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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維根斯坦說：「我語言的邊界就是我世界的邊界。」 教育或許也是這樣

的，唯有當學生能夠自己說出自己的故事之時，我們才能知道學生的

「世界」確實有所成長。 沒有零用錢又想買東西小朋友會怎麼辦？做蠢

事受傷了要怎麼說謊？參加學校舉辦的各種活動能夠體驗到什麼？教師

的一句話真的會影響學生一生嗎？課程的設計與安排是否真的能夠讓學

生從中學習？從一雙球鞋、一個便當或大家一起吃火鍋這樣的小事情中

能夠得出什麼樣的大道理？只想玩樂、逃避考試、叛逆期青少年與家長

的各種爭吵，背後又代表了什麼？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的自我敘述，將這



些看似平凡又極為特別的事件結合，譜出一個個生命的故事。同時，以

「標籤」的編碼技術，將故事與故事、故事與理論、理論與故事、理論

與理論加以連結，形成生命的網路。經由在故事中不斷的自我對話，更

加瞭解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最後，依自我敘述的故事與對話內

容，加上撰寫論文時的特殊經驗，對家長、教師與研究者們提出各項不

同的建議。 

摘要

(英)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s the limits of my world,” Ludwig 

Wittgenstein that said. Maybe education is the same. Only the student can speak 

his own story, we know the student’s world improved exactly. How does a child 

do when he want to buy something without pocket money? How to lie when 

children do some stupid things to get hurt? What can they experience while taking 

part in school’s activities? Could a teacher’s words really influence students’ 

whole life? Could students really learn from the course designed and arranged by 

the school? What can students get the wisdom from some little things like a 

sneaker, a lunch box, or eating hot pot together? What does that mean behind 

teenagers’ rebellious phase when they just want to have fun, avoid taking exams, 

and fight with their parent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self-narrative of the 

researcher, and put some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affairs together for a little 

stor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coding technology “Tag,” link story and 

story, story and theory, theory and story, theory and theory to a life network. 

Through continuous self-dialogue, to realize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myself.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self-narrative and special experiences from 

writing this essay, will provide some recommendations to parents, teachers, and 

other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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