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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摘要 本篇論文的主題，在於呈現一個諮商員，透過「自我生命故事

的敘說」以及「壓迫的自覺」的歷程，逐漸去實踐一種「互為主體性」

的諮商理念。 論文的第一章，主要在呈現本篇論文研究歷程當中，在知

識論立場上的挪動和改變。而在論文的第二章所放置的是，諮商員「自

我生命故事的敘說」。在「故事敘說」的部份，主要呈現了：諮商員生

命當中「壓迫」以及「不能做自己」的經驗，以及到最後，如何透過

「說自己的故事」以及「壓迫覺察」，重新看見自己的生命力量，找回

屬於自己的主體性。 第三章的部份，在於重新「意義化」這些生命的經

驗。說明「父權的社會結構」、「性別的」、「社會階級」???等等的壓



迫，如何不斷地被複製，使得弱勢者的處境變得更加弱勢；而如何讓弱

勢者為自己發聲，這是我在諮商當中最關心的部份。所以，本篇研究採

取「敘說典範」的知識觀點，以及一再地強調「互為主體性」的諮商，

其目的正在於：「讓弱勢者為自己發聲」，讓「諮商」不再形成另一種

複製壓迫的機制。 第四章的部份， 則是針對諮商員，如何透過讓個案

「說自己的故事」和「壓迫覺察」，幫助個案重新去理解自己的生命，

並且能夠去看見自己生命的力量。而諮商員也透過對諮商經驗「自我敘

說」和不斷「壓迫自覺」的過程，去實踐自己理想中「互為主體的諮

商」。 關鍵字;自我敘說（self-narrative） 自我生成（self-becoming） 壓

迫（repressionl) 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自由（freedom） 諮商員

的發展（counselor''s development） 專業實踐（professional practice）解放

（emancipatition）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 一 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 走自己的路 （一）「天下皆知美之為

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 「標準」的建立，壓迫的

產生 （二）什麼是「壓迫」？ （三） 「成人之美」 （四） 通過「被壓

迫的覺察」 （五） 朝向「互為主體性的諮商」 二?論文緣起與研究視框 

（一）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 （二）何謂「研究」？ （三）「自我

敘說」與「壓迫自覺」 （四）「實踐之知，體驗之知」─ 主體性的知

識 第二章、自我生命的敘說 一?故事的緣起 ─一趟孤單的旅行 二?傳統

女人的壓迫 ─ 我母親的生命故事 （一）「阿足」： 兩個女兒，”足” 

夠了！ （二）女人唸再多書，也是「別人的」 （三）女人：等待男人

的「救贖」 （四）「婚姻」的騙局 （五）貧賤夫妻，百事哀 （六）希

望生「兒子」，卻生了女兒 （七）終於生了「兒子」 三?我的被壓迫之

旅 （一）叛逆：提早出軌的童年 （1）「逃家」─是我最早的記憶 

（2）那個 ”家”：「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3）日課：挨打與鋼琴 

（二）歸順：自我痲痹的少年 （1）來去台北：馴化是必然的 （2）勞

動家庭：工作，沒有 ”結束” 的時候 （3） 替代的母親 （4） 扭曲的

身體 （5） 成為考試的機器 （三）探求：尋求出路的青少年 （1） 「自

卑」：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庭 （2） 「升學」：是解救我自己唯一的出路 

（3） 「恩師」：實現夢想的推手 （四） 解脫：充滿夢想的青少年 

（1）哲人的天空：柏拉圖式的理想世界 （2）看診的日子 （3）休戰的

家：父親的最後一次出走 （4）哲學與心理學 （五） 覺醒：解開生命謎

底的旅程 （1）一雙懂得我的雙眼 （2）婦女研討會─看見「壓迫」與

「壓迫的複製」 (3）找回自己感覺的路 第三章?覺解我的生命經驗 一?

我所受到的「壓迫」 （一） 「孤單」：弱勢族群共同的悲哀 （二） 

「逃離」：我的「逃家」經驗 （三） 「污名化」：我是個「不乖」的

孩子 （四） 「互相壓迫」：弱勢欺壓弱勢 二?我如何在壓迫中求生存 

（一） 「對抗壓迫」 （二） 「認同主流社會的價值」 （三） 「複製壓

迫」 （四） 「怪胎行徑」 三?被壓迫的察覺 （一） 力量深植於「脆

弱」 （二） 透過群體，看見壓迫的結構 四?壓迫的覺醒 （一） 聽到

「弱勢」的聲音 （二）批判「常規化」的知識 （三）「感通之知」：



「忠恕之道」與「同理心」 （1）假知的解消，真知的再生 （2）「客

觀性」知識與「主體性」知識 第四章、一個諮商員的自我生成 一?實習

經驗 （一） 諮商經驗的自我敘說 （1） 第一個個案 （2） 第一個長期

個案 （3） 和我相像的個案 （4） 無法欣賞的個案 （5） 無計可施的個

案 （二） 我在諮商歷程中的改變 （三） 實踐我的諮商理念 ─「成人之

美」的諮商 二?我想要什麼樣的諮商 （一） 要「主體性」，不要「工具

性」 （1）「主流諮商」的陷阱 ? 在「專業」與「無力」之間 （2）

「工具性」的諮商 ? 社會馴化功能的執行者 （3）「主體性」的諮商 

（二） 諮商是「仁」的學問 ─ 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感通 （1） 「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壓迫的自我覺察 （2）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 （三）諮商經驗的「自我敘說」 （四） 通過「對話」 ─ 進行「壓

迫的覺察」 （五） 成就「互為主體性的諮商」 第 六 章? 附 錄 第一部

份： 文獻回顧 一、西方的「疾病觀」 二、古代中國的「疾病觀」 第二

部份 : 思考「治療」的另一種可能 一、強調『要什麼』，而非『是什

麼』的治療 二、透過「體驗式的詮釋」，主體性的開顯 三、 我認為的

「心理健康」 四、 以中國哲學出發的治療觀 （1）「誠」的問題 （2）

一種「互為主體」的認識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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