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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是以「自我」為探究的主體，站在實務工作者的位置上，關心的是

「生命實踐的學問」，因此選擇採取「行動研究」---以實踐取向成為知識

的觀點與方法，以及透過「故事敘說」的方式，藉由「師生關係」描述進



入教育現場的真實性與複雜性，也從自己的行動中進行理解、反映與再實

踐。此外，知識表達的方式，代表著學術論述在父權結構下的權力，而論

文書寫方式的呈現，想對峙也勾勒出屬於「女性」特有的學習方式，也是

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 從給「好友的一封信」，進入十年來自己的發展

歷程，到進入「這是一個玩真的世界」，象徵著將自己重新「嵌」回「教

師」的位置，看到教育現場的更真實與複雜性。從小到大已經被訓練成

「教育罐頭」的我，習慣用分裂與區隔對待被馴化了的自己，用一種溫

和、親切、無法發聲----被體制馴化後的樣貌面對生活、面對工作、面對

情感…，透過反覆的敘說、反映，加上有機會可以跨越階級，看到社會裡

弱勢，甚至是被邊緣化的一群人，這才使我結結實實的對自己的生命與生

存姿態反思，也因為這樣，可以重新的理解人及其生命，回頭解放了我自

身更大的功課---情感的自由，這一路主體性的探尋與實踐，使得自己生命

裡分裂的面向開始有了統整，諮商與教育的實踐，不是階級上的劃分，對

我而言，這些都驅使著我實踐心中人如何被對待的問題︰指認、辨識與穿

梭進入不同的階級，使我學習到何謂「尊重」與「同理心」；對自己生命

經驗不放棄地勇於面對使我學習到何謂「真誠」；和學生的相處關係終使

我學習到如何看到他們身後不同的條件背景，而能逐步實踐所謂「無條件

接納與關懷」，也因此，諮商和教育所關心、所指涉關於人的議題，其實

是相通，實踐的路徑也是希望透過諮商或教育的歷程，協助每個人能夠走

自己的路、長自己的樣子，解放被體制長期的模塑與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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