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843 

狀態 NC090FJU00071010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心理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8356156  

研究

生(中) 
沈季蓮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年輕女性的成長經驗與性別意識的形成歷程--以職場中的性別對待為入

口 

論文

名稱

(英)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oung wo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ir 

growing experience : Starting from some gender issues in workplaces.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劉兆明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0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女性 性別意識 成長經驗 

關鍵

字(英)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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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中，研究者是以所觀察到的職場當中的性別對待事件的現象出

發，嘗試從工作職場?被對待的事件經驗到成長經驗、家庭對待，藉由

受訪者的敘說和研究者自己對性別意識的自覺，以找尋年輕女性的性別

意識的形成歷程。 因著研究者自己的說不清楚、對自身性別意識的膠

著，研究者不斷的修正整個論文呈現的方向，並且不斷將自己關心的問

題聚焦，研究者幾度重新定題目，及書寫方式，以期能找一個正確的方

向給予此研究正名。透過幾此的重新檢討，整個研究者所關心自我的性

別意識歷程便經由書寫受訪者的故事、本身的自覺歷程及和受訪者的對

話，因而一一的被清楚的書寫，並在原本隱涵在研究者背後，影響性別



自覺的有關因素，慢慢清楚的呈現。經由這樣的書寫，讓研究者和受訪

者在過去家庭、成長等，以及對其現今的影響，能夠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面貌。 在研究者重新建構受訪者故事時，也對於自我的故事重新建構，

並且過去困擾的生命事件，也有了檢視的新觀點。在過程?從最開始的

無力、逃避、害怕，到後來的不斷開放以期找到出路。並且和另二位和

受訪者處在同一時代、同一社經地位的年輕女性對話，找到了在年輕女

性身上的相同和相異點，來自不同的家庭和成長經驗的女性，呈現出不

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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