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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傳是一種自我詮釋性的論述。本文之探討為當一個情緒困擾者以

「自我書寫」作為「自療」的方式之一，她如何在書寫情境中達到「自

療」，而「自療」發生之後，對「自書」文本的影響是何？ 就本文例

子，傳主在從事自傳式民族誌過程中進行「自書」，發現此歷程中「自

療」之能發生有以下原因－ 1、 書寫創造孤獨的空間－孤獨情境下傳主

與自己過去對話。「能近能遠」的「反身性」（ reflexivity）發生，後設

出各個我，傳主藉此決定接受、反駁、修正或更改既有之論述與意義，

重構自我理解。 2、 對話提供新的視野－書寫前後的對話，是一種我將

社會語言（ social speech ）（指對話），透過私密語言 （ private 



speech ）（指書寫）的自我調整，促進內在和外在語言 （ external and 

internal speech ）間轉換，發展成內在語言（ Vygotsky ，1978；陳鳳如，

1999）的過程，他者語言的介入提供理解生命不同的聲音。 3、 閱讀使

思維靜態的拓展－閱讀又分兩個部份（1）讀自己的文本是經驗的反思

與後設（2）讀他人文本讓書寫與思考能力擴展。 而「自療」對「自

書」的影響則是－，（一）傳主/ 我越來越考量被書寫者的立場，另方

面書寫內容亦越來越傾向正面與確實事過境遷的部份。（二）筆觸由發

洩式，轉為緬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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