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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是一個諮商助人工作的學習者，透過自我敘說的方法，反思、覺

解自我生命與專業實踐中的知識與價值。「故事」在這本論文中，是探

究知識的方法，是知識呈現的形式，更是研究者主體性選擇實踐的助人

工作價值立場。 論文雖從探究者的自我生命敘說開場，但希望藉由生命

脈絡與理解的鋪陳，帶出自我生命、專業實踐、與助人知識之間不可分

割的特性，以及其所處的社會處境與文化脈絡。 以「故事」典範進行助

人專業的學習與實踐，關鍵並不在於科學知識與技術的獲取，而是在於

「立志」與「相信」。是否真的下定決心進入生命故事的冒險歷程、是

否相信生命故事「人皆有之」，是否相信生命之中必有美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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