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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這是一篇女兒試圖理解一個家庭主婦的母親敘說研究，在論文的進行過程

中，母親、女兒及母女關係都朝向一種更親密的理解方式前進。而女兒也

透過長期來母女關係的反思來逐步地釐清母女間的含糊界線。 研究結果



部份，則是以多重敘事的故事情節來書寫母親的生命經驗。討論部份，是

從大的父權的社會文化脈絡、兩個家庭的經濟結構觀點來看母親是如何面

對及調適重男輕女制度下的子嗣傳承信念及對母女關係的影響。 研究貢

獻上部份，這是一篇具反思實踐價值的論文研究。研究建議部份，未來可

從更多的視角來同時書寫、理解女性生命。  

摘要

(英) 

This is a narrative research of a daughter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her mother as a 

housewife. In the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mother, daught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re toward to a more intimate and understanding way. The daughter 

also discerns from an indistinct boundary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gradually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their long-term relationship. In the part of research result,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mother is written with a multiple -narrative plot of her 

story. The discussion is made through a major patriarchy social culture context and 

the viewpoint of two families’ economic structure to see how the mother adapts 

herself to believe the patriliny of patriarchy and fac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triarchy 

to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the part of research contribution, this is a 

research which has reflective practice value.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s writing and 

understanding women’s life experiences from mor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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