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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這篇論文是以自我敘說與生命故事的方法及概念，探究生長在中產階級家

庭中同時又兼具新世代身分的六年級生，想要創造出屬於自己理想幼兒園

的故事，在這故事的背後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文本。 論文第一章載明



研究問題形成之原因，是因為對公家體制的不滿而出走創業的情形，同時

對一個毫無經濟基礎的六年級生，家人的協助對她所產生的影響。第二章

說明了研究者在研二時上『質性研究』課程之情形，及被自我敘說觸動的

原因，而選擇以自我敘說、生命故事的方法來進行質性研究。第三章紀錄

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大小姐成長與求學、工作之故事，同時也紀錄下創業前

與創業時所遇到的困境。第四章進入內心解讀之歷程，分別以自我的各個

角色及與老師、其他研究生的對話而產生的共鳴或爭辯，進而清楚的看清

自己的樣貌。第五章的討論是研究者以自身的創業經驗對目前台灣的幼兒

教育走向及幼教產業之趨勢，做進一步的解讀與分析，並期望以自身的創

業故事，提供給未來即將進入幼兒產業的創業者一個可以參考的經驗。 

這個研究協助研究者重新框定（refaming）家人的關係、也重新框定在一

連串的問題與行動中，研究者所見、所感、所思、所改變，而形成了不同

於以往的工作經驗與家人關係。  

摘要

(英) 

By using the method of narrative and life-story . The research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she was starting an undertaking the period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self- 

reconsidering. The paper first chapter stipulated reason of the research problem 

formulation, is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hich leaves in a hurry to the government 

system disaffection starts an undertaking. Second chapter explained the researcher 

chooses by the nature research process. The third chapter the difficult position which 

record starts an undertaking when meets. The fourth chapter penetration and other 

people's dialogue, lets the researcher discover oneself. The fifth chapter researcher 

by own starts an undertaking the experience to move towards and tendency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industry to the present Taiwan's pre-school education makes an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ssists the researcher frame to refaming again family 

relationship, also again the frame decides in a succession of motion, I see, think, 

change, but formed has been different relates to the former work experience and the 

family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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