 

 
三、情境分析：優秀的綿羊 
  
直至目前為止，我們透過窺探小安的內心發現了她性格中的受虐頃向。小安

的性格固然和個人有關，但環境也會深深影響一個人的認知。本段筆者將表明，

小安的境遇和制度有關，並且她遭遇的困境絕不只是個人經驗。 
威廉．德雷謝維奇 （William Deresiewicz）曾在耶魯大學任職並擔任入學委

員會委員，第一線觀察名牌大學的學生和教育體系。他發現這些優秀的頂尖生，

事實上充滿焦慮、空虛、孤獨和恐懼。威廉透過這本《優秀的綿羊》描述教育制

度和社會環境如何生產出一批批外表令人稱羨，內在卻空虛無助的頂尖綿羊。 
雖然小安並不生長於作者分析的美國，但是台灣的教育體制一向樂於向美國

取經，並且作者也在書中表明，優秀的綿羊並不僅是美國長春藤的特產，而是許

多國家都存在的問題。 
 
1.菁英教育下的全能期許 

 
80年代後的名校生，其父母大多也來自名牌學校。他們知道名牌學校保障的

是一種出社會後穩定且有地位的生活，因此好的大學文憑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高

的社會，更被菁英教育的家庭視為一種必需品。父母努力提供孩子們豐富的學習

資源，讓他們從小就一直站在頂端，直到足以進入名流大學中。而頂尖的大學則

為了保持自己的排名，刻意增加錄取難度：學生不僅在課業上要有優異的分數，

還要全方位性地提升自己的軟硬實力，如書中所言： 
 
雖然我們並不要求每個學生都是體育健將……但是我們要求所有學生
都具有運動員精神，並且是體育運動的參與者……我們又要求學生有一
定高度的藝術造詣，作為一種自我修養的表現……我們還要求學生們具
有個人魅力（用老一輩的話來講就是能夠社交，行走於不同的俱樂

部）……我們又要求他們展現「服務」精神，而這種「服務」無非就是
現代版本的貴族式恩典……最後，我們需要「領導者」……不管怎樣，
你給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儲君」，是未來的領導者，這與百年前私立

學校紳士培養方式如出一轍。10 
 
在台灣，我們也能從學測的申請制度中，找到上述的一些影子。為了在備審

資料上能呈現出全能的特質，孩子從小就要參加才藝班，到了國高中除了學科補

習，還要參加志工活動、當上班級幹部、投入社團活動……。而這並不是競逐的
終點，正如本書所言： 

 
10 出自[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著，林傑譯：《優秀的綿羊》［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6］，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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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認為頂尖大學的錄取終於給自己的奮鬥畫上句號時，其實這才是

這場遊戲的序幕。在進大學之後，遊戲愈演愈烈。這次遊戲中的籌碼是

GPA、優等生聯誼會、富布萊爾獎學金、醫學院入學考試、哈佛法學院、
高盛等等。這些遊戲的籌碼不僅僅代表了你的命運，也代表了你的身份，

可能更代表了你的價值觀。這些籌碼就是你和你的價值。11 
 

在台灣，一個優秀的大學生也被期望要能在課業與課外活動、人際關係上都有

亮眼的表現。因此，小安的焦慮來源也絕非是單一向度的表現：「小安覺得自己

在大學裡，別人常說的三大學分『課業』、『愛情』、『社團』她一個都沒有顧

好。」對於無法達到全面或全能的期望感到焦慮，這些期望已經不是特定對象

給予的施壓，而是在同儕間都被認可的，學生將其內化成衡量個人價值的指

標。 
 
2.菁英教育下學生的共同困境 
 
 儘管菁英教育強調的是培育擁有豐富多元的技能又具個人魅力的學子，頂尖

生的同質性依然高得離譜，作者就比喻，如今名牌大學的「多元化」不過宛如香

草味，只是有 32種差異細微的香草罷了。12正因為學生驚人地相似，他們所擁有

的特質和內心世界也很雷同。書中舉出幾種頂尖生常見的特質，例如：(1)追求成
功的慣性，(2)害怕失敗的恐懼。(3)身處菁英群中的比較焦慮。 
 

(1) 追求成功的慣性 
作者在書中提到，優秀的綿羊無法不追求成功。追逐光環比起一種錦上添花，

更像是癮君子的必需品： 
 
我們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

都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

逐下一個更高更偉大的目標。13 
 
可以看得出，小安對於「高薪資」、「高地位」有種莫名的嚮往和追求，她還

來不及問自己：什麼想要體面的工作？為什麼想持續站在社會的前端？心理中莫

名的負荷就早一步湧上。菁英教育下的學生習慣了無止盡對「成功」的追逐，卻

不深究成功的內含與意義，變成一種自動化的機械行為，只要求能夠看到成功的

結果（通常就是分數和名次）。並且，這些能展現他們追逐成果的籌碼，會成為

 
11 出自[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20 
12 詳見[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25 
13 詳見[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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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焦慮的來源。 
 
 (2)害怕失敗的恐懼 
 菁英學生很需要安全感，而判斷一件事情否安全的方式，就是短期回報。對

他們而言： 
 

……他們的人生簡歷上只有成功。因此他們最恐懼的是，將來自己不成
功。14 
對於精英學生來講，失敗，哪怕是短暫的失敗，都會影響到他們對自身

價值的認定。15  
 
 小安在大學期間選擇跨領域就讀商學院，並放棄制定個人新年目標或學期

計畫。前者看似積極正向而後者消極悲觀，但是殊途同歸，這些選擇都是因為

害怕失敗帶來的自我價值否定。害怕失敗，就會趨向於一種確定、保障、無風

險的絕對安全選項，因而失去自我探索的機會，無法更廣泛地嘗試並察覺自己

的興趣和能力。害怕失敗，就會謹慎小心，變得保守拘謹，無法自在地創意發

揮。 
 

(3)身處菁英群中的比較 
頂尖大學的環境並不能善待真正在尋求生命意義的學生。書中曾有耶魯的學

生對作者說：「耶魯並不能夠善待探索者。」16另一位最後選擇離開耶魯的學生和

作者表達： 
 
這種窒息是來自與周邊人的強烈反差——當你身邊的人並不在乎出賣
自己的靈魂時，你卻要去關注並滋養自己的靈魂，這幾乎是一件不可理

喻的事。17 
 

當學生嘗試放棄安穩的道路，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甚至被勸退，他們將在同儕中

感受到自己是異類。 
 
他們總是在對比和觀察之前的同學都在從事什麼偉大的職業，如果自己

不能繼續取得名譽或利益的話，那麼自己將會是一個失敗者。 
 
更可怕的是，如同上文所言，名牌學生被期許的是全方位的成功，因此他們

 
14 出自[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25 
15 出自[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25 
16 出自[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19 
17 出自[美]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 )：《優秀的綿羊》，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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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比較的面向絕非只有未來的職業，而是從社會地位、名譽、學科實力、人際

關係等所有面向的成就。 
從第一段的故事中，可以發現小安一直慣於無差別化地和同儕比較，她甚至

未能發現這種比較存在於不合理性。只要這件事情和社會認可的價值有關，她會

逐一檢視。例如高中時她和所有類型的同儕都比較，於是允文允武的同學、聰明

的同學、善社交的同學全部成為她的焦慮來源。到了大學小安也沒有因為較認同

商學院而停止和文學院的同儕比較，她左顧右盼，總覺得自己夾在兩者中間。正

是在這樣的比較當中，她逐漸失去了自我定位和自信。 
  
四、結論：自我接納和反思高教制度 

 
客觀而言，小安其實並沒有她自己認為的這麼差，卻因為人生在自由度增加

後，缺乏未來清晰的道路，加上要兼顧的生活層面更廣，不再是單純的讀書，而

感到不適應。她獲得自由的同時，害怕自由伴隨而來的孤獨，以及或多或少的無

力感，因此選擇用自我打擊的受虐傾向麻痺自己。像小安這樣溫順聽話的乖乖牌

小孩，也許或多或少都曾在長大的過程中感到不適應。如果要擺脫受虐頃向，我

的建議是第一步先學會「自我接納」，停止無限打擊自我，找到自己性格上的光

芒。一旦能接納自己，平靜與信心就會隨之而來，此時才開始一步步奪回生活的

自主權，慢慢找回自信。做到如同《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一書所建議的：「經營

事業，也經營志業」，以及找到人生價值和願景的「以終為始」18。 
另外，小安的問題絕非個案，他是名校乖乖牌的某一種典型。從《優秀的綿

羊》中，我們看到許多比小安更優秀的常春藤名校生同樣面臨焦慮、無助的內在

危機。高等教育制度和整個菁英式的功利社會，都是造成名校生內心失衡的主因。

台灣的頂尖大學，前不久發生好幾件令人遺憾的學生自殺事件，我猜測，自殺的

原因和內心失衡多少有所關聯。《優秀的綿羊》的作者最後給予建議，希望高教

回歸教育的本質，注重「博雅教育」，回到類似希臘雅典時期的全人教育，使學

生獲得全方位的成長。我認為這種教育需要注重「質」，並且只要量化就容易失

敗，例如在台灣的大學，因為通識課是畢業必修的學分，許多學生只想選擇輕鬆

的課程修習，忽略它原本試圖豐富學生修養的本意。而各類的專業科目，也不該

過度重視知識和技能，而忽略去關心情意和價值，全人教育不該在大學中變成跛

腳的教育。 
 
 

                                                                                                                                                                                                                                                                                                                                                                                                                                                                                                                                                                                                                                                                                                                                                                                                                                                                                                                                                                                                                                                                                                                                                                                                                                                                                                                                                                                                                                                                                                                                                                                                                                                                                                                                                                                                                                                                                        

 
18 賽諾威(Eric C. Sinoway)&梅多(Merrill Meadow)。《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哈佛大師教我的幸福
人生管理學》，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