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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是一個實踐典範的研究，並採用生命敘說與行動研究的方法進行。

這也是關於「失業」、父親與我的研究。整個研究歷時五年，粗略可區分

為試煉、啟蒙與召喚、正式啟程、以及回歸內在與關係中的冒險等四個階

段。研究過程以父親的失業經驗帶給我的失落為起點，中間聽見其他失業

勞工的生命故事，讓我得以對於失業及勞動者有不同的理解，尤其是重要

的啟蒙者—楊大哥，他引發我的內在情感與動能，使探究過程得以持續，

最後本研究回到父子關係裡，回到父親的生命敘說。因此本論文主要由幾

個部分構成，包括研究探索歷程的故事、楊大哥的生命故事、父親的生命

故事、最後是研究者自身生命故事。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是關係中協同轉

化的旅程，我與父親隨著關係的進展，轉化了彼此的認識，也轉化了彼

此。換言之，過程中我的意識漸漸提昇，並面對生存的恐懼、權威、體制

的恐懼，以及存在的孤獨感，並需要通過童年的失落以及對未知世界的恐

懼，就這樣穿越層層關卡，我越來越接近父親、理解父親。另一方面，父

親從開始的片段、缺脈絡的敘說，自己動筆寫故事，面對兒子的想靠近與

反映，漸漸父親的敘說空間在關係中打開。然後我們共同面對關係中相互

迴避的禁區—「失業」，這也是父親一直略過，無法說出口的故事，長久

沉默的聲音，通過這過程我們重新框定（reframe）了「失業」，重新理解

彼此，也重新認識與定位自己。 所以本研究也是我追尋自我/專業認同的歷

程，從最初認同「溫柔又有肩膀的男人」，兼顧工商心理學與諮商的專

業，卻不自覺變成矛盾的雙重人格，最後找回「工人兒子」的新自我認

同，並確認「人文取向的工業與組織心理學」為專業認同方向。 經過整個

探究歷程，最後本研究形成幾項論述： 關於男性失業者的「沉默之聲」是

由於失業形成其生命經驗的「封咒」與「結石」，而沉默背後的社會結構

是主流論述將失業作為一種道德懲罰的烙印，以及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

主流父權結構的強制性評價等。一旦解構了主流論述「沒有用或失敗」的

標籤，本研究發現失業對人具有多重、複雜的意義，至少有：1)失業是主

體-組織脈絡-社會環境複雜互動之歷程與結果；2)失業是工作者之生命歷史

或生涯路徑之斷裂；3)失業也是存在議題；4)失業有時是抗拒性自主的選

擇；5)失業是失去社會位置，進而失去權力；6)失業有時是暫時脫離工作

之異化環境的機會。 在方法論上，本研究發現「敘說即關係，關係即自

我，自我即敘說」。因為敘說建立在關係裡，所以敘說的前進與文本都和

關係發展有關。而敘說中的協同關係，是一個「協同轉化」的過程，彼此

都重新框定了「自我」與「世界」的認識，所以自我也隨之轉化。最後自

我的建構是透過敘說故事來交互反映進行，並找到主體生命的意義。可以

說「敘說與實踐取向」的研究是以生命敘說為探究的入口，通往實踐的道

路。 回顧工業與組織心理學的歷史，發現除了科技化、工具理性化的力量

外，另外也一直有人文主義的路線，而未來繼續開展「人文取向的工業與

組織心理學」上，必須對過去學者工作進行批判式的超越，以免重犯空談



理想缺乏實踐，或淪為操縱與懷柔的工具等問題。超越的兩個關鍵點再

於：一是必須加上批判理論、結構視框的輔助；其次必須從根本建立與採

用實踐典範的方法論與研究法。未來「人文取向的工業與組織心理學」發

展方向的具體進路可包括：重返工作/勞動的心理學、朝向「職場健康」、

朝向「人的發展」、以組織發展與介入作為改善結構的實踐等。若實踐不

懈，終可建立另一套知識體系，即有助於人在工業與組織環境中自我實現

的一種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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