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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中，研究者選擇以「自我探究」的方式，從自身親密關係的困
境作為一個起始點，逐漸拉出家庭與性別的經驗脈絡，企圖作為理解一
個三十而立的女性，於成人發展中，其自我認同的形成、發展與建立
時，所遭遇到的困難以及社會脈絡作用在其身上的影響。簡言之，整本
摘要
論文企圖想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一個即將三十而立的女性，怎麼去
(中)
做自己？做不了自己，是卡在哪裡？」。這是一個有關成人發展中自我
生成的問題，亦即，一個女性在發展其自我的生成時，是哪些因素在影
響著她？ 本文中，研究者認為，女性在發展與建構其自我的歷程與面貌
時，「關係中的自我」與「關係危機」等另類自我生成理論，是較能呼

應研究者的個人經驗脈絡。亦即，關係中的糾結與危機，對女性自我生
成的發展與統整有其重要性與意義性。當一個女性正面臨著關係連結的
危機時，她同時也正在經驗父權文化中對女性發展上的箝制與迷思，像
是女性總是只被期待作為一個「女兒」、「妻子」與「母親」等功能性
角色的發展，而非一個具有獨立自主的「人」。因此，關係的糾結與危
機，剛好是一個提供女性檢視她的生命發展構圖的契機，除了去認識關
係糾結與自我危機的真實面貌之外，還得去面對父權之牆的真實存在與
阻隔。因此，這條女性自主與認同路的走法，相較於男性在發展其自我
生成時的獨立歷程是不同的；而，如何「認識」與「面對」社會脈絡下
的性別發展處境，研究者認為，才是女性自我生成發展與性別教育的要
點。 另外，本論文除了解決研究者本身的自我生成發展困境之外，也希
望能將個人這一片不斷在行動中所呈現的經驗與反思歷程，為本土年輕
一代的女性，在認識其自我面貌與實踐新認同時的困難，提供一個真實
的個案資料，也可作為這個議題研究方向上的初探與延伸，即，「在台
灣的社會處境與脈絡底下，一個年近 30 歲的女性，是如何在認識她自
己以及她所面臨有關自我生成發展上的議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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