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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這篇論文是一位具有多年實務經驗的社會工作者，在其年屆四十的那一

年，以其自身豐富的家暴經驗，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與行動中反映的實

踐，來探究家庭暴力與其生命經驗、社會工作和社會階級壓迫之間，是如

何在她身上交織成一張看不見的網，並成為禁錮她幾十年生命的牢籠，最

後她透過生活現場的重新學習來重看她的原生家庭、婚姻問題及社會工作

專業的訓練，並破除暴力循環的魔咒。 論文的第一章提示有關自我覺察到

自己從小到大「不善辭令」及「先做再說」的部分是隱含於行動中反映的

實踐，並透過這樣的行動方式來選擇和決定論文的指導教授。第二章說明

我個人在過去的工作和生活中，由於對於理論的過度信奉，使得我陷入暴

力循環的恐慌當中，因此為了脫離這樣的恐慌，我期待能透過這個研究，

為自己找到解套的方法。第三章是回溯自己在多年前與「敘事」相遇的經

過，及它如何引發我今日以它作為我論文的研究方法。第四章「童年」是

我透過敘說的過程來理解原生家庭對我的影響作用，及造就成為今日的

我。第五章是我對自己婚姻故事的理解。第六章是我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

自我揭露自己的婚暴經驗及在婚姻中的種種覺醒。第七章我說明自己如何

透過法律諮詢、離婚計畫、運用社會資源及社工的專業來執行離婚的行

動，並讓自己順利離婚。第八章從離婚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與覺察到自

我在社工角色上的移動，及自己在婚姻訴訟的過程中是如何的透過自我倡

導的工作來爭取法律上的公平對待。第九章是我在離婚後對生活的新體

驗，及經驗一般人對受虐婦女和離婚婦女的刻板印象。第十章我終於明白

自己的生涯轉換是與自己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的。第十一章我透過生命現

場的重新學習來重新理解家庭暴力，及對社會工作在家庭暴力實務工作上

的種種反思。第十二章我接受夏林清、王行與劉惠琴三位老師的建議，透

過自我敘說後，對原生家庭、婚姻經驗及社會工作以重說故事的方式進行

新的理解。 在這個研究中，我不僅對自己的生命經驗有了新的體認，同時

也理解到社會工作專業在我身上所呈現的弔詭與糾葛的經驗。因為社會工

作除了幫助我解決婚姻的問題外，它也是建構這些問題的來源，因此當我

透過研究看清楚這些現象後，我才得以找到解套的方法。  

摘

要

(英)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a social worker who has plentiful practical experiences. 

When she is forty years old, she uses her own abundant experiences of domestic 

violenc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violence, her life experience, social work 

and the depression of social classes through the way of self-narrative and the 

practice of reflection-in-action and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effects imprisoned her 

mentally for tens of years. At last, she uses “life-story” to see her raw family, 

marital problems and h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a social work in a new way, and to 

break the curse of violence cycle. Section one of this paper depicts that I realize my 

two characters, which exist from my childhood to the age of grown-up, are included 

implicitly in the practice of reflection-in-action . One character is that my eloquence 



is not so good, and the other character is that I always do one thing before I consider 

its result clearly. Besides, I select and choose the instruct professor of my paper 

through the action stated before. In section two, I explain that I make myself stuck in 

the panic of violence cycle, for I believe the theory excessively. Therefore, I 

anticipate that I can find a way to relieve myself and get rid of the panic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oing my paper. In section three, I trace back to many years ago, when I 

met with “self-narrative” first time, and describe how “self-narrative” inspires 

me to take advantage of it as my research method to my paper. In section four, 

“childhood,” I use the way to “self-narrative” to figure out the effects from 

raw family and how these effects affect me and make me be the person today. 

Section five describes the apprehension of my marriage. In section six, I disclose the 

marital violence I encountered and the disenchantments of my marriage. In section 

seven, I illustrate how I use legal consultation, divorce plans, social resources and a 

social worker’s profession to execute my action to make myself divorced 

favoringly. In section eight, I am conscious of the movement of my role as a social 

worker through my divorce, and appreciate impressively how I can strive for the fair 

shake by self-advocat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vorce action. In section nine, I 

describe the new life experiences when I’m divorced, and I also experience some 

ordinary people’s stereotypes about a abused woman and a divorced woman. 

Section ten depicts that I finally realize that my life transformations and my life 

experiences a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n section eleven, through the life-story, I 

have new rea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introspections about the 

practical social work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section twelve, I accept the 

suggestions from three professors, Shia Lin Ching, Wang Hang and Liu Hui Chin. 

They suggest that after “self-narrative,” I can use “life-story” to get the new 

understandings about raw family, marit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work. In this study, I 

not only have a new awareness of my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realize the paradox 

between my life experience and my social work profession. Because the profession 

helps me to solve the marital problem, however, it also constructs the origins of 

these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after I understand these phenomena 

through the study, I can find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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