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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意義一一個交互論的觀點

畢恆遴*

A Transactional Perspective on Object 1\直eaning

by

Herng-Dar Bih

摘婆

交五論近幾年來在環境心理學界鹿為討論，但大都停留在哲學法遑論的層次。本文首先個廠環婆心理學中「物的意

義J的研究，其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差距。按著以作者針對台灣留美學生所做的經驗研究 3說明其方法與研究結果。

出於受篇稿節假，本文除說調研究之詮釋過程外，只討論物的意義的結構，最後以物質性、物的詩間性與物的海義

的變選等萄街未來說胡人與物的交互作用。

ABSTRACT

The transactional paradigm has been advocated in em甘onmental psychology with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

ever , the discussion basically remains at the philosophical or theoretical leve l. 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r reviews studies

of object meaning in the fiel且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discusse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ories and empiri~

cal studies. Then I use an empirical study on expreienc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eir home and host country to illus

trate the research method a1咕a structure of object meaning. In conclusion, I discuss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person

and 血object in terms of temporal叮， the materiality of the object and changes of object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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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心理學中有關物的研究

環績心理學中交五論式的研究呈現出-j聞矛盾，亦

即-:Jj億意處對聽澈的意義進行玉皇解，一方面又探照非

詮釋式的研究芳法。有鷗物體意義之發展較完全的理論

似乎都課教交互論的觀點，認為物體的意義存在於做人

與物體的關係之中，並且險著符間及脈絡的變化而改變

。然而絕大多數的總是最研究卻沒有說明個人與物體的交

互關係(transac tions)。同特皇室(Altman)雖然被授為環境心理

學中交豆豆論的主要代盲人之一，但他與其倚著答早期有關

憫人物體的意義的組驗研究(Hansen & Al tman, 1976; Vin

sel, Brown, Al tman, & Foss , 1980)卻不是交五論式的 。 這基金

作者記錄大學宿舍中於學知初與學期末的雙人房內的室

內裝飾。物體係曲研究者根據物趣的種類加以判歡而分

類，如人際哥哥僚、價值觀、興起草或娛樂等。學生在憫人

化(pe rson刮目前的叫過程中約定主觀與解釋未被提及。的此籍

由科學詩育對值人jtJj哥傲的描述是與研究對象的生活世

界分餘的，但是卻被認為主乏有代表豆豆賢世羿約復越性。

至於被研究者的聲音則在研究者的論述中消失了 ( Smi品，

1990) 。 作者發現中途退學學生的室內裝飾明顯地較為單

調並且較少與學校環境有關。他們似乎認為反殃學生依

戀(attach) 故鄉的物體是學生無法適應新環境的表徵 ， 並

且強化了他們適應的失敗。此種解釋預設了物體的種類

與意義之詞存在著一對的關僚、。例如，無論是在學期

初或學期末，校隘的地國代表學生對於新環境的投入，

沛家鄉的照片刻顯示了學生內心的孤寂以及對於家鄉的

思念。此種認知架橋無法處理物體意義叢生"質"變約可

能性。在排除物自費意義脈絡的同時，交B:論的鼓點也被

排除了。

何繆斯( Hormuth , 1990 )鰻認到街單的相鞠研究的筒

題，意單單以考慮自我約生態系統(the ecologicalsystem of

the sel口來超越 。 他認為 自我是由他人 、 環境與物種既構

成的生態系統中的一部份。採用多靈了7法 (multi -me thod)

與多靈研究(口1Ulti-s tu廿y)約取徑，他以潛移(rela ca tion)作

為研究環境意義與自我概念變遷之關係的典範。此建給

自我概念與實質、社會環境的生態模)J;l對於環境心頭學

有其定的賞獻，然而他的經驗研究放沒有跳出傳統相

關研究的模式(Spelle r， 199[)。何繆斯只是在分析的過程中

引進更多的變項， j臣是卻沒有真正對現象做聲髓的解釋

。億人約整體經驗在統計分析中失落。變頂的解釋也與

其派將分離。統計上的顯著性往往難以在概念上加以理

解。j71J如，閱讀提供了新的體驗使得自我產生改變，但

另一方筒，書本文能夠接有效地維持個人的連續性(per

sonal cantin叫y) 。 新遷入的局民教常待在家裡 ， 但也花較

多約時r.司在餐厲害與調吧。然而作者只是那也統計表格，

卻未將此現象放入脈絡中進行進一步的理解。燈管作者

之理論有整體觀的意圈，jf[質際的分析郤又只是對於人

與環境關係的靜態與片段的播述。

瓦坡絨的有梭發展論(o rgan ismi c - d evel opmen叫 ap 

proach) (Wapner , 1981 , 1987; ""Vapner, Kaplan , & Cohen ,

1973)視"人在環境之中" (person-in -en viro nmen t)為研究分析

的單位。其理論亞蓋獨人們如何理解環境，並旦在此環境

中界定自己的位置。人們不斷地組織環境，賦予環境意

義。而此環境問將也是結構人們行為的旅絡。瓦波紋採

用混納仇γeruer)的發展觀，認為一個系統(如人與環境)如

果越分化(di叮eren t1a自d) ，起有錯級性的整合(hierarchically

mteg問ted) ，表示發綴得越完全。相反池，如果缺少分化

與整合則是退化。Jlt理論之發展觀反映了男性約(闊的cu

line)發展觀點(Gilligan， 1982)' 忽略與他人維持親密鞠係

以及隨心他人的目標與福祉的重要性(Saege rt， 1992) 。 當

我們觀察人與物的鶴係時，我們會發琨其實發展並不必

然愈合分化。它可能表示對於物殼的欣賞、話給與認同

滴在此鵲係中，人與物的分別逐漸的模糊。

瓦坡納的研究的缺點也在於其經驗研究(如""Vapne r，

合「
τ，

一、有?

意義的界定決定於我們對於人類本質的預設。本文

對於主主義的探討可以追灣至杜威與班特力(D e w e y &

Bentley, 1949)約交互論(tran sact ion) 。 他們將對於研究對象

的理解以及研究活動本身I!I分為自動論(self-action)、互動

論(in t eract io n)與交友綸(tran且ction)。自動論認為物理或社

會現象之運作是受到其內在本質或經力的影響。為兒在

天空飛翔、蘋果墜落地面是間為它們分別具有"飛"與"墜

落"的本質。在讓境心王理學的領域短，員u以個人之"性格"(

如A型性絡、 B型性格、都市型或鄉村里盟等)來解釋總人在

特定環境中的行為與態度。互動渝的研究在研究進行之

初郎對研究對象命名，而研究者所鶴心的是物模之闊的

互動。格反拙，交互論觀點的研究只暫時性地接受對於

事件的既有捲述，荷研究本身即是一個命名的過程。根

據互動渝，世界是由分離而筒泛的粒于及其潤之相互作

用力所構成。空間及時問被棍為均質、絕對而獨定的。

然而根據交立論的觀點 3研究現象之構成的任何一個街

向必須與其他面向同時考慮才能清楚的界定。時間怪異

變遷是內在於事物的品質。意義植基於"知者" (the knower)

與"M知" (th e known)之間的關係 。 事再者相互界定 ， 放且在

交會的過程中不斷浮現與改變。交五論視研究為現象的

一部份， JlHl.重視部份與學體之交互串串保。然而絕大多

數的環境心澀學研究採汝互動渝的觀點，例如有關密度

與社會病態行為、高溫與攻擊行為、獎勵與節約能源行

為等之"相瞬研究"(correlatio n al studies) 0



rijick, & Redondo , 1990)無法捕提真理論概念的豐富與

雜性。作者以問卷說:查一苔名老人的心愛的東西(cher ~

ed •..•. possessions) 與在老人院的適應問題 。 有關萊爾的總

是以東西的清單與意義、功能約頻率來說 j盤。適應稜

則以生活滿意度、壓力與控制量表來測壘。雖然作者

汲萊茵與適應的 IE向關係，但是他們並沒有掌握在過

過程中老人與東高互動的動態關 f系。此外，作者認為

於講話環境的適應可以落在個線性的草草總體上 B這是

一種二元論的想法。其主聖人們可能利用不同的方式以適

應新環境。人們鎧常在生活的不悶頭向中，如社會關係

、地位、情緒、價值、成就感或工作，進行折衡與妥協

。個適應程度的最表可能簡化了人與環境的複級轎係

希克斯忍特吾吾哈義與洛克松格@霍頓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1ton, 19日 I)提出一價很顯!

緻的物種意義的現論。“修養"(cul ti\.叫ion)是真理論的中心

概念 3意摘，照料"(to tend)與"意欲"(to intend some end) 。

傳統的結構主義或記號學的文化理論將文化化約成一

傲靜態的象徵系統。他們刻意調我因白血肉之經E野生活

的具體世界。修養就是本質(na t ure)的完成。所以當一個

人在“照料"東亞的時候，東商與值人約本質伺時在這領

立動的過程中得以實現。他們既忽略的是有時候東西

可能促成人與其環境的分離與異化 a

在“物的意義"這個研究中，作者訪問美關芝加哥都

會地區置的八卡二億家庭。他們發展了一儕物體意義的分

類系統，並旦討論物體與自我成長及性別約串串係。結果

顯示兒童及男性成年人喜歡呼?動的東西"(obj e c ts of action)

，荷女性成年人與老年人員Ij偏好"沉思的東西" (obj e cts of

contemplation)。 然而作者對於行動與沉思的東西的定義

卻過於模轍，立主且沒有愛於受訪者的生活設界中來理解

。為什麼收音機是行動的東西，前言書籍是沉思的東商3

草書出身體運動或月2、考來~分，是一種不足與化約的思考

了7式 。 它意涵著心身的分籬 ， 並且忽略其環論所描述的

個人與物E譯本質在人與物互動中的寶玉見。

以上對於理論與經驗研究的自顧顯示使用做無法

與理論契合的研究立于法所導致的問題。由於無法王里解並

參與物鰻意義的交]I本質，立E且在資料蒐集、分析與寫

作的過程中忽略了詮釋的向度，這些作者以替物體意義

貼上標籤取代了對於物綴如何取得意義之過程約分折。

本文將籍也作者約關於台灣留美學生對於物的罷教的博

士論文仿ih， 1992a)說明一偽交]I論觀點的經驗研究的可能

性。

玉、一個有關物的意義的詮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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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文之龍的tE於探究物徵在人們日常生

演的經鰻魚色。聽由貴重談約長期研究以在重取物體

質的資料，並進一步發環其結構性的本質(Strtictlidil i恥

、lariant s) 以及物鰻意義的變遷 ， 特)j1J:l是在適應主持環坡的過

程中。作者於國七十八年至七十九年間訪談三十五位留

笑的台灣學生，分別是在他們出感之前，以及到達美國

幾遇與做學期之後E此論文研研究的物體波不偽限於

受訪者有正函感覺、展示在外、或特別讓撓約物品，也

i鵲蓋具有負吾吾感憶的物品 、 已不存在的物晶 、 留學生將

之留在台灣的物品、以及海fiB藍得的物品。此外，閔放

式的訪談內容選包括受訪者的未來目標、社會fl!J係、課

業、日常活動、以及其所處的安質環境。

作者在研究之初並沒有界定清楚的般說。既有文獻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 1981; Oury,198?;
Rubinstein , 1989;. Vinsel, Brown, Al tman, & Fo甜， 1980等)

對於物綴意義的分類使我對於研究對象更加敏感，但是

並不將之強加在演料之上。

il1於險解物體的意義是此論文的忍的'1Z5l此作者採

用深入訪談的方法 e 雖然訪談是社會科學中用以研究意

義的常見的芳法，但是訪談被棍為一種"樣血事化的實驗"

?而不是一讓談話(discours e)的形式。刺激與反應成為問

題與個答的比喻(Mishl er， 1986) 。 於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

致力於將訪談問題與訪談行為標準化以確保受訪者接收

到相間的刺激。這種刺激一反應模式受到詮釋學式以及

女性主義的社會科學學者的批評(如Re i n h a r z ; J 9 8 3 ;

Rowl凹， 197 8) 。 他們認為訪談是研究諧與受訪者共向 lilt機

意義的過程。而研究發並沒有絕對的權威以控制訪談的

情境。研究者與受訪者被視為是合作的關係。

訪談時星星的順序並非事先已經決定，但是作者手遂

有一份訪談必2頁涵蓋室的內容約請寄單。為了幫助受訪者;當

按其物體經驗，我以不陀的方式發筒，如鞏婪的物體、

在其生活中有意義的物體、有感情的物髏、或無法被替

代的物體。其靈點不在於將物鰻的重重要性放入已經界定

好的意義尺度中，而是主要發掘受訪者之主體的物體綴驗

。其他受訪者的主更是黨隨時被提出來以刺激受訪者約想像

。一般性的物體，如照片、 B記、信件、禮物、報紙與

番，即使受訪者未主動提出，我也會發向 o jlij前次訪談

的分析則不斷與此{j(訪談的自答加以比較 2以便提梅新

的防星星。而出於我大都在受訪者的居住空詞中進行訪談

，因此我也會對新見到的空間安排及物體提出問題。

由於大多數訪談是在受訪者的家中進行'1Z5l此受訪

者對於訪談的情境有較大的控制力。我不是一個擁有絕

對權威的心灣學家，研討像f自客人。有些受訪者的確諒我

在他們家中吃飯。在海於他們的空間中，自他們決定我

們應該坐在那裡。燈?哲他們會詩我喝茶或果汁。Ni以他

們並非是一個完全被動的受訪者。有些受訪者一首聽他



們}!Ii喜歡的音樂 ' -1面接受訪談。有些ftlJ抱著或者玩弄

著布娃娃。這種訪談與日常約談話形式類似。我並未全

然控制談話的進行。在台灣的第一次訪談中?受訪者經

常在訪談結束後向我一些有關留學生活以及紐約市的環

境等問題。當然也不乏有人在訪談進行之中問我問題。

有些人想知道我的看法，有些人對於其他受訪者的經敏

感到好奇。有一偽受訪者不但問我有那些心愛的東西 5

並lJ.向我是否在訪談之前熟讀上次訪談的記錄，是否察

覺她房闊的擺設有何改變。在受訪者家中訪談 2作者也

可試著去"體驗"受訪者每日傍生活的環境 σ當我進入一

學生宿舍覓到有關一強暴事件的海報貼滿大門、佈告楠

、樓梯i背反走廊峙，我主叭里解一億受訪者對於紐約市約

恐懼。有一儕受訪者住在客廳裡。他的室友進來打錯我

們的談話數汰。我可以體會他日常生活的隱私程度。當

受訪者說他的房問很溫暖、很空穢，或只是一個暫時居

住的地古時，我也可親自去感覺。

大多數關於物體以及留學生經驗的既有文獻都是紙

頭式(cro ssMs c c t i o n al)的研究，無法真正處理人類現象的動

態過程 U而是其對於研究現象的撩解大都倚賴研究者與

受訪者短暫的接觸上。在作者的論文研究中?作者在一

自然發生的變遷(也屋里留學，非研究所製造之變草草)之前與

之後，對學生進行訪談，前後遂九個月至三年不等 D在

這長期的接觸過程中，我們得以建立彼此的信任。我也

可以在事件發生持獲取有關受訪者經驗的資料。 IZJ此我

有一個瞭解留學生適應過程與物體意義變遷的有利條件

。回憶性的資料必須很小心的詮釋，的為人們總是不斷

地重新解釋他的過去，立主且可能遺忘了那些不再有顯著

意義的經驗。長期的多仗的訪談給予我做對於前後的

訪談加以比較的機會。前IX.訪談的分析使我能對此次的

訪談提出切題的問題。而此次訪談的資料又有助於對於

前首訪談資料的理解 o

如前且可述，藥物的意義援非一個客觀的、靜態的存

在。訪談其實是訪談者與受訪者共向遠憐意義的過程。

它不是籍著蔡先已決定的標準化刺激以引起反應，也不

是在訪談之前就已存在受訪者腦中的意義的再現過程。

訪談是一個尋求彼此都能1里辦的共享意義的德滾過程。

在訪談的過稜中，受訪者不童話地追尋並體環其物的主主義

IReinharz, 1992)

一個留學生在桌上攏了她和她家人以及男殷友的照

片。當我情及她為何擺照片時 s她否認照片有特殊的意

義，立全且reI罷照片訝的於偶然的毆家 o她說她有照片 s

正巧磁到很便宜主的相棍，所以賞了特權 D統然有村經?

那相框本來就是用來擬的=剛好桌上還有些空洞，所

以就把照片擺出來。她強調沒事她也不會去看那些照片

，因為她覺得心怒的感覺比較霆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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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說擺了也很少說拿出來看，而且成沒有

戴眼鏡，根本看不清楚然後也不是蛤人家看，別

人車也不會J主意看所叫有時候成覺得說為什麼要

把它擺出車呢3把它收進去不是一樣嗎〉

然而在訪談的街答中，她發現其實照片中的人是對

她那首主主義是深的人1而她在房間擺設更lf:IJ之後仍是設

法且會出空問以放笠照片。她最後說"其實這中時有一些心

理因素吧?或是你要強調自己的一種iden t i fi c at i o n "。

物的意義經常在訪談的過程中逐漸地變得較為具體

與胡桶。一個修管電視電影專業的留學生談到他為修課

}!Ii拍攝的影片。

是訪者其他東西都沒有什麼意義?除了影片

連那個都沒有的話'""根本就不出走我做了甚麼

。說出車也只有成自己押進用語言傳達就不在手

，因為這可以再寫{影片]很單鈍，就是一個證明，

證明我這段時間花了很多心思'斂了很多事情，除

了那個之外 l我再也提不出別的設嚼。讀書考試成

績單燒掉無所謂v我讀進去記著就好。

研克者，走向自己還是向別人證嗎P

是訪者噁，這問題很好?到另外一層次不

是要向別人設明 1問為除非那個東西具的才良好，要

拿出去比賽?在問放。妥不然我不會幸錯別人看。

那留在那邊 v迋證明到底是向誰3向自己?倒也

不是向自己證明，因為向自己設騁，我可以不要那

個東西。式心祖有1宜。但是也沒有好到要向人家投

明。只能說整體，叫役整建起來是一個總和。那時

候才有它獨特的意義。也詐等到我二十年之役拍電

影，那時候還保存成二十年前拍的學生電影，那時

候這意義就

正如落實理論{ground ed the。可)(Strauss & Corbin ,

1990)傍揭示的 ， 研究並不是一個從假說建立 、 資料蒐集

到驗證假說的線?生過程。研究應是一個在文獻回顧、資

料蒐集、資料分析與撰寫之間不停地來回相互影響，比

較的一個循環過程。既有文獻以及研究者僧人的經驗構

成研究的切入點。先期的訪談指引後商訪談的立于向與理

解。當一些主題或意義的類則從資料中確認出來詩，又

可以與更多的文獻加以比較。所以，妥料的分析立豈不是

等到資料蒐集結束才吾吾始 s荷是與資料蒐集過程以及文

撤回顧密不可分。這個過程也與詮釋學的核心概念 ~P

f詮釋的循讓j 吻合 。

詮釋的循環是新有人類理解中不可或缺的一瑕。海

德格(Heidegger ， 1962)與高速美(Gadamer， 1989)認為f先

前的理解 J (pre-understanding或fore-knowledge)使得知識

成為可能。詮釋的循環不是一個惑性戀壤。詮釋約工作

不在於跳出詮釋的循環;荷是經街對話約過程不斷地變



的先前玉皇辨。在詮釋約街液中，我們

部份的理解，受到對於現象整體意義的預期

導，而由於我們對於現象部份的知識的增加價比

與釐消對於王兒象整自壘的理解(丘。 cke lm ans ;

詮釋的循環應用在不同的"部份與整體關係"的層次

在此研究中，我先仔絡地閱讀每份訪談約文字資斜

的印象。然後將每一個物體的意義寰於受

中加以環解。再將每一受訪者既

髓，放i撩解其與受訪者之其他

經驗的關係。在不同受訪者之間也不斷根據物體意

、社會關係及未來計靈等區向 j10以比較。隨著訪談的

，類似的環僻的過程也跟著進行。經由此種持

部份/授體閥交互關係的理解一一如同一受訪

不悶吹訪談，物體主主義與生?古經驗，以及不同的受

間使得我們對於物的意義的遞解逐漸的釐清

四、一個物的意義的結構

當我們談論物的意義持，我們首先要問意義的指控長

為何 P是個人的理念或宗教信仰乎是的億或是期望 P它

傅建了僧人的權力或關愛?其次，意義並不存在於真空

之中，它在一特定的個人環境與歷史且在路中寶玉見。第三

、意義並非靜態或固定的。我們應該要探討愈義如何在

不同的情境中改變，並僚解人們賦予物體意義的過程。

第四、主主義立宜不是獨立存在於外在世界或是人的腦海裡

2 它是人與物體交互作鼎的結果 。 第五 、 物的 意義如何

與其他的意義系統，如口吾吾溝通，有所區別 3物體的物

質住在此意義中訟演何種角色?

喜喜發展個意義分類系統以窮盡意義的所有弱肉是

不可能的。任何一種分類系統都是人為的。't嚮化了極

為複雜的人類體驗。其存在之間的是為了分析的功能。

讀者應理解以下所談之意義結構的各俏商向並非獨立存

在之寶髓。當我應用某些物體經驗作為例龍時，立立不表

示該物體的意義僅掏骰於此區向。此外，物的意義並不

是靜止的 o意義的內容與深度隨著情境而改變。以下之

分類代表本研究ffr發琨之物的意義結構約三主要構成安家

在我描述意義給構之前，我想先用實例來說明物的

意義的複雜性。一個受訪者非常喜歡她的"加菲貓" ，那

是她男朋友送她的機物。它是社會鷗係的象徵，帶給她

身體的溫暖，立主立傅建了她所喜歡的一種鋪位。

它已經躺在岸上陪我好幾年，陪送我很久，所

以已扭很習慣它的再車。不高興就打它一打，喜歡

就花一才色。它好像我男朋友呃，胖胖的。

好。冬天晚上懶得起來，天涼，把它拿起

就不冷了?花一抱有時投放在踢到tIC底下。

它，是持它。恭喜歡加菲貓。死椒、死相心加菲

是我飛越太平洋千辛萬苦帶車的。如菲貓，加菲貓

，嗯! [咱加菲幸刮去覺得它就是一種典型。不管別

人怎麼恕，像漫畫程的加菲約 1每天好吃懶做，大

家都覺得泛樣是最不好的。混在流行健康，妥逕勁

，妥節食，可是加菲貓永遠我行我素 o是且也皆喜歡

it·i:到國 ."幸 ， 有點像我 。

我對於發本的經驗是另外一個倒于。我是個愛書人

。我以賀喜尊為樂。在我進行這個研究縛，我也不斷地反

省我自己的經驗。我對於自己擁有番籍的綴驗有更多的

瞭解。當然 z草書有其最2藍本的功能。它是我們學習的媒

介。許多言書本就近在乎過對我幫助很大。在我寫作論文

時，自己擁有參考的發給節省了許多到處找資料的時悶

。!青假時?我就無特定茵的地流毀我的香籍。那猶如一

場充滿發攻的樂趣的旅行。新的想法有時突如奇來。逛

贅寄店也充滿了發現約喜悅。 i咒立我知道在我從笑領回

到台灣之後就很難得主達到燦傲的外文主書籍。於是我以此

為函，花不少的時?有與金錢在貿番上。當我進一步反省

我自己的經驗時，主兒瞭解到一些我不是很清楚意識到或

是刻意壓制的想法。 JJI傑紡 (Be內am帥 1 969)指出一假諱

的收藏家認為自己是一個救難者。沙特(Sartre， 1956)也提

及商店攘的物品獄只是-Jill物而已。您過 f擁有j我使

它成為一做真有功能的存在。它倚在我的環境禮恰辛苦一

席之地而“存在"。於是，我發現一本主書"孤獨地被棄靈在

市場樓。我籍也買它而給它自由 II(Bt;:nj amin， 1969, P.64} 。

警本在我的草書架上才獲待真正的自由 2而其實有很多脅

我還沒有時闊論。鮑狄亞{Baudri1lard，的a ll曾指出物品能

正前地反映人們的社會地位。格反地 2物品也可能反映

了人們在校會流動過程中失敗的一稜補償作蹄。我是一

個缺乏自信的人。我常以知識不足為苦。買番事實上也

是對於缺乏知識的恐懼有一種撫慰的作用。{El.無論如何

擁有香本立豈不等於擁有那本護中約知識。這些草書本所具

有約不同的意義交織成一張被朧的網。

接下來，我將舉偽說明物約意義結構的支要繪成[1j

索 a

(…)工具健

在一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邂 2物品有其特定之功能

。在此一分類裡，我擋的是以功能繪成其支要意義的物

品。只要能達到菜工具姓之白的，此物品可以被其他物

品取代而不鎖及其主意義" {間的日，一位受訪者提到只有在

他便照電腦時，他才覺得電腦鞏耍，但是他與他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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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感情。當他學成鈴鷗峙，他會主差不遲疑地將之資

掉。另外一佼受訪者明確的表示他絕對不會把感情投注

jjlJ物品上 。

好像沒甚麼東西有意義的東西丟了只是造成

本仗，說會§惜心難逞，是不會有些事情，你不

要長不大，要看得決。就像這個房間，乏足不能拖

它當做是自己永久的寓。搞不好，一年之後我就走

了。對這個寓我不能付出太多感情。我不能花很多

錢去伸直它。式只能說這是我的生存室峙。成是利

用它，我不是來111-它培養感情。 q\分得很清楚、我

不會啤心理學上所說對物質付出情感，目前只是用

到它。

(二)盤盤盤錄

做物品可以是倘人或文化價值的真經展蹺，以盤

富人生的意義，指引人生約1J肉。人們也可能經由與物

品之互動而發抒情感，獲得倫'lJt 0 物品可能是學習或表

達約"媒介"(如書本或樂器)、機驗的"樣記"(如旅行照片或

音樂會海報) ，或經驗的"對象"本身(如布娃娃)。當然許多

物品會同時據有這些差不同 00 1甸的意義。例如前萄街接到

的加菲貓。

一做學生非常珍愛地自益。地餾是他在不同玉盤績搜佈

靈房f用共同約主題。他在房|甫的牆上做了紐約地下鐵地

圖、美窮地區與世界地園。地國幫助他在世界上找到自

己的位直是與方向。

地觀可叫讓你知道你現在所站的位宜，當你妥

到那一個地方的時候，可叫很快知道往那方向走。

民主一個地巒你也如道世界是那是大，不是只有你所

站的地方那居大，心胸會比較的阱。這樣地國封

我車t誰就好像一張戰略閣。式如何拓展我自己的影

響力，如何拓展我們民族的影響力。

許多人提到喝茶是一種深刻的總驗。一位學生喜歡

她的英兵，認為喝茶對她而言于是一種溫暖而平和的經驗

喝茶是一種賴寧，一種生活態皮喝茶的時候

，去覺得活在自己內心祖面很滿足，自我函融的世

界哩。我每次去找函中的同學，然才是我們就燒茶喝

，就有那種把漓j門心、刻骨錯心的感受，很容品主主

話。

用茶具泡茶比照荼包泡茶給人一較星星窮的經蓋章 e溫

瓷、混杯與倒菜都是細緻的身體動作。藉出這些動作與

儀式，人們陶冶、修養自己。而茶壺就{累積具有生命

之物，需要我們"養"盒。在經誨，約用登與養壺的過程中

，荼查查不只能留住茶替，也待到 " R~頸"。因此在飲茶的

習慣撞，個人約自我與茶具的本質都得以展攻。喝茶也

是一種人們共享約經驗。在靈覆性的故杯與放自杆、于的

動作中，人們國綴著個中心。個人負責倒茶，大家

向他致謝。所以喝茶不只是喝茶 s而是一個分享與修養

的體驗。上述的學生養登記有一設持惘。此茶具儲存了

她的心力與閱(攘，也為她蹋展-j自動人約世界。

有些物品不是學習或表達的蝶if，而是經驗的樣記

。人的一{麗特質是渴il'.將自量驗物化，給稍縱 &P您的痛苦

與喜樂可儕敘述或視覺的影煒、(Tnan， 1980) 。 一位領學生

在寒假與來訪的好友問遊紐約。事後他把他們一起者的

否老獲舞台創一--"歌舞線上喲節目翠的封麗與布朗土

動物濁的地留貼在牆上。而他在紐約待的時間越長，有

經多的海報翼地鑽在1主牆上駐足。

除了總驗的媒介或標記之外，一個物品也何以成為

緩緩的對象。此時，物品的質料或品質成為綴驗的焦點

e 一位修習電棍製作的受訪者以物品的材料 、 質感與設

計作為他物的體驗的核心。

岩、小時候對棒球手告很感興趣，常把它排開車

，看它怎麼結構起束。用且早乎把手指遠合起來。這

編織每個都不同。我說研究為甚麼這是這樣騙，那

是那義蝠，怎麼收尾，結怎麼打有一陣子?乏足對

收集刀蠻有興趣的。傲的不錯的。尤其是進口的獵

刀，我現在這是看到刀、槍，就倒不是它代表的

韋拉。這校車面做的都很精鈍。那刀柄本身又結令

了不是本就是度。金品的部份也不錯。弧皮、刀鋒

、刀刃 o

(三)成就感

成克蘭德與郭維哲(vVi ckl und & Gollwitzer, 1982)的 自

殺完成環論(selιcompl e t io n the。可)認為人會朝著 自我界定

的 g標而努力。入們會月" J )jj社會所認穹的符號，如擁有

物、名銜或制服，以及特定之行為作為追求目標之活動

的指標。此概念與洛克柏格霾頓(Rochberg-扭曲凹， 1986)

的"角色模範"相近。物品作為人們修身(cul t ivat ion)過程中

美臼懷與償債的象徵 3 立E且可能成為實現其目的的工兵

有什國學音樂的學生把她的鋼琴老締的演奏海報貼

在房祠的牆上。

就貼在鉤車上面，成彈銅早就看到，我早上一

起車就面對那張海報她乎很小，函為她是主式就得

彈給我看，我覺得表們萍的差不多，式也可惜萍的

像她那麼好。她都可叫幸碩士，我也可叫，而且說

不足我這比她好 1所叫就把它j站起來，等於是激勵

由己。

另外位學企業管理的學生提到二件對他具有特別

意義的物品。i'§裝與公事包。在課堂上發表或是在校內

投外面試時，他必2頁為到這些東高。它們也代表了他未

來成為此地一個成功企業家釣影像。



，在這過程中，他盟

自我有更深刻辨。

時企圖把不好

的連續性，並再次雄

，益有能力克服

自己關在房撞

他覺得他應該花較

。上學翔他

經工E訝地參與一

苗"經驗連結。

色時，它參與並貴

而在自變道的同時，物體

之間成為引起對話約話題

，由於我難洋基棒球隊的福于，

。一件T恤、耳環、

。一位受訪者刻意

。當她的朋友來訪時，

2 然後說她很可愛 。 她通常就繞著

可愛的照片。一個學生很喜

。她的朋友常說海報上的小

1969) 。 我們不

的處境以及對未來的期史以選擇並羹

。旦時以物品也並非被丘吉J地童玉見過去yi

198]) 。

日記

耳記，很多事情我可能已經淡忘了

日記，覺符過去的怨法總是被幸持

己的看法，不如道變過，大在走到

一行似乎都品須有根雄。但我也不

個時模的式就是那但碌于啤

怪的自于 ， YA後再

解他們。有些事情他們就是

改變他們的想法。小按做

己小的時候也是一樣的物重

l

歡她房

。

(I!!l)記憶的延伸
雖然人類的經驗，如喜悅或欲望約滿足，可能不會

在世界上留下一點痕跡，荷J3.每做詩刻馬上被下一價時

刻沖走，但是它們可以問到我們身邊一籍由自由聯想，

紀念物、遺跡、住宅、集體記憶(Casey， 1985) ，或重擎的

事件，如慶~、節慶或體育活動(Wood， 1985) 。

物品可以持久。它們可以穿越時間與安問以燈結序

列的社會主動(Foote， 1988) ， 放且給予稍縱即逝的喜悅與

痛苦一儕具體的顯繞。但是"過去"的意義並非獨自存在

的物品是投迷糊人心力飾得的成果稍加以

。此詩，人們與此物晶有了雙重量的llIl係。 -1J商它

R 常生活所用的物品 ， 另

1956) 。

一個學生提到一總他自己約家描是他心愛

tt 0

l'~耳敢為止，那幅是在宜的最封的一婚盡

一定喜歡那幅畫，一定對它有感情，

諜。但有時候，照片呻就照了。那個東

於你自己。就像叫4主論文做出結果，

著它。不管我到那祖做研究，成都唔若da峙，

將車實駝的知識是一回事，可以從人家發表的阱，

per中 華到 ， 但 由 己 的 實驗技巧是晶於 自 己 的車函 ，

每個實驗室都有她自己的社方。

有些東西不是他人努力所得之成品 τ爾是其努力的

。例如，論文是成果，但是論文參加競賽踩得的獎

。有一位學生珍愛她的畢業證書聲和獎

，隨為它們代表了他在學業上的成就。他說他要把他

到大學的學業證番以及獎狀樣起來，立HI

掛在他苦奮房的牆上。

另一位留學生提到街讀中文報紙的快樂。

看報紙是一種高起草壘。躺在床上，一杯啤酒

在手，我可叫一看就是二個鐘頭，從第一且且看到最

從一版。叫站-在台灣比較忙，沒甚磨時間，看完就

算了，現在則不一樣 a現在看報紙，可叫完全放幸

心情，且不像英主教科書，在不必查一他早卒，是

一種很高紅的享受。

他說在美閱讀中文報紙與看英文教科發以及在台灣

看報紙不同。他也提到他有應付課業的困難。他覺得他

的老師立豈不瞭解他，他並不是像別人昕想像的那麼差勁

。他認為紐約人很不友善。身在美國，中文報紙是他獲

得台灣新悶的支要來自章。從另一方面來擒，話當溝通能

力的失落影響他在新環境中的課業表現典人殊交往。當

然中文報紙和雜誌讓他和台灣保有遠緊，但更重要的意

義是他可以從閱讀中文報紙中找白他對自己能力的肯定

。他更可以成為他"自己"。

一- 103 一



一 1 04一

孩很可愛，然後說那個小女孩很像她。另一位留學生很

喜歡他的馬靴，揭為它會吸引路人的銀光。"像我有一雙

靴于，每次穿出去都很多人看，尤其是黑人。有掉于我

說幾乎每天芽，從未穿封底都磨損了，現在才不芽。"

放像人們Jifr穿的衣服或牆上所做的照片一樣 5房問

裡的個人物品，如海報、書籍或音樂錄音帶等都是社會

講逸的媒介。研以，一個物品撥或不擺?擺在甚麼地方

就是一個細繳的問題。以照片作為例子。男女崩友的照

片還常是他們之i甫的愛與共同記憶的具體的顯現。"這些

照片培我安全與熟悉的感覺。即使求人在千里之外，它

讓我覺得舒Ill " "異性的照片也同時是一稜對外的宣告

我已經有了男(女)朋友。一方面它可以主動排除不必要的

紛援 3 另 一方茁它也減少認識異性服友的機會 。 的此 ，

擺的策略決定於此人對其男女朋友約投入與承諾，以及

是否有認識更多黨位朋友的想法。一位女留學生刻意不

帶她男朋友的照片。在她出路前，他們已有約定主格不

約束對方，給予對芳自齒的生活空間。另一位男留學生

把他女服友的照片藏在審梨後筒。

萬一來這祖又去J'U [新女在于明繞著說不好。放

迋袒是萬一地束了，隨時可叫抽出車方便。但千萬

不能放出車，因為別人一看到，你的價值馬上下降

2 向他人的 自我表達

在前節我提過人們透過物品，如音樂帶或自記，以

傅建他們的情感興思想。基本上，其對象是自己。此節

研描述的物品別著重在向他人的自我表達。遠不是"是/

否"的時題，而是比重不同。如前且可言，全家福照片、海

報、香本或裝漢都或多或少傅建了個人的社會鶴係，興

趣或價值觀。

一佼受訪者有意地以戴王軍環衛別人傳達她心中的喜

悅。

目前耳王軍戰很小的。人家不知道。現在戰比較

大的，你快樂，也是讓人事知道你很快樂。而且挑

叮叮咚咚的，比較能帶動你整個人的心情。

另一位受訪者提到她的格簿

扭成.;\.這個式，是要依靠很多別人，各種友情

、丈母的親情車告成+天的我。當成把自己介紹給

我的既在時，藉著這些照片的幫忙，可以使她們是

加了解我。

一位紐約的留學生在房控為無片研聞鏡。在紐約的

第次訪談時，她在香采訪貼了十張照片。三個月後，

她的照片增加了二倍。除此之外，她的草書架上還有二十

張新吹到約郁誕卡。她的照片不是隨意的結在牆上，布

是經過刻意的綴排，主主且在照片之問加了下列的評語

堂先渴 5主瑰的芳香 。 愛使百合俊雄地奔諧 。

回憶是甜蜜的悲母 E

那些歡喻的時光，j(駐去心!

許多其他學生也在牆上或番桌上擺照片很是沒有

人像她這樣用照片佔撥了如此大的空間。每一個走進她

房間的人都會為她的照片Jifr吸引。她說她有自戀狂。如

果我們檢視她的生活經驗 τ我們就能較清楚地理解其照

片的主主義。

照片的內容給我們個解濃的線索。舔了 51H由台

灣家中的狗約照片之外，既有的照片都是在美鐘才白的。

相反的，大部份留學生新擬的照片大都是全家福或台灣

好友的照片。為了理解此差異，我們有必要知道她出國

前後所發生的事情。她和她交往多年的男友[1J她也閣而

分手。

她覺得在大agg r e s s iv e 0 認為威主有抱 負1 太有

埋怨-1'，了自己的抱負理想，自己往上爬，所以閔

始有爭執。他認為已經有一個碩士了退出國幹甚磨

。可是我自己肚于祖有多 :Y墨水，自己瞭解。總不

能為了有一個碩士學位，就待在昂地草動。但他認

為沒有必要 1還要花那種伐，那種時肉?跟我嘔氣

，不捏成。再加上式爸爸很反對[式們在一起于一直

要我出來。他說認為表在也和我苦苦4月逛了我苦

苦 φ他達成上花機都不去退。

在台灣的時候，她最心愛的東頭是風鈴、玩具熊和

照片。

這個嵐峰是我男朋友在情人節遂成的。還有一

個毛絨絨的女主娃，也是成男朋友在我生日時遂成的

。每次去玩都照一大堆照片照片會讓你想到以

前生活的片段，有時候會使自己深鎖在回憶這里。

她把風鈴和玩兵熊丟給她男朋友。照片，她說她"志

"了帶到美星星 a

雖然她失去她的男友，她喜歡紐約的生活， "掙到普

$東西的，師資很強， progra且很好 。 我教書 ， 用 一種 台

灣還沒人昂的教學法，比想像中有收獲的$"。她也到許

多地方旅行。"去過好旱地方呃，民為我們呆了一群新生

，有五個苦生就嘻戚們到處坑。去Cen t阻I Park , South

Street Seaport. Wall Street , Metropolitan Museum , Yale Univer·

Sity" 。 中秋節她參加中認同學會辦約船之旅 ， 感恩節到美

國問學家拜訪，耶誕節前夕到教堂參加儀式，元旦前夕

到時報廣場，農廢春節參加聚餐。當然，她也有話農業壓

力 s 偶而也想家 。 朋友在她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扮演很

愛耍的角色。

其實乳ι心愛的東西是我的JlIl~"甚麼東西都比

不上我的朋友。快樂的時使喜歡跟朋在分芋，是幸

心情不好時，你還真的需妥泊在。很高興的時候，

成就做蛋糕、叫 4他們都車吃。心情不好在哭的時候，

趕快通車，肩膀借我靠一下。



上的描述?其照片所傳達的意義就較為明顯

和耶誕卡給了是心益的撫慰外，更重婪的

自己以及朋友傳迷她當時的處境。雖然生命中有

，但她vl ~強。她可以在新環境經快樂地生活。自已

被擊 ji司令而是過的很好。她音量明她出蹋的決定

，而她的努力是值得約。

且是把照片寄給我媽媽，讓她知道我過的很好。

[拖拉著一些她請朋友來吃般的照片]菜是成們二人

傲的吃完之後，覺得不對啊，做了這是幸好萃 1

該照起來。成們做了那麼多好東西!讓人家知道

是例退的多好。

社會聯結約表徵

一但其象約物品 3如照片立旦獲物，可以被人憶起過

的動締。當"他人"不在身邊時 3他可

，以維繁他們之間的關{罩。

一位留學生將女兒留在台灣?和太太劉紹約談番。

照片原來是為太太而帶的， j旦他沒料到對他預言

以前在台灣，看一遍就看過去，可是東這達拉

奇怪，你看一遍，一個禮拜以後，你會再想把它拿

出來看，足百看不厭。垂成女兒那個樣子。以前沒

那種感覺，現在就覺得好可愛呢?感覺就是不一樣

。有時是上書長ill.沮喪，聽老師講，奇怪志是古~!毫

不懂'fi-境況軍如意的時侯，已生?看看女兒，讓自

己心情愉快一下 E心情好時，她會議你更愉訣。心

情不好時，看看她?你會覺得得到另一種安慰。不

錯了啦?你有一個這麼好的女兒，這麼可愛。這

瞬悶，你會得到安慰。覺得算了， Forget it! +天發生

的事，忘記了。

這個i間案說明了物的顯著意義。當他心情不好時3

情緒擴大 3變得更鍛靈o他會過j主集中注

至1處境的負面，如與女兒分隙，浪星星錢來讀書法越

難。迢迢照片，他的情緒得以轉化。他的心為她可

愛約女兒所{占領e雖然生活有些不如意，但是他有個百甘

窮的家。況且，旦他完成學棠，他可以給他女兒做

更好的成長環境。

除了作為社會報密關係的表徵外，物品也可能傳達

了一僧人對於社會群體或地點的依戀。有個留學生非

常喜歡他的學生證。

我很喜教看式的stud ent ID~好像屬於一個地方

，你比較會有安全惑。在很喜歡我們的學校，屬

於她的成員我很高興。串!D'在所有的 bl ock;ff走，

就不會有人攔阻你。

4 社會隨碼的表徽

除了利用物品作為人緣溝通的媒介或社會黏結的表

徵外，人們也利昂物品來傳達其社會地位 2使其有別於

{也人。

一 f聞受紡者提到許多心愛的東道 ， 從隨身聽 、 衣服

、鉛筆到E叭里。給它們有一個共逝的意義償緒。我

很諸暴她可以認得這些東西的懷格那一圈製造、以及

她在那搜質的。人們根據其興趣，對物有不同的描述與

分類方式。i9u如食物，我們可以討論烹調的方法、食物

的味遊或其所含熱蠱的多霧。在此研究中，大部份的受

訪者以校會級保或記憶作為描述心愛東臨的主題。但是

{琵格與單:造地點卻一再出現在此學生的措述中。

馬克杯是船來品。

的壁畫，進口的。

大利毛衣，六千多元。

這隨身的比包，是在船車品店買的。那時還是

大學車，此包二、三仟元。

AlWA隨身 賤 ， 在當 時是最新涅 的 。 五 、 女仟 。

普通店 i是買不到。

這總布走進口的，好幾十塊錢，周末擦眼鏡，

看起來泛甚辰。

即使是宗教物品也要最好的。

這條項蓋章法國的 ' K金，在統領買的，要五仟§

、 ' K金的封皮膚不太好，成還是夭夭孰若為中也曾

有很多十字架，但都是品臂1rz星的台灣賞。逗一個

簡單大方

前二年發現有足Handy是好的[聖經]。它有二梭

，一個是具牛皮，一是仿造庄。同樣的造型，看不

出來， 價格者fl丟 了 許多 。 從來還是買 了 Jl-庄的 。

她的邏輯是她喜歡高品質的東問。荷高品質的東西

正巧都是昂賞的般來品 o總信任自己的品昧和判斷。她

常說"其實別人也看不出來這個有迋麼貴"。她也說她從不

超潮流。

乏足有一件瑞士視衫，別人也不知道。那是戚在

獅子林專賣~;車品的櫥窗店買的。沒甚麼閃閃發丸

，只是應臂的，一般人覺得不會有甚是特埠。在也

沒常穿我只妥擁有它即可事實上去對流行是無

動於哀的，去就是喜獄。像電影，常常某某人說很

好，可是我沒有甚麼感覺。乳白認炭的眼光是不錯

的 G我的喜好與別人不筒。 M人喜雇主革哇，喜劇，

可是成不看。我也懶得向別人解釋為甚磨。當然我

的東西，如果別人說漂亮，我也會很高興。

她約練述反咬了她嘗試籍也Ill!!對物以及文化約特殊

品味以區別她自己和其他大眾。藉出物的擁有，她的自

我得到商定 o這和另外一個學生和物的關係有很大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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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茶壺都很昔述，求是學生基本起那&好的

壺可是{!;~夭夭告;在它、去磨它、去摸它表很喜

歡它。像這樣的東喝就沒辦法替代。 3比看過的書

上面可能有乳的 remark有式的子J旱，我的氣息，有

我會拖拉那種特布的味道搞丟了 1重新買一本!

但那已經不是乳的書了。

個是和那購買和擁有來完成她和物約關係?並達

到自我肯定。一個則是為一也使用， m~顯 ， 讓物顯現它 自

身，以和物達成一種親密的關保。

(六)宗教性

一位留學生在剛到紐約時，遭遇到住宿、資格考、

做研究等各方面約頭難。她餐桌上的基督教jj[右銘帶給

她許多力漿。她覺得雖然事情鼓不順利，但是神從未離

問她。另位在台灣成綴俊異的留學生，第一次茁路有

可能不及格的焦慮。考試時，看磁座的美盟軍學生振生產疾

霄，可是自己郤難以下傘，覺得非常沮喪。宗教在此時

給她許多幫助。

表看荒漠甘泉。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所有結束

對你都是好的。要高興的忍耐、服肢，就比較能夠

忍受拉折，甚至認為挫針是必要的。

(-t: )自我的體濕
的菌研討論的物的1主義，如記憶的延伸、自我表達

、社會聯結的表徵或社會區爾的表徵 s事質上都是某種

程度的自我的體現。但是個人興趣、價值或成就有時只

表遂人繁體生活中的假切函，而本節所要談的物卻是

構成自我一極為重要的部份。在此物的經驗中，自我與

物的界限逐漸的模織。一個受訪者珍愛她的玩具貓。

在從小說喜歡髓。高中的時使是比覺符自己像給

我覺得緒很有自己，給可以一斐自己活的很自在

。串成意識很強封 v我都和味味講話地 v雖是乏足

的小孩 o .，正式擁有她是在政小學三年組時 e我

可以常 jlU昔講話!她也跟我講話。迋麼多年訓練下

來 1以前成聽她講話的時候還要怨一下，池，她晏

誇甚麼，成應該怎&替她講，可是現在林本不用恕

，在們峙可以對話白骨喙成的小孩，又像我自己

，很難說那樣的感覺。太久了，是一種相互位賴的

關嗨，我覺得她是活的，像前一陣于，在覺得寂寞

，呂立旱，那樣的心情會影響我。我甚至會覺得乳對

不起味味，文革應該串晶車紐約 9雖在這邊:iF<-寂寞

其實我瑩儕心情會轉嫁到她上面去我媽媽有時

候想把她偷f可是在起來，成就妳敢。她才不敢。我高

中的時候，她就會買另外一個東西給我。轉換一下

好了，那個快要稜掉了，你把她收起泉，用玻璃紙

包起來，放在極于祖看好了。表說不行。然後她買

的東西我收下來，變成味味的寵物。

咪咪與她是無法分闋的。做把咪咪放在床上的被單

下頭。一般的朋友也許辛苦不到咪咪，但是大都知道她喜

歡弱，或說她像貓。哥特味是她的伴侶。她們共享許多約

經驗、情緒與環恕，她一方頭把她的心情投射到咪咪身

上，方部咪咪也會完成她的夢想。她從小學葭營的廠

望一直未達成 a她常告訴我"咪咪去上在苦課了"。咪咪也

在她的人際交往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她的親友要

送禮物給她時，常會選與貓有鶴的模物，如線照片的丹

露，放且說是送給咪咪的 g咪咪經常是她聊天的話題。

有次她從中間城買稿菊回來，她男友就戲稱駕萄 lt咪

咪的耳朵還大。她用個人電腦，而我用頭果牌約電腦 e

一日 3我操作麥金塔給她看，她說"咪咪不喜歡老鼠H。這

裡咪咪搞的可以是她的玩具貓或她自己，荷老鼠可以是

動物或操作電腦約滑鼠。她毫不思索地如此自答我，顯

示出她和咪咪的分際非常的模糊。她們瓦格指涉交融。

雖然q再咪對她而言是活生生的，有其生命與儕糙，並立

在她生活中扭正在竟如此寰耍的角色。咪咪的重要性是否會

遠超過其人呢 3她告訴我一個故事。

在台灣對果表離開車比較長的時間，成就會帶

著咪咪。暑假乳白台灣當然也帶味味。我男崩 2乞討

機場送我。他央求式是否可以把咪咪留下。我有 .r!;

捨不得。最役，還是她贏了 1他把咪咪從我的旅行

是祖幸出車。

此時，咪咪又成了她男朋友應付他們分離約一做很

E重要約東西 。

五、人與物的交互作用

物的意義援非單獨地存在於物體之中，也不是做人

既有之心環諾求與街突的投射。物的經驗是個人與物體

的對話過程。在個人與物體互動約過程之中，物的

閑庭了，而{屆人自我也得以轉化。這是一做不斷進行約

過程。物的意義會隨著菜脈絡的改變而改變，商其實此

物體與僧人成長則經常在此脈絡中說演霆耍的角色。

{一)物的物質性

物的物質性是物的經驗中一倘不可分割約部份。

狄亞(Baud rill ard， 1981)視物品為符號 ，

紋的分析。他並沒有否認真體約物的體驗，

是虛沒有在他的理論中佔一重要的位置。我們可以

下麥克拉肯(McCrack凹， 1987)和總狄望如何處理物的軍援

(redundancy) 。 她狄豆豆認為擁有物符號約過度操弄 ， 如桌

上蓋有桌布，而桌布又有透明盤繆布的保獲，反殃出階

級本能的表達。麥克拉肯則以其他例子說明莖複是創造



一種方式。大量的照片 3裝飾和草書籍，以及

的f!，!J繞方式(包括外牆上的長春藤、外牆、發諧、掛

、頤繞約傢俱與憲集的家人)創造了甜蜜的

特賀。這三個作者分別指出現象的不陀意義。物

耍，但是物的具體經驗也不可化約成

sign) 。 溫尼起特(\Vinnicott， 197 1)指出

objec t}之不是母親本身與它代表母親筒

。余羅士(Searl肘， 1960)也指出個人經由非人類環境

叩vironmen t}對人的主主義以及其物質存在(立日樹

身， the tree as being a tre e)以與此環境發生關{系 。

物的物質性可以成為經驗的對象。例如一i聞學生對

的設計與質感有興趣。他把手套分解以探測製

懇、法與創造力。在這過程中，物的本質與人的息

時得以戀現。物約物質性也影響了共對幫助人克服

分離的賞瓣。例如根據受訪者提到的過渡物的經驗?可

以發琨過渡物通常是軟的、溫暖、可愛的，造常牽涉身

;主鱗。但是殺人的照片郤傅建了過於直接與生動的

，立主且更加重握了快樂約過去與寂寞的現在之間的對

此。一位受訪者每天晚上級覺前都會玩她媽媽直是給她的

玩具鯨魚以安機離別的情緒。但是父母的照片卻會令她

忍不住的哭。另一位女留學生離聽她的男友赴美求學。

友的頭係，另一立于商又懇、保有

認鐵其他人的可能性 o她沒有帶她男友的照片，但是卻

常穿戴她男友送她的~鍊與T嘛。 T恤和項鍊溫暖她的身

體和心，但是照片郤太1J:接的傅建她已有男友的訊息 a

(二)物的時嚮健

人具有時間性，而變化是人類現象的蠻有本質。人

們總是章新解釋過去 3為現在找尋意義，並將自己向可

能的未來關放。一個與個人過去有闋的物的意義，可以

是盤富了人對於自我或所處世界的理解，維持個人生命

的連綴性或幫 1!!J人從現在的種種壓力與煩惱中得到抒解

。同時，它也可能阻礙人們現在約正常運作。物的意義

也不偽限在混在。它不停地改變。有時則是未定的，而

其可能性決定於人們未來的可能性。三位受訪者珍惜他

們的成績單、主嬰業議書或電影作品，您為它們是成就的

表徵。但是它們的意義在時闊的系統模又有所不悶。

一個留學生說成績單對她而言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押進我以前成績不好，可是我可以趁混在逐

年輕的時侯§勢力一點，放回叫諧的。叫役，我

可叫告訴我的于世，我叫前是怎麼通車的。雖然在

叫前曾經跌倒退，早竟我還是站得起來。

她的過去的意義決定於她對自我的評價與對未來的

投射 a 只要她對 自 己有信心 ， 對未來抱持樂觀的態度 ，

即成績單會是她扭轉命運領很好的佐鐘。

另一位留學生從未來的回廠的觀點看待他為修課所

拍攝的影片。他認為沒有必要舟影片來向自己證明自己

的能力，前影片也沒有好到足以向別人證aJj或展示。但

是二十年後，進許他成為名導演， qU他的學生電影就有

階設性的接史意義。!!Ii以影片的意義是尚未決定的，它

決定於他未來的發展。

還有位饅學生對其未來的學衛生遊非常的積極。

他客車非常多的東的， §J苦現在的學生證 寓中制販 、

高中書包、主事業證草書以及:Wl驗教緣。每次我問及他的未

來時?他都非常的興奮。"況在是茁壯島己的時候。希望

將來有這麼一天?能有自己的實按室，是我說在最大的

自格。講起這個君主就很起勁"。他心愛的東密參與他從過

去、主兒在到完成未來願望旦時做的努力。他想像有一天，

他有自己的審房，絲上貼滿了他的獎狀和學業設誨。

c::::)物的慈善量的變遷

物的意義是人與物在一特定的社會/環境脈絡下交

互作用且有股現，的比一偽部份的改變會影響設殼的其他

部份。我們也可以說物的意義和菜飯處的殺個系統都無

時不在轉化。物質獻於獵人約成長。而{庸人的改變，如

成熟、畢業、結I醫生子，或是社會與環境的改變也會影

響物的意義。此外，一個功能性的物品可以成為過去經

驗約表徵。如果它跟'4!fj國人很長的時間，可能成為伯人

自我的象徵 e一億自己親手做成的物品可以是很好的選

物。一個物品也可能ll5I一特殊的綴驗而變成唯一的、無

可替換的東西。一位受訪者喜歡聽洛史邵華的歌銜。某

個下雨的夜貌，她聆聽他約歌曲，此時雨聲和著歌聲令

她沉靜。後來這捲錄音帶互惠壞了，於是她又哭一;在新的

完全一樣的錄音帶。但是，她不符喜歡聽它了，因為這

捲錄音帶裡沒有雨聲。

一個留學生提到她傲的菜的味道和她媽緝傲的很相

近。

我且有守在本哩都沒有做萃，出車有時煮一煮，

我覺得那味道且正義媽傲的很相近。哎!那久就很怨

怨怨我媽媽。那種感覺就覺得好接近好接近呢。

從小封大，沒有錯成都是住在牢控，豆豆父母在一起

，可是惑覺總是自己忙自己的事情。 4中 麥加活動

，你急若要追求一些甚麼，然從你跟軍人相處的時

向其實不多。很可能我在這程結蜂 s乏足以後再回

去牢控，那就是另外一種身份。

事實上，她並沒有向她媽獨"學習"做菜。她也不是

刻意的依照她鶴立島的JJ式做菜。但是她們傲的菜的味道

竟然那踐相似令她震驚。她錄解到她和她媽媽是如此的

分不閱。她說她和她寫揭曾經有過很多的衛突，但是她

現在知道只是她獨螞表達愛的方式不同。當然，重新檢

棍過去立u到此為止。它影響了她現在以及未來她和她

家人的路係。她在美部待的時間是皇久，她就走車想念她的

- 107 一



… 1 08 一

家人，她不符遲疑以表達她對家人的感情，立JU主開口向

家人說她愛她們。對她而盲 1她傲的菜是她和她家人緊

密鞠係的一個具體而鮮活的投殼，立主且強化了她們的陽

係。此時，菜並非只是被動的反射了她心中既存的狀態

'ff存在她成長過程中扮演一個積鍾的角色 。

另獨領學生特地到中隨城異于敏寫的「小太踴j

'事實上，這本替他在台灣的時候已看過不只一遍了。

「小太弱J的意義對他荷苔，不是獲取新知的來源，而

是帶給他熟悉的感覺，撫慰他思鄉的情緒。又如在前節

且時提到的另一個例子。中文報紙不只是提供台灣質訊的

來源 3更是他應付在美摺遼遠的挫折，進而達到肯定自

我、給自自信的一個很靈耍的東西。

物也可能對人現在的生活帶來困擾。一個留學生在

出國前和偽美國人互相教授語文。她把她們的會語錄

起來，並且把錄音帶帶到美齒。但是她不敢聽這些錄音

帶。

我不敢聽 v成知道聽完會很可l峙。義不要聽

了會有時室主錯的感覺。會讓自己 j~恍惚，不如道

自己正在那扭。我那時上課的時候!我會很open

, 1R-aggressi肘 ， 那五 六捲 ? 我都是有 自 信 的 ， 覺得

來這哩不會有問題的。

她在美闋的經驗鼓不如她lfr預期的。

成且不像乳想像的那麼堅強尋豈不會想章。在

原本以為說很簡單，人家說就讓自己忙就好。從車

覺得成並不是那樣堅強的人。

她隊解琨質與她預期之間的差距。方函決定於她

聽意做多少的嘗試與努力以區對當前的問題。另一方面

是由於她對美國的生活有錯誤約預期。她和台灣的笑語

語文老師相處非常融洽，使她誤以為美國人都是很友善

的?與美國人交服友是很容易的。但是要面對赤裸的現

實又是痛苦約。生活必績不停燈下去。

英語會話錄音帶嫂的自信與天星星更加突顯她現在處

境的劉難。除非她盟軍意在生活按有劇烈的轉變，否則它

不易有建設性約意義。全然萄對自己的過程總是辛苦約

。她不忽聽這些錄音帶或許可以說是逃避。其實它也對

生活能夠容易且好般的燈下去有一種保護作用。這個偽

子顯示一個人對其過去、 1直在與未來的認知是相互影響

的，而物的意義也在轉變之中。

(四)結諂

物的意義並非單說:地出物的性質所決定，它也不只

是個人既有約心理狀態的投躬。物的意義是人與物在一

特定的社會環境脈絡搜相互作用荷吾吾展。當物在人的生

活中掛演一個鞏耍角色詩、它參與投賞獻於人的經驗與

自我的變遜，而在自我變遷的同時，物的意義也飽之而

改變。

吉主釋:

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交互論的理論基聽?及其在環

境心理學界的發展 τ然後以作者的有獨物的意義的研究

來說明以交互織的觀點來從事經驗研究約可能性 o此經

驗研究之描述只在於說明交!I渝的基本觀點及其研究方

法。對於研究發現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作者的其

他論文(Bih， 1992a , 1992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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