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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這一本論文，我是以一個研究者及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立場出現。我是在

敘述我如何透過一個課堂的學習，重新框定（reframing）我的家庭經

驗，及重新框定之後我又如何透過一系列的行動，增加對社會、家人及

其他家庭的瞭解，而形成我不同於以往的工作取向的歷程。 我之前有幾

年從事家庭教育工作的經驗，一為在教會的一個家庭教育服務中心擔任

心理輔導員，接觸的多為家庭婚姻的議題，負責有關家庭成長營及婚前

講座或婚姻諮商的工作，之後，在一個性諮商治療中心，以諮商者的身

份，接觸許多來處理婚姻或家庭問題的個案，帶著這些背景，在從事幾

年家庭工作之後，我有機會進入輔大應用心理系研究所就讀。我身上同



時帶著一個家庭教育工作者及研究者的身分，我關注的重點是：想由實

踐的角度來看，第一線家庭實務工作者，如何形成實踐理論、觀點及立

場的過程。 在我選修一門「家庭關係與個人發展」課程中，這課堂的學

習經驗，啟動了我對自己家庭經驗的重新理解的過程，同時我也看到其

他同學在課堂上的學習歷程，我經歷了這轉變的過程後，發展出我一連

串的對家人或社會的介入行動，並逐漸形成我不同於以往的家庭教育工

作取向，我將之寫成這篇論文。 本篇論文可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份由

第一、二、三章所組成，主要為研究者通過對家庭經驗重新框定的歷

程，而進一步對什麼是「改變」、什麼是「家庭」及家庭教育工作所做

的反思。我認為這樣的反思對於台灣現階段家庭教育工作者而言格外重

要，因為台灣家庭教育者，大多吸取美國的經驗及作法，直接移植至國

內操作，卻對於台灣家庭歷史及社會脈絡的理解卻是缺乏的。缺乏多元

視野的家庭教育工作者，是很容易將對某類家庭產生偏見，及將家庭諮

商或治療流於技術性的操作。 第二部分是由第四、五章組成，是描述我

自己通過了對家庭教育及自己家庭經驗重新框定的歷程後，接續的一連

串對自己家庭及社會的「移動-探測」實驗。透過此一實驗，我得以對自

己家庭產生不同於以往的理解，並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家庭教育工作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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