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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基本上是一個男性如何透過生命故事與自我理解的過程，找尋已經

失落的男性情感，從挫折裡的無力無聲朝向未來。 研究者：一個中產階

級、知識份子、基督宗教背景的男性，以生命故事與自我敘說的方式整

理「性別：男性」在生命各層次的文化脈絡與圖像影響，重點在於如何

面對情感的枯慌和關係的孤單，「我」如何藉由自己故事的再詮釋與觀



看，藉由行動朝向改變的可能性。 文獻整理的部份，則將男性生命經驗

與相關理論結合，包括客體關係論、自戀理論、人格發展理論及男性文

化與圖像的整理。 從敘說與觀看的過程裡，我的體悟是，男性（我）必

須先同理自己生命的生成，敘說那些無聲的情感故事，才有機會看到生

命本質的韌性，才有可能跳脫男性文化結構的緊箍咒。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的起點：單人平快車 回到男性脈絡 研究

的目的：尋找出路 第二章：文獻整理 第一部份 「男人」應該是什麼樣

子？ 第一節：「成為」男人 一、神話---工蜂與王者： 二、被歌頌的原

型： 理性、野性、絕對、意志、力量 三、成人儀式： ?父權文化的規

矩： ?聯考 ?服役 ?工作儀式 ?性儀式 第二節：「成型」---男性的各種圖

像 「男性特質」 「社會中的男人---男性氣概」： 「升級版（家庭中）

的男人---新好男人」： 「中國文化裡的男人---君子、士大夫」： 第二部

份 男性實際的樣貌 第一節：男性作家眼中的男性（沉淪、我妹妹） 第

二節：女性作家觀照下的男性（徵婚啟事、女性觀照下的男性） 第三

節： 台灣男人的特殊現象 「悲情」文化 雄性特有的躁狂 第三部份 男性

的「情感發展」與「關係」 第一節 ：依底帕斯期（五歲以前） 第二

節 ：男孩的成長（上學以後） 第三節 ：男性與他人的關係 疏遠的父子

關係 矛盾的母子關係 男人之間：權威、社會關係 親密關係：「母胎

化」 第四部份 男性的自覺改變及其運動 第一節：男性運動---脫離性別

角色的可能 第二節：國內的男性探究與發展 小結：我的想法 第三章：

研究方法的選擇 第一節：研究者的知識論 質化典範與思考 建構主義 詮

釋學 第二節：研究者的角度：認識論 我的隱喻思維：「敘說」與「社會

建構」 女性主義認識論 第三節：研究方法的選擇--敘說與心理傳記 心理

傳記、敘說 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第四節：知識的價值─主體性、實踐性 

小結： 研究的途徑 研究者轉向自身的合理性 敘說與治療 研究架構 第四

章：我的生命故事 幕間Ⅰ 圖像：阿祖與我 開幕鈴聲 第一幕 童年生活：

孩子王 第二幕 小學時期：羞愧 第三幕 中學時期：沈默 幕間Ⅱ 獻身：教

會與信仰 第四幕 高中團契：起伏 幕間Ⅲ 連結：尋找愛情 第五幕 成功嶺

上：孤單與壓抑 第六幕 關於女生：溫柔與背叛 第七幕 大學四年：逃離 

第八幕 研究生前期：新希望 幕間Ⅳ 疏離：家庭關係的描繪 第九幕 研究

生後期：掙扎 「尋根」的故事：父母的故事 第五章： 故事的再詮釋與

整理 第一部份 故事的軸線 尋找：seeking Affection & Power 第二部份 環境

脈絡與個人生成 第一節 社會文化脈絡 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型態 中產

階級家庭特色 中國男人的傳統生涯 性別角色的進化外衣 第二節 教會脈

絡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教會組織內的性別權力 基督徒的生命與性別形象 

第三節 家庭脈絡 父系家族的發展 父親的榜樣 無聲的家庭生活 第四節 個

人所承載的 我的情感 第三部份 個人生命的發展與樣貌 第一節 內在情感

的衝突 第二節 外在的生命 第三節 生存策略：關係的連結與偷渡 結論：

關係領域的更換 第六章：行動與變化 第一節 回視自己的研究過程 第二

節 生命的移動與可能性 頓悟：對男性位置的移動 以性別視框理解家庭 

重新理解「尋」的追求動作與男性性格上的黑洞 第七章：討論 第一節 



男性的「力」與「情」 不同社會處境下的男性 第二節 男性「力」與

「情」的辯證 男性情感的兩個極端：女性主義母職論與自戀症理論 我與

「他者」概念的人格生成：客體關係論 現代男性面貌的轉變---壞父權？

好父權！ 第三節 論文的結構形成與價值意義 論文書寫結構的說明 文體

的書寫形式 論文的價值與意義 圖表： 文獻參考書目 圖：我的研究架構 

圖一：我與他人的連結 圖二：生命曲線圖 圖三：脈絡與個人生成 圖

四：我的努力途徑 圖五：我的生命發展與樣貌 圖六：我對尋與逃的循環 

圖：Kegan 的自我發展軌跡 附錄：男性團體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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