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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了解一個在台灣生長八十多年的阿媽，這位女性是如

何走過她生命中的時光， 隨著父權與殖民文化的轉變，她的身上所承載

的又是什麼樣的性別不平等的對待方式，另外她又是如 何地與她的下一

代和下下一代之間摩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再者，她所曾經從事的工作，

在她身上烙印 下怎麼樣的痕跡，她又是怎麼樣地看待這一切，藉由述說

的方式，讓我們更貼近她，了解她生活中的 點滴故事，並進而思考我所

生存的位置與面對不同生活態度的自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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