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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這是一篇以自我敘說研究方法完成的論文。研究者以第一人稱現身說

法，將自身視為現象，也將自身做為文化的反映，寫出勞動家庭對階層

流動的敏感以及經由教育內化短視近利的主流價值觀二者的承載，如何

與大眾共構學歷取才的社會風氣。研究者帶著共構後的價值信念就讀研

究所，壓抑女性照顧者的沉重負荷，往量化團體靠攏，汲汲營營於學業

成就。親人突逝的哀傷與懊悔，使研究者無法抹去自身所建立的真實道

德的詰問，反而更加強化自我審判的嚴厲。喪親的愧疚情緒不斷浮出檯



面，干擾學習的進度。研究者最後選擇從造就自身的主流價值信念中脫

身而出，轉向探究自身的情感經驗，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轉向後的學

習，讓研究者有了新的能動性與轉圜的空間，轉向後的質變，讓研究者

因著喪親之痛的再度面臨，平靜解放與補償先前的愧疚和遺憾，讓研究

者找到什麼才是對於自己來說最迫切、最重要的事。研究者也因著生命

故事的書寫，還原自身主體性，與原本無以名狀的勞動家庭和女性照顧

者的經驗相遇，面對僅僅屬於自己的獨特生命，而經歷了一場歷程性的

自我理解。 

摘要

(英) 

This is a self-narrative thesis. The researcher regards her life story as the social 

phenomenon and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The sensitiveness to the floating estate 

from the laboring family and the utilitarian values internalized from education 

make the researcher construct the atmosphere with people that degree is a standard 

of job abilities. The researcher practices this belief in graduate school studies by 

repressing the heavy loading of female caretaker, joining the quantitative group, 

and aspiring to a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sadness and regret for the death of 

her grandmother can’t arrest herself the interrogation of moral life. The more the 

researcher heckles this question, the more the researcher criticizes her behavior. 

The guiltiness emerges ceaselessly and interrupts her lesson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decides to depart from the original value belief, transform to inquiry her 

affective experiences, and write her life story. The learning after transformation 

makes the researcher an effective agency and supplies her with a new field.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after transformation release and compensate peacefully for her 

prior regret. The researcher finds w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 and what really 

matters for her. Through the life-story writing, the researcher returns to her 

subjectivity, connects the laboring family and female caretaking experiences with 

her, and squares up to the unique life. The researcher undergoes a processing self-

comprehension.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

二節 書寫的目的與意義 《學術上》 主體性與文化知識的建構 《個人

的》 書寫即面對生命 兩套價值觀織就的生命衝突 第二章 研究典範與方

法的選擇-------------------------------7 第一節 質性研究的共同關切 第二節 研

究典範的選擇：社會建構理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敘說取向研究法 

關於「敘說」 敘說真實與意義詮釋 自我敘說與社會建構 第四節 論文產

出的過程 文本一 文本二 文本三 第三章 寫在轉向之前：我身上所承載的

斗篷-------------------17 第一節 小時候的點點滴滴 《火力十足的家庭生

活》-18 這家的女人 男人與小孩 《七上八下的求學生涯》-20 被爸爸的

「擔心」立了志 超可惡的ㄅㄆㄇ 令人恐懼的西瓜事件 入選校內體操隊 

明星學校 藤條萬歲 痛苦的週記 都是數字惹的禍 短跑健將 丟臉至極的聯

考成績單 逃離家園 獨來獨往的校園生活 第二節 成人世界的茫與忙 《從

萬華到三重》-30 大人們的不適應 《從三重到台中》-31 唸這個到底有沒

有用 平轉輔大 《從台中到台北》-34 會話老師的「全盤」否定 毫無效用

的因應策略 《不順遂的職場生涯》-37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最後一份工

作 第三節 一起競走的日子 《不再模範的孫女與女兒》-39 與媽媽相處的



片片斷斷 真人實事的失蹤記 如落葉般凋零的功能 不守信用的爸爸 那年

的聖誕夜 照顧者位置之進駐 熱鍋上的家庭 筋疲力竭的狀態與樣貌 第四

節 尋覓另一道路徑與出口 《我與心理學的相遇》-50 算命師告訴我的啦 

許久之後的哭泣 離家出走 不斷搬家 重拾書本當老學生 撒了一個天大的

謊 《小結》-54 第四章 轉向之旅------------------------------------------56 第一節 

工具性的抉擇 《入學前》-57 破釜沈舟 《碩一上》-58 一場關於「人」的

戰爭 哭哭啼啼 vs.無懈可擊 話題女王 那個屬於我的論文團體 《碩一下》

-63 外婆過世 話中有話？ 架構之生成 我輸了 情感是可以好好被對待的 

《碩二上》-70 牽一髮，動全身 我被照顧(一) 我被照顧(二) 蝴蝶效應 情

感性的退出與轉移 第二節 分析(理性？)與情感拉扯的學習 《水土不符》

-75 自我的抗拒與防衛 《能動與轉寰》-76 勞工家庭經驗的看見 互為主體

的同理 被壓制的女性同胞 毛毛蟲的回應 書寫的困難 真正的相隔兩地 

《小結》-86 畢業前夕，給家人的一封信 第五章 典範變遷與自我的對話-

-----------------------------89 第一節 心理學的哲學起源及其演變 《希臘文

化》-89 柏拉圖之前的哲學 理性主義 vs.經驗主義 《中世紀》-90 靈性與

個人主義 文藝復興 《世界圖像的機械化》-92 科學革命 哲學再造 《啟

蒙時代》-93 理性延續 浪漫反動 《走向心理學》-94 意識心理學、潛意識

心理學、適應心理學 評論 台灣的美國心理學 《心理學的反思》-96 Alan 

C. Elms 談社心領域中的信心危機 第二節 重返人文典範的心理學 《人文

典範的定位》-98 哲學中的內省傳統 心理學中無聲的質性研究 《小結》-

103 自身經驗與典範之對話 第六章 研究限制與建議 -----------------------------

-----105 故事主軸的擴充 互為主體之追求 參考書目-------------------------------

-----------------107 中文部份 英文部份 附錄--------------------------------------------

--------110 四之一：轉向前後的時間表 四之二：高等社會心理學「無懈可

擊」的課堂報告 四之三：「無懈可擊」報告後的邊緣處境 五之一：心理

學典範之流變  

參考

文獻 

中文部份 丁凡譯(1999)：《自主學習》。Daniel Greenberg 原著。台北：

遠流。 丁興祥譯(2006)：《質性心?學》。台?：遠?。 王甄蘋(1999)：

《壓迫中的解放與自由---一個諮商員的自我敘說、自我生成與專業實

踐》。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淑娟(2000)：《對

「家」之情感與意義的轉變—一個家庭教育者的重生》。輔仁大學應用

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朱儀羚譯(2004)：《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

創傷與意義的建構》。Michele L. Crossley 原著。台北：濤石。 何穎怡譯

(2000)：《女性研究自學讀本》。Joy Magezis 原著。台北：女書。 余德

慧(1990)：《中國女人的生涯觀：安內與攘外》。台北：張老師文化。 

李美枝(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析論》。本土心理學研究，6，260-

299。 李昭慧(2002)：《生命之河---一個中年女性安全感與母職的破

解》。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雅卿(2004)：《乖孩子

的傷，最重》。台北：遠流。 沈季蓮(2002)：《年輕女性的成長經驗與

性別意識的形成歷程—以職場中的性別對待為入口》。輔仁大學應用心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 晟(1985)：《向孩子說》。台北：洪範。 林惠

卿(1998)：《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依賴---從脈絡的角度重新建構依賴》。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易之新譯(2003)：《存在心理治

療》。Irvin D. Yalom 原著。台北：張老師文化。 帥文慧(1997)：《母女



關係的移動---以情節的書寫朝向改變》。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洪國尹(2000)：《阿媽動---一個很像男人的女人》。輔仁大學

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開誠(1997)：《同理心開展的再出發---

成人之美的藝術》。輔仁學院-文學院之部，26，261-274。 翁開誠

(2006)：《若絕若續之「輔『仁』」心理學》。應用心理研究，31，161-

193。 夏林清(1993)：《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有關勞工生活的調查報

告》。台北：張老師文化。 夏林清譯(2005)：《Change：與改變共

舞》。Paul Watzlawick, John Weakland, & Richard Fish 原著。台北：遠流。 

高國揚(2005)：《外派大陸人員配偶之自我成長》。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黃秀菁(2000)：《打破愛情玻璃罩---三十敢立的女

子》。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翠芬(2001)：《一個青

年女性自我之建構與轉化---自傳式民族誌取向》。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楊雅亭(2004)：《我那家庭主婦的媽媽---敘說取向的

探究》。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世德譯(2001)：《敘

事治療的力量。故事?知識?權力》。台北：心靈工坊。 潘淑滿(2003)：

《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 劉惠琴(2000a)：《母女關係

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97-130。 劉嘉雯譯(2007)：《道德的

重量》。Arthur Kleinman 原著。台北：心靈工坊。 鄧明宇(2000)：《獻身

與沈淪---一個男性的自我生成與發展》。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賴誠斌(2004)：《自我敘說探究與生命轉化---發生在蘆荻社大

的學習故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英文部份 Bruner, 

J , S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k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J , S (1992).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H . Beilin & P. 

Purfall(Eds.),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ies. Hillsdale, NJ：LEA. Elms, A. C.

（1975）.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p.967-976。 Gergen, K. J. & Gergen, M. M. (1988).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1, NY：Acdemic 

Press. Gergen, K. J. & Gergen, M. M.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p.266-275. Lincoln, Y. 

S. & Guba, E. G. (2000).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Contradictions,and Emerging 

Confluenc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CA：sage. Mcadams, D. P. (2006) 

The stories Americans live by ： the redemptive self, p.3-34, 271-292.. 

Polkinghorne, D. E. (1988). Narrative knoe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arbin (1986). Narrative Psychology：The 

stories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NY：Prager.  

論文

頁數 
112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