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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多數的心理學文獻都只處理人終以及人鈞內在心理

盟軍程。質量建草草境被認為與人格成長及社會行為無關

( Searles, 1960; Graumann, 1974)。雖然近二十餘年

來，贊賞璟境逐漸受到心理學者的璽說，但是人與東西的

交互蹋係仍然是一儕亟待研究鈞課題 o

何謂「東西 J (object)呢 ? 根據企鵑版的心理辭典 ，

東西意指:“1廣泛約說，指任何東西 ( anything ) 0 2 在

知覺及認知的研究裳，指人所知覺的一個頭境的一個西施

.;;. 0 3 目 的 . . . . . . 0 4 根據心理分析理論 ， 指行為 、 思想

及欲華所指向的人、人的一部份、或此二者的象徵....這

些主主義涵蓋了很大的範皇島，從贊賞的到知覺的、概念的、

象徵的以及從無生命的至;IJ人類的" ( Rebar, 1985: 483 )。

為了使此研究能夠操作，我將東西的定義限制於指具體可

以續模、無生命、以及可移動的東西。因此，東西不包括

詩歌，除非它具有物質的形式;也不包括房壁，除非人們

能夠將之從甲地搬至乙地。

在您是真有路東西的文詩歌之前，必須先探討幾借東西

(如以上之定義)所具有的特性。

1 東西的實質可觸摸與耐久使使之有軍IJ於人類的行

動。口語及非口語行為瞬認郎消逝，但是東頭卻相對地轉

為持久。“萊茵有助於記憶，幫助人們確保溝通的連續性"

( Foote, 1988: 245 )。“朋友離去了，但他們的信件是他

們結互尊重重的具體覓證。親屬難去世了，但仍然在相持寧主題

做笑" ( Tuan, 1977命 的7) 。

2 東西典章里境並不容易造分 。 研究東西盤不會、諸將人

與東盟親為二個分離的餾體。人與東西的交互作用牽涉多

靈感官形式的過霉。東西所具有的意義與人的行動及理想

是不可分割的(註 1 )。拉普普( Rapoport, 1982 )延用

霍爾 ( Hall ， 1966) 的概念 ， 將頭境分為 E盟 定 ( fixed·

feature) 、 半島建及非固定等三個元素 ( 設2 )。本文所

界定的東西較接近拉普普所鍵的半頭定元素。但是萊茵和

草草境是存在於一連續鍾的。書牆、貼滿熙、井、獎狀及其他

紀念物的牆、以及房最真的其他傢鎮都能予人圈繞的感覺

( McCraken, 1987)。控制性是另一做課題。人們大都

搬進一個已經固定的璟瓊(房屋的結構與自己覺) ，很少去

改變它，但人們利淘東商以賦予新草草境自己的悟性。因

此，半固定臻境在璟境意義的研究黨頭得特別的這婆

( Rapoport, 1982 )。
3 東濁的質質特1生在人們的東問鰻驗真扮演不同的角

色。東西可以是工具或臣的本身，但通常具有多葷的功能

與意義( Graumann, 1974 )。報紙及音樂帶是媒介。人
們所尋求的是資訊或音樂，而不是“紙"或“卡帶"。但是玩

其熊、雕塑、

Bl繁。現實總是較為複線的。電視傳送資訊，

以成為社會地位的象徽，

處裂的主動模式。禮物的物質特性是任意的也是唯一B~

人們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權物，但禮物一旦送出去，

包為如此，它就是無可取代的( Baudrillard, 1981 )。

東西是不同領攘的共同研究課題。經濟學家研究物品

的需求與供給;社會學家對消費的地位象徵功能慾興趣，

物質文化的研究者試著從其體可見約東西以練解文化。但

是在生活世界中人與東隘的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卻仍是有

待研究的課題。本文的目的在於瞭解東西在人們生活中的

顯著意義及此意義在不闊的社會文化療境脈絡衷的改變。

我們著重於意義的社會心環向度，撥著我將由撞車三主要的遑

論及經驗研究。

壹、東西的文獻回顧

一、心王軍分析

非人類璟境並不是佛洛依德的ι心理分析理論的主要興

趣。對於佛洛依德而言，人的生活是被社會與人際潔境所

引導與形嫂，萊茵只是性心環的需求與衝突的外在表現。

它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萊茵的內在投資設化約成人或身

體的一部份。

溫尼買主特( Winico役， 的71 )關心幼兒對毛毯與玩具

動物的黏絡，並提出過i噎住東盟( transitional object) 的

概念。對於一個嬰孩而言，過渡性東葭是存在於璟纜裹，

也向詩是嬰兒所自j造的。它串串結內在與外在、虛幻與現

實，走出絕對主觀通往客觀的中介區域。¥.於東西在成人

發展所扮演的角色~IJ仍不清鐘。

茁羅斯( Searles, 1日60 )引用結床資料說明非人類嗓

境( nonhuman environment)鈞重要性 。 他舉出幾儕人

與自然或人為草鞋境維持成熟關係所帶來的心理委處:1 害于

解各種痛苦或焦慮約感覺。2.促進自我僚解。3加深對真

實的瞭解。是，加強對同胞的接受與尊重。雖然他也舉出萊

茵在人類成長過程中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重日在遊戲中增

進兒童約鐘巧、想像力與分辨能力，以及居住在執悉的環

境室里帶來約安全感，但是其穩含的假說仍反映了佛洛依德

的理論， ~P人與非人類的路係是幼兒人車里經驗的結果 。

二、控#略性與自我

心理分析理論說明了幼兒經驗的重要性，{里忽略了兒

養成長過程中的東西的具模經驗(canere扭 扭perience of

objects) 。 大多數有關“黨質草草境與兒童的發展"的研究

與j集中於療境 ( 或萊茵 ) 的多樣 、 復雜與反憊程度對兒童

心智與操作發展的影響( Wohlwill & Heft, 1987) 0 弗

上t ( Fur旬， 1978; 1980 )約研究也處理兒童的成就態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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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

稱贊社會嫂，

說弱了現質的某一頭施。麥克雷會(

發現許多現代北美的中產家庭，

( homeyness) ,
境給予人們凝結與滿足感，

11::盡量的追求。

四、館人化( Personalization)

其他有關家居裝飾的研究(Gee , 1988;

Altman, 1976; Vinsel , Brown, Altman & Foss , 198 日 ) 強

調個人化而非地位表徵。瑪幸存﹒吉( Gee , 1988)經由訪

談發現人們利用東西佈霞熟悉頭壞以表現其自毅、控制

性、@jill'.及審美價值。

古樹( Cooper, 1974 )採屑楊格 ( Jung ) S~理論架構

以解釋住宅的象徵作用，且H普遍的集體潛意識聯絡人們及

其原初，而原裂一一一心理會晦的師在一一必績藉哥哥象徵向

外表現。古約指出住宅(及其內的東盟)是自我的姦本象

徽。她引用社會科學文獻、文學、詩、與夢的分析以說明

居室反映了人們如何lE親自己為一獨立億人以及其與外在

世界約駱係。然而東西不只象傲自我為一獨特的人，也象

徵了圈結認閃 ( Pratt， 1982 )。而古始有駱獨立住宅為一

普通、不蠻的象教形式的論說~rJ只是靜態的描述，忽略了

社會及接史級絡的分析。

漢森與1可特曼 (Hansen & Altm凹， 1976)在學期初

及學路末紀錄間十一鬧大學宿舍雙人房的2室內裝飾。他們

發現牆上的裝飾面積隨著詩詞而增加，而後來退學者室內

的個人化裝飾較繼續求學者為少。然布學生對於個人化過

程的意向與詮釋卻未受探討。另一個類似的研究

( Vins位 . Brown, Altman& Fo間 ， 1980)對於裝飾的數

量有不向的研究發現。 i墨學者有較大頭攘的裝飾，但內容

變化較少昆對於學校潔境較無興趣。這些人也較無能力以

有效地控制其私密性，對於日常生活也較不滿，膏。

儘管上述研究的概念及方法論有限制，@仍值得將之

與克夫菁、來爾玉是與克坡納 ( WoIsey， R闊的ah& Wap

ner , 1979 )有鞠大學生的自我/世界的距離的研究(雖然

並非針對東茁)一起討論 G在文索等人( Vinse l,··Bro\vn,

Altman & Fo蹈， ,1980 )的研究中，“退學者"的個人化裝

飾表現出與過去的生活以及家鄉的親人與劉友較大的建

結

於在瓦失主事等人( WoIsey , Rierdan &
研究中，

處的璟境有較大的自我/世界的距離。

而言已經先離照學校的璟燒了。

關係不只牽涉現在的車里驗。

一 43一

是喜 G她探討控制惑、與社會化過程對自我的形攘的黨轍。根

據對不同文化(美盟與以色列)的人們的訪談，她舉出撥

草草( posession )的動機與意義決定於人的實現與成就

惑，補償人與璟境限制的If.動影響了擁有與自我概念的形

成。當幼兒的行為能力增加時，成人或兄弟們常干預其與

東西的主動J;J.紡11::兒愛闊的爭吵或東西的損燼。兒童因而

學著分辨我的、你的、或他的;識分辨自我與非自我。弗

比也提出擁有是自我的延伸與社會權力、地位的表徵。然

而成就感以及他人的干預~~說假只是幼兒成長、發展自我

的一個扇子。未來的研究亦應考慮東西的品質及社會駱係

的分析。

三、東函是地位的表徵

恰賓( Chap凹， 1935 )嘗試利用也個尺度以決定人們

的社經地位:文化設備、有放收λ、物質資產以及役軍立活

動的參與。他發現只要知道客廳里的設備與東西就足以判

斷一個人的社緩地位。此一分析只領示客廳、自]萊茵與其他

指標的相鶴度。但是以之作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則落λ了定

義約總璟( Baudril!ard, 1981) .此研究瑕尚缺乏理論ll.

忽略了東西對於個人的主敵意義。

假設客聽反映了人們社會認同的表現，許多研究者

( Amat肘。， Costagliola, . & Ragone, 1987; Bonnes,

& Bernard , 1987; Duncan & Duncan,

Laumann & House, 1970; Pratt, 1982; We阻ner &

1981 )延)jj j佳佈倫 ( Veblen, 1899)的“炫耀俊俏

consumption) 以及高夫曼 ( GoHman.

( Iront region) 的概念以研究客廳陳設

，但是大部份的研究仍然只是尋求獨立

社會地位與客車直陳設)之間的根閱。只是對於變數

。他們除了串串心社經地位的指

( Laumann &House.

，也探討其式

& House, 1970)、你覺方式與維議

& Ragone. 1987)。但是由於

'閻此無論其實證之統

仰的精密都無法給我們一臉階層社會的路線

1981 )

& Duncan, 1976) 探討不同性

。他們

波士頓與印度的傳統與新與社會精英的家庭消費

用社會網絡的可穿透性( impermeability) 以解

的羞恥。傳統精英將錢花在社交活動以表達其

，因此買了以依

。但是新興精英處於較為鬆散的社會

例如住宅與發演，以

的蓋寬眾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不致耗蓋章其資



的艘軍車興未來的夢想與構成其草鞋境的萊茵是無法分部的

(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U 。 我們

對於過去事件的詮釋決定於在當今的處境中所提出的問

題，而這些主持習題的排定又取決於我們對未來的期皇軍

( Palmer, 1969)。悶此為了瞭解東霞的意義，我們必須
將之放λ待潤的[勾慶束考量。

五、心愛的東西( Cherished objects)
有史研究者研究家庭或機機裡的憫人東西做為個人自

我、社會關係與回憶的表現，而不只是社會地位的表徵。

鄧肯與鄧肯(Duncan & Duncan )研究富有的家庭， E白

為只有他們能夠被擦其價值以佈霞他們的家(Kron ,

1983)。羅曼與浩斯( Lauman & House , 1970)研究客

聽嫂的東頭，假設是對外人展示自草地方。施對地，有鞠心

愛萊茵的研究著重在受訪者認為有意義、有價值、或奠

要、特別的東函。遙領東西可以在客廳、臥室、廚房或其

他地方，也較不安居民經濟能力的限制IJ 0 東西的意義

( Csikszentmihalyi& Rothberg-Halton,1981 )與特別

的東頭( Oury , 1987)是這方商較有系統的二個研究。

茁克斯忍特密哈義與洛克伯格一一釐頓( Csikszent

mihalyi& Rochberg-Halton, 1981)訪問了芝加哥都會區

的八十二個家庭。受訪者包括黑人與白人，中上與中下結

級。每一個家庭嫂，訪摺父母二人，以及至少一位祖父母

與一個小弦。受訪者學的家中他們所心愛的東西，以及為

甚麼這些東西是特別的、在甚麼E守候以及怎獲得到鈞、如果

失去這些東西會如何。整體而言，作者發現小孩與男性成

年人較常提到有路行動( action) 的東西 ， 而老年人與女

性成年人員IjJ偏愛沉思( contemplation) 的萊茵(註3) 。 然

而同一家里主擅自守異悶，作者則未加以探討。此外，作者關

於人們消費即目的( terminal consumption) 的結論也與

其研究發魂不符。事實上，當人們年齡漸長時，東芭被視

為社會關係鈞一部份，而不只是為了筒人的自我。

欒莉 COury， 1 987 )利用開放式問卷調查筒中生與大

學生從小到大曾經是特別重要的萊茵。作者耳宣揚格的機念

品待東西之所以特別的原[B分為經s3思考( thinking) 、 知

覺 ( s(':Ils ing )、感覺( feeling) 與直覺 ( intuiting) 。 作

者並立確認意義轉化的主題，探討東誼之性質i隨意義的關

係。她也發琨性別闊的主是異。女性對個人及家庭的東西

(如洋娃娃、珠寶、及家(其)教感興趣，而男性對外商t世

界的東西(如運動器材與槍)較感興趣。

這二飽經驗研究只研究受訪者所提到的特別的東百。

作者描述並對這些萊茵加以分類，但是對於人與東西的交

互關係的動態過程郤未仔細的處王里。

六、總結

義於臨床的資料，心建分析理論說勢了東西的象徵意

義的重重要性，但是研究者並不閥混東西本身或人對東西的

具體經驗。東西只是心環需求與衝突或集體潛意識的外在

表現。東J1!j)j時扮演約角色是被動且靜態的。社會學家對東

間的研究集中在東西的社會地位的象徵。大多數約研究是

描述煌的。中上給層的人被稅為東西的擁有者。權力哥哥係

與象徵操縱的過程隱而不見。有些研究者買IJ指出社會流動

較快的人以及暴發戶對於萊茵式樣的變化較為敏感。

有關心愛東蓓的研究( Hansen& Altrrian, 1976;

Kalymu , 1983; Millard & Smi吭， 的81) 員IJ大都反殃了互

動論( interactionalism·)的研究取向。研究者將現象分

割成二假獨立變項， (1)嗓境 : 東誼 ; 與(2)行為 : 滿意度 、

適應或選擇;然後求此二變項的相關度。東西意義的脈絡

及動態過程員IJ被忽略，東西的意義(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與特別的萊茵 ( Oury， 1987) 雖

然提到東茁意義的變遷， f旦發個研究仍著重在意義的描述

與分類

貳、留學生經驗的文獻回顧

為了瞭角華人與東西的交][關係'留學生的生活經驗將

成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其漂泊有二: (1)也劉留學造成社會

主聖賢療壤的改變。 (2)的毆留學是一個主觀的生命階段

( subjective life stage) (Stokols 在 Shumahr， 的82 )
(設 4)。經由對此現象的研究，可以探討東簡意義的變

遷。

有關留學生的文獻，主要包括對文化衝擊( Byrnes ,

1966; Guthrie, 1966; Higbee , 1969; Oberg, 196 日 j Smal

ley, 1963) ，適應階段( Adler， 1975; Gullahorn & Gulla

horn , 1963; Lysgaa仗， 1955) ，但怯 (Fong & Peskin,

1969) ，社會主動 (Furnham & Alibh剖 ， 1985; Hu泣， 1978;

Kan宮， 1972) ，以及其他背景、境況變數( Galtu嗯，1965;

Hull, 1978)的研究。

文化衝擊 COberg , 1960 )意指熟悉的溝通系統的失
落或扭曲研導致的不愉快的壓力。研究者提出不闊的問

題，如地位的失落( Byrnes , 1966; 凹的ee， 1969)或語言

的問題( Smalley, 1963)。由於謠言是最基本的溝通系

統'lZSIllt外語能力有情題的留學生無法表現他們的才智，

使得學此反應有如小按一T般。有若有錢留學生或交換學者在

本國已有受人尊敬約地位或職業 ' 0此對於在留學地被視

為只是“學生"感到非常的沮喪，除了文化衡擊以外，研究

者也探討留學生適應過程的型態。他們提出U形曲線

(Lysgaard, 1955) 與W形 樹 線 ( Gullahorn & Gulla
horn , 1963)以描述適應的過程。 U形曲線描述了留學生

訪到外齒的興奮與好奇，地主國居民的熱心接待，但是緊

接著留學生開始遭遇到學習、諾言、居住與交友各方隘的

認題，然後漸漸地加以解決、適應。 w形曲線員IJ說明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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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到自己的趟家後，又經歷了 -j由類似的過程。不同類

型的留學生也被提出來，如邊際人 (marginal man)

( Stonequi泣， 1937> '過客 ( Sojourner ) (S叫 ， 195.2) ，與

中介入 (mediating person) (Bochner, 1981) ，分別強調處

於二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街突與掙扎;對地支國的漠不傾

心;與嘗試協調、綜合二種不同的文化。

根據既有的文獻，留學生的生活經驗主要受到下列因

熬的影響﹒文化的差距、磁家的地位、語誼能力、與地三主

居民約社會交往、過去的出國經驗、及人佫特質等

(Bochner, 1982;' Brein & David , 1972; Church, 1982;

Furnham & Bochner， 的86; Levy-Warren, 1987; Taft,

1977 )。

大多數的研究是非環論煌的，研究蜜的興趣在於確認

續學生研遭遇的問愿以及出星星留學後態度的改變，而非過

憊的動態過程。雖然有些研究探討留學生的適應過程， I旦

大都是flJ m橫斷盟( cross-sectional) 或閻麗寞的資料 。 而

U形曲線或W形曲線的懷念也過份的簡化了個人 、 社會與

文化的體驗。留學生並非都經皇室同樣的遊蔥過程。有些留

學生並非抱著興奮的心情出飽留學，有些學生從未解決適

應的問題。我們需要較為總緻與動態的概念以瞭解留學生

的適應過程。此外，實質草草境也被絕大多數作者所忽略。

盔、環境轉變(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 的文獻回顧

各種草環境變綴，無論是都市更新造成的選徒、改變工

作地點或是從農村jilJ都市裡求學，都會造成對日常生活模

式與社會關係的子後，以及環境取向和人與東閉關係的改

變。在此同峙，人們遭遇了一償新的、可能極其挑戰性的

。對許雖智清卦的關#蟬的朋單在而言，草草境變換夏

、社會、氣

許多研究顯示連續性(continuity) 是人與家具有的

( Fried , 1963; Miller & Schli哎， 1985;

Seamon, 1979; Tuan, 1977; Werner, Alt

Oxley, 1985 )。而連磁性若遭到阻礙會導致傷心

(Fr阻止1日的 ) 、 孤 獨(Cutrona， 1982) 或 想 家

Murray & Frazer, 1985 )的感覺。家可以是一

、家庭或畫畫發以過去/魂在/未來的連續性的地

Altman & Oxley, 1985)。其他作者則指出

如卿、井，可以提供個人或團體的連續性

&; Rochherg-Halto口， 1981; Jacobi &

1983; Redondo, Payton & W叩ner， 1984 )。

許多說據顯示人們無論是自頗或被迫還移都嘗試維持

其連續性。複製家搜裝飾的方式 C G&ll.Vi !1 j ··. ·.. ·.Altiri rin .&:

Fahim, 1983; Lawrence, 1982) 以及保留替傢俱 、 照持或

裝飾品以喚趕回憶( Csikszentmihalyi & Rochherg

Halton, 1981)是人們維持連續性最常使用的方式。弗利

~、( Fried , 1963)指出對於被迫遷移的家庭jffi言，為失去

的家認傷心是一種維持記憶連續性的形式。其他克且很失落

感的策略選包括搬至原住處的的近、搬至親戚的住處以維

繫其優體認同、或是加強@'t存社會暸係(例如家庭)的重

要性。 RO使選移頻繁的游牧民族也常籍著同樣的傢俱安排

方式、帳鍾的方位以及星星立繞道時所舉行的儀式以維持連

續性 (Pruss凹， 1987; Werner, Altman & Oxley, 1985) 。

維持連續性並不必然表示拒絕做任何形式的改變或是

對於當今的活動或社會關係的漠不關心，而是確保在連

貴的歷史脈絡組成長( Jacobi & Stokols , 1983 )。所

以，人們從一地帶至另一地的東西可以給人連續惑，使得

新璟境變得較為熟悉與親切、賦予新草草境持久的品質、或

是成為人們摸索與綴織新璟纜的根據地( Csikszent

mihalyi & Rochberg-Halto泣 ， 1981; Jacohi & Stokols,

1983; Kaplan, Wapner & Cohen, 1976; Redondo, Payton

& Wapner, 198哇 ; Schumaker &Conti, 1985 )。
連橫i生共有許多不同的函桐，例如餾人、社會、文化

或贊賞環境。處在不同約環境與生命階段、或持有不同計

畫的人們強調不同西桔的達總性。此外，並不是所有的人

都1聶華連續性。對有些人預言，住宅遷移可能正是與過去

斷絕、閱盡i新生活的契機( Frie益， 1963; Schumaker &

Conti , 1985 )。

從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維持連續性或期;t;改變與

不連續往是草草境轉變的一倍重要課題，但是在此變換的過

程中東路的意義與角色仍然缺少足夠的研究 O對於留學生

而言，東西可能更加的重要。他們離間親那好友與熟悉的

草草纜，唯一可以1隨身繃帶的就是東西了。因此，東西夜人

們生活嫂的角色，以及在不同社會、文化環境裘意義的改

變將是本研究的主重點。

肆、方法

東笛的最重要性雖被稅為當然，但有系統地探討東西在E

E 常生活中的深層意義的研究卻仍缺乏 ， 在過去的研究

徑，作者通常只探討東底在某一道走符刻鈞意義，或者將

東西孤立於其周圍的脈絡翱係之外，然後求獨立變E麗的路

係(如東西與草鞋境滿意居室或遺愿程度)。本研究的目的則

在於瞭解不悶的社會與實踐環境複人與東西交互作用的動

態過程。

本研究的研究取向主要為“落實理論~， ( grounded



theory) (Glaser 位::;trau間， 1Y67 ) 興詮釋眾所引導 。

授;憲法實理論，研究者必須對人們所處的場所與日常經驗

有深入的毅解。對於琨象的理解與解釋~U須茲於對於人們

有竟會義的

假說能夠從資料中鑫生，而不是將設有的理論強加在資料

之上。詮釋學也強弱回吾吾吾i)'\l1，象本身，而不以外生的概念

扭曲資料。'\l1，存的遑論與個人經驗有助於研究者進λ詮釋

學的街頭里姆人的預見( pre-conceptions ) ~IJ常不斷加

以批判與檢驗。研究的結果問而無法為假詩時措牛SR-唔，

何研究是一個顯放與反省的過程。

為了理解萊茵在留學生生游中約是主義，深入訪談為本

研究主要的搜集資料的方法。

十I!'l但留學生接受了作卷的訪談。函於我自己是台灣

到美閣讀書壘的巨留學生，因此只訪談台灣留學生以減少不閑

文化的差異。在我做訪談之前我已認識的位受訪者。其他

受訪者是經自我的朋友]jjZ)j)j友的崩友所介紹。一個人白領

接受我的訪談，沒有人拒絕我的訪談。受訪者的年齡從二

十二歲到二十八歲。他們都是第一次到美國，而訪談是在

他們到達美!E<I(紐約〕約一學期後進行。受訪吉普男女各佔

半數，皆為研究生，就讓學校包括三所紐約三k耍的大學，

並涵議七種學科專業。

所有的訪談皆在受訪者家中進行，因為(1)在具體的自

然情境鐘，受訪者比較容易懇起日常的經驗; (2)作者可以

看到2實際的草草境與黨筒，有利於淺出相翰的獨題。

訪談的問題包括受訪者繪畫畫麼*11直到美路，新買了畫畫

~東筒，受訪者認為特別的東西，以及這些萊茵為主星星星特

別、放在那、甚E堅持候舟，以及出飽留學的原泊，課棠，

社會關係與未來的理想。訪談以中文進行，並旦加以錄

音，平等轉成文字。訪談時!為平均約為三個小時。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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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五 、 研究發展與討論

在 f萊茵的意義 J (Csiksz叩tmihalyi & Rochherg

Halton, 1981 )這本喜禮，作者舉出受訪者畫畫常提到鈞三

寸七種東西的意義， f宛如自我 、 家人 、 朋友 、 回憶 、 紀念

品、宗教、收藏、 1最悅纜車鞋、稀有、傳家重要、愛用、成就

感等。樂教( Oury , 1987 )將東葭之所以特耳目值得珍惜鈞

原lZSl這分為經由思考、知覺、感覺與直覺。這些分類方式

描述了東昆主主義鈞一餾茵祠，但是末將之放在較大的架構

撞來討論，也沒有說明意義的變遷，在本研究中，萊茵鈞

:意義是放在連續/不連緻性，新/舊軍車壞的RIj\絡裡來理解。

草草境的劇烈變還會戚驚一做人的自我認同。為了避免

這種威脅，我們可以將替單單壤復表沒鼓支持地點認同

( place-identity) 約 特性與新華量境結 合 ( Proshansl呵，

Fabian & Ka血ina缸， 1983 )。本研究中約留學生員u是利

照舊的東誼以聯結新璟境與舊環境。這是華東西的存在使得

草草境的改變不致通於劇烈，使留學生在新嗓繞複得以較為

舒適、從容，軒在互了以將他們的精力放在較為關鍵的事情上

(例如課業)。

我從台灣帶到癸濁的米與水是一個例子。出獨留學，

學生所函對的不只是一價路生鈞社會與文化璟境，也是一

個陌生的自然璟壤。對於中隨人而言，主幸免水土不親是適

應-]區新的自然璟境最基本的事，將米與水加在我在美協

哥哥傲的第一頓飯中是具有多重意義的儀式。它給予我~暖

的感覺以及適應新章程境的信心" J1t縛，家鄉不只是遙遠的

夢恕，而與我的身鰻結合在→起。一個同學提到她有意儘

畫畫帶所有黨的萊茵，以免對達一個完全陌生街頭境會不知

所措。當她穿上舊衣服，將舊文具、萬錄音機和舊茶杯、放

在草書桌上，並將舊照片站在牆上峙，她覺得她的生活已聞

始步l:JE軟了 。

三個男同學提到他們不只是帶了女崩友的照片來，而

且將同樣的時、并擺在房罪惡極相爵的位盤。所以這些僻、甘除

了給人心環上的熟悉感興安全惑外，也維繫了“身體"與馬

遭“草草境"關係的連續性。

照丹以及其他個人心愛的東筒，有劫於人們掌按一個

路生的環境，也接供了自我與個人歷史的連續性，進而促

進成長的可能性。

一個女學生帶了她的家人與朋友的照片，沛這些中目片

正勾勒出她生命捏關鍵人物的商像:“組成我這儷我，是

要依靠很多別人。各種友情、父母約親情聚合成今天的

我。當我把自己介紹給我鈞崩友時，草書著這些照片的幫

忙，可以使他們更加了解我"。

一個男同學摸到幾樣他覺得比較特別的東西:記事

木、自古巴、信件、錄音帶。

“有一樣東西是我出去玩絕對會帶著的，就是記事

本 o我寫上我的計畫畫、心擅自守感觸。出去突然看到

甚麼，我就兩筆把它記下來，免得的來後忘掉... ,

有時翻起以前的日記，覺得過去的想法總是被老師

牽著走，沒有自己的看法。不知道變遜。太在憲章IJ

人的看法。一言一行似乎都必須有根據。 B ~己記

載著過去一段慘慘1董懷的日子，以後再去看小該

子，就比較能了繞他們。"

他把別友寫給他的信，共一百多封，按照時路順序夾

成一冊.“現在再看那些信，有條限的自1章，可以知道那

時所想所追求的。"

在他上飛機的前一夭，飽和崩友們聚在一起，共二十

幾人，坐在地發上閣成一間，大家講對他的觀惑，錄成一

捲錄音帶送給他﹒

“有的把我的瘡疤都播出來，等於是提醒我有甚接不

好約地方，要我注意。有的講聖經復的一句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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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去恕。有的喝一首歌。他們講的話，當哥哥的心

情、扭捏、笑聲、不好意思啊!都勾起了無限的問

憶。"

日記、言巴掌本記載了他成長的過程，@其意義對他而

言說非只是喚起回憶而已。他以理智的態度探崇他的過

去。綴E起這個過程，瑩Z蓋了他對世界的概念並加深他對周

遭人們與自我的臉解。信件與錄音帶則視記錄了他與崩友

之弱的感情，而崩友的話語則成了他探索自我的函鏡

于。

由於處在異國的文化、 i趕來自不問國家的人們相處，

t51Jlt受訪者常對中闋的東西覺得特別的珍惜。以下是一個

學生對中文書約描述:

“我是一個人文色彩較量的人。雖然看中文蓄的時

偽、機會並不多，但發每天撥出一些符閑來看，心

理會得哇IJ安撫。商科的東酒會讓我疲倦，親和力不

藹，所以我必讀看中文番。然而看中文審.ile:'!f是想

要吸收新知識，而是讓心情得到安機與平定。"

問樣地，對許多受訪者沛言，由於身處異圈，與家人

朋友以及鄉土分離，因此受訪者從台灣繪到美齒的東西也

就具有新的意義。即使一支書証，一塊眼鏡布都被賦于在台

灣既沒有的感情。

一位女學生位提到她與花生糖的惑惰。這些花生糖本來

沒甚麼特別，但到了美劉就變得非常的珍賢，億畫畫留住這

些花生續顯示了她希望與其母務與家鄉維持連結所傲的努

力.

“我姆媽要我帶二十包義美花生糖。的為她以前來過

美劉，說留學生很喜歡吃花生糖，那我想送給這邊

一些在申請學校上幫過我(亡的學長，結果揖IJ照始是

不熟，不知道人家是否喜歡吃。後來是挺有機會請

人家吃約，可是捨不得，越來越想家，就越來越覺

得台灣帶來的東西應該把它 keep住。覺得這是台

灣帶來的，很有感情，不懇、送人家，我就把它

keep 住 ， 然後 自 己也不喜歡吃 ， 到現在都已經過

踢了。"

東西可以給人熟悉與安全感，維持自我與鉤人歷史的

，幫助人們適應陌生的璟境。 i旦東i1'i也可能IE認為

載的意義而于人無法承受的壓力。有些學生不駭蠶

的照j午，西為照井上和家人與好友棺處的快樂時光

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寂寞心情。一位女學生帶了

胡等踴樂錄音帶，但她不太敢去聽這些錄音

是一種中路文化的精髓。它很容易觸發人們

理想生活方式的想像，一種平和、滿足、與世

經無法在現代社會找到的生活方式 Q對於此仗

，她只是身處異國的過客，家人與崩友是如此的

約的擁擠與噪音更加深她孤獨的感覺 o平時她

忙於功課與生t舌的瑣事，無暇顧及這方前的問題。當自哇!聽

到扇樂銬，她就清楚地意識到其賞她是不f屬於癸劉道{國社

會的，然沛這種思鄉的情緒對她的生活就無建設性的意

義，因此她只好儘量避免去接觸那錢屋里樂錄音帶。

如巢可能，有些留學生希望把他所有的東西到美閣，

甚至他的家人與fJ!j友。{且也直立非人人都如此。一位非正式

的受訪者說，如果她把所有她所喜歡的東西一都帶來的話，

都表示她再也不會館去台灣了，來美國唸童醫只是暫時的事

情，台鶯才是她永途的家，問她刻完全留在台灣的萊茵正在

等待她的歸去。

留學生帶了家人和朋友的照片以及他們所送的1寵物，

同樣的也留下一些東西給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郎自己約照

片或平常所帶的項練，這主主刻意留 F約束g§正如他們所帶

來的東西一樣，象徵了通方親友的存在，于人睹物思人的

情感。

並非每個人都渴望與過去保持連續性，對有些人而

言，也關留學正是離開家庭與獨家主IJ另傲地方去關部新

生活的機會。一個非正式的受訪者者說他對於台灣毫無認

同感，他希冀娶個外單單人、留在美關發餒。他把億人的一

些醫藉、樂哥哥、錄音帶留給台灣的家人，並立表示在這個

新華電纜裡沒有一樣東態是有惑憐的。每樣束語丟了都可以

用金錢存賞。

以上的討論主要說明了東茲在璟境轉換待所可能具有

的意義，例如維持自我或社會關係的連續性，增加熟悉感

以降低草草境改變的程度等。然而jf[im與東西之間，以及東

西與留學生的其他生活經驗之間的關係則仍未有懷切的聯

結。接下來的個案分析，希繫能在留學生的過去/浸在/未

來的時認脈絡經，來探討東商在留學生整髏生活經驗中所

扮演的角色。

﹒個案一

張同學於台灣所吾吾社會科學，在私人公司做了一年事

後，再以一年鈞時認準備出齒。原先他的徑均居樣就是拿

{自碩士學位、結婚，然後再唸博士班。長期計蓋章則是從事

教學或在政府都門做事。但是在鑽了一但學翔之後，他不

再如此的自信，“能不能拿到 Master都還不知道，唸、 Ph.

D 以後再說吧" 。

他喜歡鈞束語主要包括家人和女友的P.~.斤，以及錄音

帶:

“來美圓的第一餾月我就花了超過二甚至1直美食的電話

費。因此我想到可以改為香錄音帶的方式把心經懇

講的話錄下來。我很高興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當

我情緒籃力比較大，或是寂寞的時候，設主吉他們的

Wi，片或聽他們寄來的錄音帶以便思緒平復 、 成低

力"。

當A先生聞自主IJ癸鶴的時候，情緒尚未穩定。他想念他



他也遞過一些生活上的困難。他也沒有

各分東路。見f屆菌也只是談

、噓寒問縫的話題。手比原來就預期事是間是一

倍(屆人主義的社會，犬買主各忙各自言，但沒想到事實

郤更加嚴重重"。

他有課業之的難題:

“在言畢業上我遭遇一些挫折。上課時，有時我聽不僅

老師所講的話。我也不太摟於表達和寫報告，我有

點傷心，頭為我不只是這樣而已。我覺得我自己有

許多東西，別人尚未發掘，有點懷才不遇的感覺。

我並不是像表面上所表磅的那麼淺薄，我還不被老

宮前踩了哥哥，希望待閻長一點待會好一些"。

他花許多戀問看電視、聽相畫畫錄音帶、電雪中文報紙與

中文雜諒。當他沒諜的詩候，通常待在家裡。他捨述他閱

讀中文報紙的樂趣:

“看一報紙是一種高級萃受。織在床上，一杯啤潛在

芋，我可以 4看就是二做鏡頭，從第一級看到最後

。以前在台灣比較仗，沒鑫麼詩詞，看完就算

了，現在則不一樣。現在看報紙，可以完全放態心

，又不像總英文教課鑿，我不必查一個學字，是

一種很高級的享受"。

總結來說，張局學對於未來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他遭遇課業及交友的IE難，他並沒有極積的探眾紐約的各

種不同的體驗。由於對未來的不萌確以及現在生活的飽難

使得他停留在過去的世界禮。璟繞他身邊的東j!lj-一中文

報紙、中文雜誌、相童基錄音帶、家人與女友的照丹與錄音

帶、以及電視提供他一個退縮的避難所。他拒絕外界憫人

主義、陌生與具有挑戰的草草績。在自己所建構的世界複毒害

求瞭解、關愛與自信。

﹒個黨二

周向學於某人文科學系畢業後，在一家工程顧問公司

做事。他出路留學是為了吸取新知以解決工作上街磁到的

照題。

對他而言，較有意義約束j!lj有中目本、茶葉和中文番。

出齒的他自鬧到美軍車是去學筒的，所以就沒有帶他平常的

喜歡的中文寄籍。但是沒有機會讓中文審是一項不快的經

蟻。請科的東商會讓他疲倦，而中文草書可以讓他的心情得

到!安撫與平定。茶從他讀高中開始就成為生活上的必需

品 c 他喜歡喝茶詩那種混溫約感覺 。 而每天在上誤的疲勞

之後，喝茶也帶給他舒服的感覺。他帶了幾十張具有代表

性、拍的比較好的、他所喜歡的女友，.~.卉。其中有二張放

在鏡框內掛在桌誠的牆上。一張是他們認識後，第一次一

超出去玩所照。另一張照片中，其女友的表情是他所最熟

悉的，與他所懇、{擊中的她最為接近。在台灣詩，他也是把

這二張照片擺在盡桌前。

使他人已在千里之外。

“那時他們非常窮苦。

唸苦奮，對我有很大的意義，

的，給我精神上很大的鼓舞"。

他和另一位台灣留學生住在宿舍的雙人房里:

“我在台灣約房間，給我很溫暖的感覺，較有重昌衛味

道，不像現在這只是空空蕩蕩的房子，只是單純起

房和蘊覺的空筒，而不是一儕讓人生活和思考的地e

方。住在這真感覺非常的不舒線。我是一但很看畫畫

生活的人。我不是要物質上豪潑的設備，但是生命

的意義是由許多你所喜歡的生活所組成。...白家

的感覺非常不好，我草不渴望間來- I且不萃的是 ，

我是一個很眷戀家的人。現在晚上我大都到厲害

餘，坐在那個“熟悉鈞角落"。圓審館的五樓，整!實

都是外文莓，我坐的位子，左邊的言書架是關於中I"J

研究的番，右邊的努架是語文的草書籍，感覺非常

好。人的傾向通常是學起度就會到那個學科的喜架

旁坐。環論上我是學 MBA -但是我沒選擇放請科

醫約那一!膏。我想潛意識裳，我是獨於另一部份

的。學 MBA只是為了生活。"

也於他大學不是學裔的 - 131此在學期初他也遭遇一些

課業上的難題.

“剛來的時候，功課心理壓力非常大。頭一個月看

響，准備考試，選擇自在那都不知道。功課上非常吃

力，花了許多時間，但 mput與 output不成正

比。經過一次考試後，就比較好了。功課上沒有太

大的問題。......一般中草草人非常看重成績，因為花

那麼多錢來唸霄，高分是最好的交待。我澆在員IJ慢

慢的調整。剛開約時只注重功課，繞在功諜只要維

持一定的水樂，不妨多增加生活經e驗，如看

show - ill博物館-ill大街小巷 ， 多 involve · Ji哥 邁

的草草境。以後其主聖並不會記得你那科拿7 9日分或

95 分 ， 但是你會記得你看過約那場show"

來美的第叫個月他逸的並不愉快。當他在劉書書館找到

可以讀書聲約地方，同時對課業也較熟悉約時候，他對於未

來也有較明確的認議.“對功課及草鞋境鐘熟悉的詩候，想

到未來就越多。過去也想未來，但不太實際。現在比較清

楚，想怎麼護自己的夢得以質現。 " o

總結而言，周同學主IJ美磁追求學識與新的生活艘軍車，

他也想對自己的國家有所也鑽。他將一些過去的生j活方式

與社會關係納λ新的生活，使生活較為舒適。他所喜歡的

東誼幫他維持社交、文化與草草境的連續性，使得空曠的房

間不致如此難以忍受。在每天從於在新草草境主運汲取新知、

與人交往之後，他需要您家喝茶、看中文醬、譯音照丹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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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的情緒得到平衡。

當他完成學業後，他計量II間皇宮做事。所以他的未來和

過去，羅聚在一起。當他計量II未來詩，他是思考和藝璟境

有怎樣新的關係。他耳聞斗、台灣的經濟新閱、和台灣公司的

人保持遵繫，考慮該修畫畫麼課以及對台灣可能有何貢獻;

他也常怨和女友及家人未來的關係。他的東西形成一他得

以向外追求新知誠與體驗的基石。

﹒個案三

玉向學原來讓自然科學，後來進社會科學的研究所，

她之所以出區留學，是服為.“我們家可能璟境比較好一

點，比較函化。從小我就覺得我會出鈕，沒有理由"。而

學成之後，自由希望能在關際機構或是為「劉家地環錐誌 j

這樣的雜誌做事。

她有許多珍愛的東西，包括玩具貓、茶、照片、醬、

海報、音樂錄音帶、詩、石頭與盟巾。她覺得自己像貓，

間為貓可以一隻自己活得很自在，自我意識很強。她小學

三年1及時，就擁有這隻玩具貓.“我可以常~ll貓講話，她

也跟我講話。這麼多年訓練下來，以富有我跟她講話的時候

還要想一下，吻她要講甚麼，我應該怎麼替她講。可是

現在我根本不用想，我們倆可以對話自由口。她像我的小

孩，又像我自己，很難說那樣的感覺，太久了，是一種相

互依賴的關係。我會覺得自由是活的有自己的個娃"。

她帶了自己的獨照，至全家的熙、背，紛友在機場送行的

照片，以及她在台灣所義的鳥的照片。

她喜歡喝茶。喝茶是一種生活態度，帶給她很大約想

像空豈能:

“P品茶的E守候，我覺得......泊在自己內心真菌，很滿

意，自我圓澈的世界裳。......我每次去找閣中同

學，然後我們就燒茶喝，就有那種把潛們心刻骨銘

心的感受，很容易談話"。

在台灣時，一個研究所同學送她一首詩、“有一館

人，像雲一樣，總是漂泊。"。她覺得這首詩，寫的

就是她、她的處境和心情。她把它帶來美函，貼在牆上。

後來搬動傢俱，她就把詩拿下來，間為不再IJI\瘦需要那樣

句心1惰 。

三E同學崗II到美國時 ， 心情很亂 。 一方面懇回到過去熟

的生活狀態，一方面對新的東西又必須適蟻。她想喝

，可是帶來的茶具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她住在變人

，不太方便，而美崗人喝茶都是用茶包，不用茶具。箏

，她也沒有這樣的閒情逸緻。她覺得寂寞孤單，可是

在雙人房里，她無法和她的玩具貓談話，她覺得對木

，不應該把它帶到紐約。每天早上，只要一起床，她

已告打電話給臉友。她把自己、朋友以及鳥的照斤貼在

朋友還鈞詩甸和石頭放在桌上。剛到黃鷗時，由

語言的問題，她覺得自己像自癡一樣，只會哭，交不到

新的朋友。她給自己的聽力，要很快jll周邊約人變得很

熟。她覺得自己活在扭曲的空間裳，會問股都伸展不出去

的感覺。

後來，她的室友搬出去，她也認譏了一個笑趨勢孩

子 o 他幫了她很多忙 : “他是一個美國人 ， 那會影響到

我。如果他是中獨人，那情形又不一樣。最大的直是即可能

是，他不知道什麼是留學，不能領受姦您是在異懿生活的

衝擊。可是另一方面，正悶為他不會覺得那樣的震力，所

以不會像中毆男朋友那樣，三個人情緒不好，就，

起下去。他(美劉男友)會主E旁邊支持我。當我覺得1111據

時，就會有人在旁邊，時我要快樂"。

漸漸地，她叉開始建立一個新的生活秩序。她又想到i

哥哥喝茶。她覽了一張新約海幸晨，而買書的心情也重新聞

始。她留下桌上的自己的獨照，但是台灣同學與為的照佇

~JI被她與男友的合照取代 。 她“本來還想婆家人寄一些

(中文)警來，但是後來懇懇算了。一方面覺得到美彎來

了還看中文書，英文會退步。另外一方茁大概跟他(男

友)有嗨，我態該趕快把自己的英文搞好，把這個文化擴

熟悉"。她仍然看中文的「新捕周刊 j與「詩報屬于

但只是想知道台灣究竟怎樣。:'£於她衛星喜歡的一些書籍，

如世界文學名著， ~IJ慢慢被英文版取代 。

總之，王問學習j美國求學，具有意在美闊的盟軍際性機

構做事。當她初抵美關時，由於環境狀況典語言能力的很

傲，使她生活在一個扭曲的空筒里。她在閻王宮j過去的生活

方式與適應新華是境中掙扎。她從台灣帶來的玩具貓、詩

甸、照片與石頭等，幫她渡過初期的困難處境。慢慢地，

她又重新建築自己約生活方式。勝友的照片被努友的P!!. )于

取代。中文書書被英文書瑕代。她又關始買些她所喜歡的東

霞。所有這些東西顯示了她一方i!ii維持個人的連續性，一

方面則是對不連續使所傲的折街( negotiation) 。

﹒個案閥

輯F> I可學於建築系畢業後 ， 在建察卸車務所工作了三

年，然後苦II英語修讀都市設計。這是一年的碩士課程，他

計翻一讀完就昆罰。準備行李縛，他約原則是越筒單車喜

好。只要文件齊全、錢帶夠、人安全到了就好。

他有三個比較有感覺的東西一一讀、根機和鋼筆 G他

看:l'lk學喜歡的，台灣看不到的建築與美街的原文霄，不

管多少錢(也都把它買下。他帶了一個指機，但是太笨重，

罵起來不方便，而且拿著貴蠢的相機在紐約街上走，似乎

也不安全，於是他又買了一台可以放在口袋裹的小相機。

至於鋼筆，在台灣時他就一夜想要頁，可是太貴，質不下

手，他想也許畢業時，會買下來算是給自己的權物。

他喜歡古典及環代音樂，再可以特別選了幾捲自己喜歡

的錄音帶，帶到美飽來。“剛來縛，較常聽，但現在幾乎

沒繞道幾捲"。比較常聽收音機，聽“他們這裹封底有畫畫



住。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知道東西的意義不能與其所屬

的踩絡脫離。東西與東區彼此報互關遷，浦東西也在留學

度加以理解。張同學對未來沒有很明確的計劉。

療境的不如意，

學未來的事業在他所生長的藝聚餐。他的東百給于他連續

惑 oil!:構成飽探索新華實壞的墓地。三E同學想裹在新草草境襄

求發展。她的萊茵反映了她追求連續性與不連續性所傲的

折銜。對於鄭i灣學問霄，出劉只是為追求學悶和擴展視野

所做的短暫的事情。他比較有感覺的東西都是新璟境襲的

東西。林同學追求不連續做。他很少想他的過去，他看英

文報紙、交外簡朋友。他的東高反映了他在新華君境真的自

我影像。

現在我們可以對這幾個例子從三錯不同的宿街加以對

照:棺丹、中文書聲報與社會鶴係。女友的相丹、錄音帶和

信件是張同學研喜愛的東西。他在這上面花了不少的詩

詞。周同學的父母和女友的根持續給他力畫畫、安全與熟悉

的惑覺。他不只帶女友的梅斤，而且把相同的照片放在房

間褻相同的位鐘。三E同學的朋友與她在台灣所養的寵的照

井，具有過渡性的功能，隨後被其男友的照片所取代。問

她在讀研究所時所熙的獨P!#，則一連貼在她的會桌上。鄭同

學沒有帶照什劉美館來。飽和家人主寄生活照，覺得很溫

暖。林同學結意選了十張家人的照片帶過來，可能自於看

膩了，後悔帶了太少相丹。

讀中文報紙是強同學的一種高級辜受。躺在床/:-一

杯啤酒在手，可以一卷就是二個小時。周同學看中文慧，

宜的卡想要吸收新知識，而是讓心情得到安撫與'F定。王同

學所喜歡的中文響設英文書毒所眾代。鄭同學在美國看了喜

歡的審會毫不考慮的把它竟下。林向學看「華爾街臼

報 J -認為中文報紙沒有甚麼意思。

張同學的最主交生活並不多，他覺得獎園是一個冷漠的

社會。周向學有幾{屆中函崩友，可是沒有機會交對外圈朋

友。王同學有幾但在台灣就已熱誠的好友與一偕癸國男

友，她希望能夠多與外蠻人交往。鄭同學喜歡和各種人交

往。雖然和中路人談話較自在，林同學寧可和外國人交

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基本上，林先生有時也想家、

槽，

心的是功課。他雖然知道紐約有許多文化活動，

串串加以利婿。他的未來已經被設定了

與商談。他閱讀「華爾街臼報 J

崩友而非中毆人。

代表了他將來成為此地一個成功企業家的影像。

.綜合討論

'是甚麼俄惰

。把“噪音"搞絕在

，並非{也照顧。

，只帶了三吋半身照，

。他霉了一些生活照姐家，家人也寄照持過

他慾覺很溫暖，看完稅收起來。

，表茵串串係很好，

，想

，刻意地避

'去

譯音、去學習、不排斥"

對於鄭同學而言，追求新的學街知識與生活體驗是他

3月i紐約唸蠢的主的 。 出車里並不只是為了將來能夠找到更好

的工作，留學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體驗。由於留學只是件

暫時的事情，因此他盤量利用每一刻的詩詞，觀察人靈與

草書境，參加各種不同的活動。假期他就"II波士頓、華盛頓

或費城玩。他的生活態度是做鞠胸懷去探索與學贅。他哥哥

喜歡的東西一一毒、相機與鋼筆一一都是新的東西。書書本

給他新的知識。相機記錄新的生活經驗。他帶來了喜愛約

會樂乎擇，但寧願去發現美國到底有怎樣的音樂。他不草草帶

辛苦綴身E車上街也反映了他開放的心態。

. i扇葉1i

林先生畢業於經濟系，在一家私人公司上班後- "II紐

約修習管理碩士。他留學約原因是，台灣的生活經驗太狹

隘了，想看看外商的世界。

他所帶來以及質的東毯，“都是必需品，是生活上每

天一定會照到的。沒有 fancy的東西"。“R昌、并當初在台

灣也看獄了，所以隨便帶幾張。琨在，也於 homesick '

有點後悔應該多帶一些"。他有二二假比較特殊的東西一一

西裝與公事包。在“presentation、校內校外的 interVi ew"

的時候，經常馬到這些東西。

他把大部份的時照花在功課上。他想看百老匯舞台

麟、參觀博物館及其他慶典，可是不知道怎麼去。他沒有

詩詞想過去，也沒有時鶴想未來。素來已經 set好了。功

課幫你安排好，沒甚麼彈性，有一定的 track~吾吾歷時候

該做甚麼事情"。主農業以後，他希E草留下來做幾年箏，再

@]台灣。

他和另外十三個人住在同一宿舍單位裳，有時候在客

廳一起串n天。“大部份待悶和同班同學在一恕。功課忙，

一起討論功課，順便哪天，偶而一超出去玩。......比較要

好的是外閣人 o我的看法是，如果來這還和中崗人混在一

恕，還不如留在台灣。討論功課，雖然和中翅人在一起比

較舒服- iB.仍寧可和外國人在一起" 。 學潮中他通常看

「主吾爾街臼報 J -“這棒子沒諜，有時看 f 役5早日報」或

f 中報 j 。這邊的(中文報)較無聊，皇后這發生甚麼事

一5。一



吉主釋:

註 1 :此處對於萊茵的定義與理解和依特森( lttelson ,

1973 )的看法有所不筒。根據依特森的解釋，東西

與這種(人)分籬，並為人所觀看。而一個人卻不

能成為環境的主體，他只能是參與者。人們並不是

在外觀看璟境，他們在環境搜探索，本文雖然引用

“東商"二字，但是採取依特森對於環境權主驗的交互

論的觀點。

詮 2 :區定元絮指約是間定、

元絮，如牆壁、天花板、

半間走元素包括從服裝、盆栽、

牌或商店的櫥窗。

無法承受的壓力，

成為人們談話的話題、

壤。

東亞具有個人、

可以是僧人興趣或個性的發抒、

位的表徵、社會主動的媒介或文化象徽。

東百不同層次的意義以盤富其意義。例如，

具有社交的功能與文化意義。照片可以是經驗的凍結與個

人攝影技術的表現。而家人所轉錄、寄至美齒的音樂錄音

帶則是個人興趣與做會關係的結合。

東西所扮演的角色抵不是被動的。東西給人的美感經

驗並不只是個人內在經驗或想像的對外投射，它牽涉到從

人與東商互動中獲取對於意義的環解。

許多研究者舉出東西之所以為人珍愛的原因，如記

憶、地位表徵或聯想。吾吾質上，這按原閻並未攝蓋所有東

西的主主義。例如，當人們看臼記約時候，他不只是記超過

去的人與箏，而且以當今的處境對過去至重新加以設釋，廚

師童畫嘗了他對自我與周遭t吐界的瞭解。因此，日記或PI!，、持

不只是個人經驗與歷史的靜態的外在表現，它也給予人們

成長的可能性。

東西的是主義不能與人們的活動、意向及所處的臻境脫

離。人的生命是不斷進展的，因此萊茵的意義也主~;jF靜止

不變。它隨著不同的生活型態與成長階段而有不雨的意

義。本研究對東西意義的分析，如草喜東西以維持值人、社

會、草鞋境與文化的連續性;東問作為探索薪璟境的墓地;

東西提供一億拯抗璟境壓力的避難所;東西作為未來期擎

的影像等等，並不偽限於留學生的體驗。其他境況、如無

家可歸、放遊的研究，也都能相互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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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我們可以藉此瞭

'瞭解東間的意義和留

。

。

、結論

。報紙與PJ.lJ十可能只是獲

，而玩具動物的造型與柔軟卻是人們體驗中

。但是照片也不只是過去經驗的“表現"而

。當人們將心愛的照并加上

，他也是在在與其自我交談。東西也有別

一位受訪者提到她與努友的感情，不

，也化成有形的，她男友送她的玉和運動

，運動攻貼她的身。這種具體的身髏經驗

生的過去、現在體驗與未來意向的目!在絡中顯示其整體意

事質上，這五個例子代表了五種生活型態或五種不同

的人與草草境的交互關係。還有其他的生活裂態存在，有在人

也不會隨定在一種生活選態。人們總是不斷地成長與改

變。

林( Rin，1982心148 )在一種族認向的研究中，描述美

留一個中飽學生的生活。為了要與美圈人交往並改善她的

英語，這名學生有遠的不與其他中餾人交往。感恩、節時，

一億美商人邀請她那家里吃飯。她想、她終於打λ美麗人的

被會了。當她離開獎撥人的家縛，主人答應會再與她電話

連絡。她不悴的等，但是幾f屆主星期過去了，仍然沒有接到

電話。她感到進~與生氣。漸漸地，她才又關始接受其他

中閣人，並且參加他們的聚會。

我們也可以猜測，如果林同學勤奮的工作，仍然無法

打入癸齒的主流社會，他可能自過頭來認同一些屬於中獨

文化裹的東西。張向學也可能走出他的避難所。假設受到

女友或教授約鼓勵， II也可能對課業有較積磁的看法 。 他苟

，而是籍著這些東西進而探索外在

的世界。對於其他留學生而言，在盟國前他們可能成為觀

。他們可能想抓住最後的機會到處看看，並民買一些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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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情與說話速度等等。

話 3 :作者將牽涉操作與身體運動的東i1'i歸類至行動的東

盔，如電視、樂器、玩具、相機、汽車等等。 ifij牽

涉反省與思考約東西單IJ歸蓋說您的東笛，如醬、離

{暈、收藏、瓷器等。然此分類過於牽強，例如人們

可以躺在床上看電線，也可以大盟軍朗誦喬木上自古詩

歌。底前一件萊茵屬於行動或沉恩的東西，還應稅

受訪者如何真正使用而煌。此外， Ji:七分類方式與另

外一個三十幾種意義的分類方式之間的關係'也未

加以討論。

註是:主觀的生命階段指約是具有特殊目標與計畫畫與一定

的詩悶和空間範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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