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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一個助人工作者的專業訓練，可以是怎樣的形式？怎樣的過程？ 我，經

歷右眼視網膜剝離而視力缺損，多年來封存單眼視殘的祕密，努力扮演

著一般人的生活與工作。十年工商界工作後，為尋找生涯出路而進入心

理所，不意在與盲人同學近身相處的過程中，面對到自身「明／盲際

性」，勾動長期壓制的情感慾望，而成長過程中因身心障礙／殘缺標籤

下迂迴轉折的各種「去政治性」生存策略，也因為在與盲人同學的關係

中被逼出現。本論文所敘述的是我個人自我變革的故事，即我個人在這

種「明／盲際性」的位格上，落入研究所的學習氛圍中，啓動了一段

「移動探測的行動研究」歷程，而這樣的故事的另一層含意，是一種助



人專業學習的在地知識。本論文的重要軸線，即是談我的助人工作學習

啟蒙與發展過程，談這一路過程是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中發生，我如何

辨認這個過程以及我自己。 我的動能帶動我跨走不同界域，在多種關係

及角色中與他者互動︰投身視障生學習活動、心理系紀錄片剪接；在系

所資源所鋪陳出來的學習土壤中滋長︰課堂對話、遊走日日春、火大聯

盟等社會運動現場，進入視障社福機構。整個學習行動的開展，即是夏

林清「立基於在地實踐脈絡的選擇」以及「在移動探測中更新慾望」的

概念，這一連串所啓動的各種學習性的社會活動，我將之區分成三塊：

身體政治、關係政治、歷史政治。這三塊政治的視角讓我裝備了可以豐

富觀看他者的多元視角，以避免去政治性地扁平觀看各種敘述主體的生

命。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 錄 第一部分 緣起 第一章 研究緣起—打開潘朵拉的寶盒-------------------

---------------------------1 求暖／緩 我的潘朵拉的寶盒 與盲相遇 去政治性的

存有 一種助人專業學習的在地知識─個人自我轉變故事的另一層含意 

第二部分 肉身之所承載 第二章 迂迴的生存姿態，及其生成-----------------

--------------------------------7 眼睛與我的初始淵源 跟隨生存競賽，不敢脫隊 

生命中的大地震──第一次視網膜剝離 難以理解的受創視覺 挫折的身

體 焦土視覺──第二次視網膜剝離 變形視／世界 內外交相煎 抹滅異常

──無法悅納自己 「身心障礙手冊」結構出另一種矛盾 隱瞞──隙縫

求生的選擇 放棄不了也無謂輸贏的戰役 「主流」在我身上 第三部分 跨

界移動 第三章 與盲相遇︰我的關係政治--------------------------------------------

--------20 為什麼靠近「視障者」 因為協助而互相靠近 不一樣的學習方式 

什麼是「學習」——製書廠的共學經驗 異質性的生產關係 第四章 協力

關係中，慾望的復甦----------------------------------------------------28 親近關係

中，能動與慾望被啟動 我的「被需要」 差異挑戰了什麼 失明也礙不了

的情慾 第五章 接續斷裂的舞步︰我的身體政治----------------------------------

---------35 身體的壓制 身體之所承載 玩耍的身體 身體專業．性工作者的

與我的… 身體．力量 我的身體政治 右眼現身 明/盲際性的社會生存位置 

第六章 靠近歷史，看見家庭︰我的歷史政治-------------------------------------

46 見證之外的另一種見證 不能說的秘密 沈默的身影．阿公 探觸歷史︰

老輔仁心理學工作者紀錄片剪接 另一個媒介．試探連結 扭結的生命．

父親 苦悶生命的出口 第四部分 我的助人專業學習之路徑知識 第七章 移

動之後，前行的方向-------------------------------------------------------59 五/無障

作夥（一夥人） 龐雜行政工作的焦慮與轉化 教育邊緣位置所給出的設

計權與行政設計所撐出的輔導空間 也要追「小偷」的輔導工作 拈花惹

草，命名翻轉 第八章 我的助人專業學習之路徑知識----------------------------

------------------67 我經驗過的「人」的工作 找出路 去諮商技術專業化的

助人工作學習路徑 生命視角多元參看的學習 使用自己，看見他者 第九

章 研究方法—格/革自己的局---------------------------------------------------75 社

會活動中的移動轉化 行動研究、實踐路徑 反映的實踐者 他者與對話 最

後一章 現在才要開始------------------------------------------------------------------



83 地域時空之界︰影像與歷史 明盲身體之界︰無意識欲望 一種混類混

障的實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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