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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從開始到結束 

 

第一節   故事開始 

翻閱文獻期間，我反覆閱讀邵懷平的＜變調的迷彩戀曲---外島役男分手歷
程之研究＞，我即將站在與他不同的角度和立場寫一篇「兵變」的故事。然而在

閱讀的過程裡，我不止一次的想放棄撰寫這篇論文，因為我看到遭逢女友兵變的

男生，在軍隊裡苦無對象傾訴、失意痛苦之際還必須打起精神繼續例行的操課及

演訓，也必須如常承辦業務、保管裝備。外島役男休假管制比本島還嚴格，老鳥

菜鳥都遵守一樣的規定，想到那些役男面對情變的痛苦、憤怒、悲傷、疑惑、無

奈，在同情之餘，我開始心虛，沒有把握我是否該「沒有同理心」的幫自己及女

生說話？會不會很激進、偏袒、被攻擊為「根本不懂男生的辛苦」？那時很喪氣

的想放棄這篇論文。 

和指導教授討論，發現我跌入了「對」與「錯」的評判標準與「我沒有陪

對方走完」的自責裡。所以我才會在看到役男們的情變之痛時，感覺自己「脫不

了關係」，很像原本躲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卻突然被拎出來大加撻伐的感覺。 

的確，選擇做這題目，一開始是私心的想幫自己找一個「我沒有錯」的答

案。在男友當兵時期提分手，雖然知道感情在當時走不下去了，卻還是無法擺脫

看待自己是「兵變者」的罪名。於是，我想找到跟我一樣的族群，那一群站崗女，

我想知道她們的情感經驗如何？她們有跟我一樣的困擾嗎？想分手卻又擔心自

己不仁不義？當時單純的想法是，只要我找得到這樣的人，知道有人跟我一樣有

過這些掙扎與遲疑，我便可以在接觸她們的過程裡，因為生命的分享與共震，得

到支持與慰藉。 

然而會在閱讀邵懷平的文獻即失去動機，這代表我太有目的與方向的想要

藉由這篇論文說話了。老師提醒我，若已經有了「預設立場」，例如：「兵變的女

生一定都有理由」、「面臨分手與否會因男友當兵而承受莫大壓力」⋯，則找尋研

究對象及論文的立場就失去客觀、彈性與開放了。老師說的話讓我重新思考我到

底想「看到」、「聽到」「了解」到什麼？ 

的確，除了研究者身分，我還帶著自身曾是兵變者的身分進入這個研究裡，

未來接觸的所有文獻、往後即將遇到的參與者，當她們在描述自己的故事時，我

難免帶著一些預設立場，也會受自己看事情的觀點影響。然而我最想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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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身的經驗，了解其他女生是如何度過這一段特殊的時期。有多少女生在感

情已逝之後主動提分手，事後背負了「兵變」的罵名？又或者，因為擔心被冠上

「兵變」的紅字，而延遲分手的時限？我想了解他們是否將「兵變」視為畏途？

在男友當兵期間，無論在兩人的親密關係、或是自己的生活，她們都經歷了什麼？

因為考慮到哪些事，她們做出離開或繼續留下的決定？之後遇到哪些阻礙？這些

都是我的疑惑，而非以此批判男生，我甚至沒有要說「女生其實很委屈，她們兵

變沒有錯」。 
 

一切只因為我經歷過，所以我關懷。 
 

我所決定的敘說取向，相信人會主動追求目的、意義與價值，而每一個人

的生命意義與價值，都來自於自己的創造，沒有絕對的真實虛假，也沒有對與錯。

而我身為一個研究者，進入參與者的生命，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旨在透過對話

與互動，深入了解研究參與者所抱持的世界觀，尊重他個人對事件的詮釋與理解。 
 
我好奇的，其實跟當兵期間遭逢情變的男生一樣，都想知道他們的女友主動

提分手「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假若可以給女生一個管道說出這一段時間的

心路歷程，至少她們不再只是被罵、被污名，而有機會替自己發發聲。男生也可

以藉著此正視原本輕忽掉的訊息，細想在當兵的這段期間與女友的互動關係與溝

通方式。甚至，未當兵、未面臨情變的男生也可以藉由這些女性的心聲，而得到

一些啟發、提醒與參考，讓他們知道「女生在想什麼？」 
 

於是，我打開論文之門，歡迎站崗女進來。 
 

第二節 訪談過程 

伍、 訪談的期待 

決定進入薇婷和小玲的故事之前，我透過電子信件和她們針對研究目的、

以及一些基本資料，例如：所在地、年齡和男友的交往年數等進行仔細的澄清與

確認。願意接受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我的邀請，敘說自己的感情故事，相信
她們一定對自我有期許，對訪談抱持著期待。於是，訪談正式開始之前，我會邀

請她們談一談為何決定參與我的研究？對訪談有何期待？ 

目前對親密關係覺得迷惘失望的薇婷，她很想知道「為什麼明明用理智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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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要分手時，我卻沒有很認真的去提？」同樣的情況假如發生在其他朋友身上，

她一定勸對方分手，「為什麼在我自己面對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我很難很難去說我

要分手。」她希望找到那個影響自己做決定的原因與答案。 

而小玲則是甜甜一笑：「沒有啊，就是助人為快樂之本啊！」那段時間她比較

有空，加上她也曾經參與過其他人電腦相關的作業訪問，雖然訪問內容跟男友沒

什麼關係，小玲卻在對方提出「生活型態是怎麼樣？」的問題時，驚訝的發現「怎

麼辦，我好像是為他而活！。就是會發現自己好像真的是⋯⋯就是以他的生活，他的作

息為主。」而透過那次訪問，小玲發現「後來反而覺得，我好像在逃避自己的一些問題，

才要把重心放在他身上。」這是很深刻的覺察與反省，「覺得是⋯⋯不是很確定，就

是對自己沒自信，或是在偷懶吧！⋯對自己的事情偷懶。」小玲可以在短短的訪問即

開始找到離不開關係的蛛絲馬跡，對找尋自我、解決問題的認真態度，令我十分

欣賞，也更加確定與男友的感情問題確實困擾她很久了，小玲亟思改變。 

兩次訪談，加起來不過四小時，對我和小玲和薇婷來說，四小時可以建立

的熟悉、親密感，比起自己身邊的朋友、親人、甚至伴侶，對於彼此所知實在極

為有限。然而，要針對一個特定的主題，進行專注的討論、傾聽、分享四個小時，

佐以每次訪談的逐字稿，以及最後依據我的理解寫成她們的故事，就是十分難得

的機會了。尤其在這四小時小玲與薇婷所講述的故事，許多都是鮮少與外人道的

私密紀事，而對兩人的交往過程、衝突事件、自己的心境轉折，她們毫無保留的

述說，每每充實了我對站崗女的認識，也豐富了我對感情裡各種樣態的了解，我

甚至可以很自豪的說，我比她們的男友還了解她們在關係裡需要什麼、期待什

麼。除了因為同是女性、有相同的站崗經驗，我想，最主要的還是，我們彼此信

任。 

對我來說，薇婷是一個鑽石切面的女生，可以在各個角度、各個切面褶褶

閃耀，可惜的是，在情愛關係裡，她將自己的光芒掩蓋起來，在男友身邊，她是

一個「消失的女人」。 

而聰慧的薇婷看到這點，訪談進行兩次，我看到她的自我開始甦醒、壯大。

成長的速度之快，讓一向舒服的伸展、盤據別人地盤的男友的自我，感受到擠壓，

而驚覺事情不太一樣了。她提到男友最近的抗議：「他就跟我說:『妳可不可以不要

那麼愛生氣，妳最近為什麼那麼愛生氣?』我就覺得很無奈。我就想跟他說，我沒有最

近比較愛生氣，我只是最近比較會告訴你我在生氣，我只是之前都不說。」、「事情我都

看的很清楚，可我缺的是跟我男朋友講的勇氣。」問她為什麼最近比較勇敢，比較

會說了？「因為我覺得我不想再繼續這樣了吧，這可能是最大的原因。」薇婷快速而

堅定的回答。我想，善於忍耐如薇婷，也已經到一個極限了，她不再、也不願按

捺對男友的生氣，更何況，這樣的負面情緒，最終除了傷害自己，也將會傷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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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她所苦心經營的愛情。 

究竟是因為最近受了很多的刺激？例如訪談？身邊的朋友的反對？還是⋯

「可能都有吧，⋯我覺得都會影響到。」只是，透過訪談，「有人談會講的比較深，

因為一個人講可能就一個圓圈，⋯你就只會一直想很煩，然後情緒很低落，可是有一個

人跟你談，會比較釐清為什麼很煩，因為你會提問題，⋯就會有比較多的思考，就不會

只有很煩很煩的字眼。」 

薇婷心底還是喜歡男友的，假如就這樣分開了，還是會不捨難過，打電話

來也會開心，甚至一起出遊都還是會有心跳加速、幸福的感覺。「可是我覺得我愈

來愈沒辦法忍受他的那種行為，當然他從以前開始都是這樣。可是我覺得我慢慢體會

到，⋯一開始談戀愛都會覺得對方的人就是那樣，不會因為跟你在一起而改變，可能就

是要互相調適，可是我覺得我調適太多了。我後來發現那不是調適不調適的問題，不是

我接不接受的問題，也不是我給不給他自由的問題，而是他根本不懂得尊重另外一個

人。」 

薇婷對男友有許多的耐性與包容，她欣見任何調整，對於關係，她還沒有

完全放棄努力，從薇婷告誡兵變的好友：「人在一起難免都受到一些誘惑，妳要想辦

法克制那些誘惑，妳要去尊重妳的另外一半，尊重妳給他的那個身份，妳要做任何事情

之前妳要考慮到對方，妳不要去傷害人家。」薇婷需要且等待的，就是男友這樣的

尊重。 

每個人在旅途上都帶著故事，他們的故事，你的，我的，當我們專心的傾

聽一個人的故事，等於是尊敬彼此之間的故事，經由傾聽，我們汲取了他們生活

智慧，彼此學習，也擴展了我們的視界。＜艾麗絲夢遊奇境境＞的作者 Lewis 
Carrol認為：說故事是一種送禮的行為。的確，光是透過語言、文字，人與人之
間可以達到深刻的交會，就如同我和小玲、薇婷的接觸，傾聽她們的同時，我也

分享、回憶、檢視、重組我自己的故事。小玲、薇婷讓我在她們的生命舞台裡飾

演一角，歷時四小時；之後，我沉浸在她們的故事裡無數個日夜，這些故事已然

交織進我的故事裡，我想，這是她們給我的最珍貴、慷慨的禮物。 
 

陸、 限制 

由於小玲和薇婷的男友目前都還在服兵役，訪談過程裡難免提及男友的服

役單位、負責的業務內容、休假型態⋯等，小玲男友曾跟小玲反應，身分方面有

線索可循，若暴露則會給部隊帶來困擾。基於擔心會給男友帶來困擾，小玲希望

有些訪談內容不要放入文本裡。但纞人們在服役期間的互動、每一階段的相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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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跟役男的服役單位、業務內容、休假型態等息息相關。研究者秉持著不讓

研究參與者遭受傷害及尊重參與者意願的前提，若需提及上述資料，僅在指導教

授與口委面前口頭陳述，在研究中則不放入。 
 

柒、 故事之後 

小玲 

訪談之後，和小玲與薇婷都交換了 msn，寫作論文的同時，線上碰到不僅
會互相問候、交換近況，還可以在線上即時詢問我漏失的部分、確認我的理解。 

完成小玲的故事後，馬上寄了一份給她，除了確認我沒有誤會她的意思，

也希望她可以給我一些回饋，尤其是訪談當時沒有想到、沒有想清楚的事，或是

在讀完自己的故事之後，目前有的新想法或體認。 

小玲的回覆很簡單：「他對我這樣，我還不離開的原因滿奇怪的⋯反覆咀嚼自己

講出來的話語，結果都還是相同----遲早會分手」從小玲最後一次的訪談以及幾次書

信往來察覺，她已經在做準備，也做了預告。「訪談結束後我有要求男友能多付出

一點心思，不過還是沒有效。新認識的朋友又都叫我分手，今天跟男友提分手了，不知

道會撐多久，不過希望能真正的分手。」小玲對關係裡的不平等越來越敏感，也對

關係的反動越來越高。 

兩次訪談都有給小玲逐字稿，依照自己實習期間打諮商逐字稿的經驗，話

語一旦落實成文字，更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思考脈絡。我想，對於小玲和薇婷來

說，看到自己所說的話被一字不漏的紀錄下來，甚至組織成故事，自己以當事人

又同時是局外人的身分反覆閱讀，或許較容易看出自己的「結」在哪裡？ 

七月初，小玲將暱稱改為「67%結束，剛好過完 2/3卻無法堅持下去」，關心詢

問，小玲說我是第二個問她這個問題的人，第一個是她的男友，居然看不懂完全

沒想到這件事跟他密切相關，還問小玲「是否要休學？」，小玲打了「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我卻一點都笑不出來，心裡疑惑她的男友神經是否真的太粗了點。 

小玲決定和男友分手，「至少會分開一陣子」，這個決定是新認識的朋友們慫

恿的，為什麼這一次會決定？兩人沒有爭吵，「剛好他最近態度很吃定我，小不爽。」

小玲提出之後，男友的反應也淡，「他 OK 阿，沒說什麼∼」。之後兩人的互動將

會如何？小玲覺得唯一的改變大概是「晚上沒人可以講電話啦！」心情呢？會不會

難過？「不會啦~~反正沒什麼差別說⋯不要見到面都 OK。」事發至今，不過三天的

時間，小玲目前還未跟太多人說，關心她身邊是否有人可以陪伴？她堅強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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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說她會去找朋友，也要打工，會有很多事忙。 

邀請小玲談談她此刻的想法和心情，從她說才幾天而已，自己也沒什麼把

握，感覺她似乎擔心自己會選擇回去。我告訴她，只要是她自己的決定，都是好

的。我很清楚，處理感情不像切菜、剪紙那麼乾脆、俐索，即使理智知道「不得

不然」，情緒還是很難調適，自己一路走來，最受用的想法即是：儘管我也常常

害怕自己的情緒或想法又往死路鑽，但我相信，就像是登山客走「之」字型山路，

來來回回似乎總在同一個橫切面，卻已經是不同高度了。小玲也會漸漸的往「之」

字的高處走去，就算未來在同一段感情裡，她也會因為這一路的摸索、找尋，更

清楚自己在感情裡要什麼？想找到什麼意義？小玲終將成為另自己更滿意的她。 

 
小玲在故事完成檢核說明裡，回饋這篇故事與她真實的經驗貼近程度為

75%。原因是：「有些地方是我無法形容的出來的部份，例如我們生活還是有開心、甜
蜜的時候，這部份我比較不會形容。當然他也是在我生活中幫了滿多忙的，不過他也的

確是讓我不開心。」而關於在研究訪談之後，針對訪談過程的感受、建議或是影

響，她還想說的是：「我一直很希望能夠好好陪一個人、支持我的另一半渡過他辛苦

的時候，當然也希望這個人值得、需要我。如果能有機會，我也是會希望能好好站完一

次崗的，呵呵。算是了了一個心願吧。」 

 

薇婷 

讀完了自己的故事，薇婷的來信這麼說：「有時候覺得，人其實是一種很健忘

的動物。當我們獲得一些補償，或是過的比較好一些的時候，就會自動的遺忘那些不快

樂的過往。讀完自己的故事，只有很深切的無奈，那些痛苦倒是離的很遠了。然後有一

種苦笑的感覺，想不透如果真的這麼不好，自己怎麼還會繼續跟他在一起。」當我們

用一個第三人的角度來看自己的故事，以及當時所經歷的一切，似乎多點清醒、

少點傷痛，「情緒化的部分變少了，但是更可以冷靜的想清楚應該有的作為。」這些

日子以來，薇婷將故事讀了又讀，有些原本在訪談時沒有想得很清楚的部分，例

如「自己不夠好」的部分，她目前有了新的體悟：「我想我的『我不夠好』，並不是

對別人不夠好，而是對自己的不夠好。所以我應該要學習的是，怎麼樣對自己再好一點，

少一點的委曲求全，學會能屈能伸，而不是永遠的只屈不伸。」薇婷發現了癥結，從

訪談過程開始，就已經慢慢的解開綑綁在身上的「要更好」的繩子。 

而我最關心的，還是她和男友之間有何改變？或者是有什麼新的相處模式

呢？「⋯男友在 5/22 之後下部隊了，勤務很重，操課很多，相對的他也比較需要我，

所以他自己好像對我比較好了，⋯網友的問題，這一個多月來，降低很多很多。」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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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見這樣的改變，但又很怕這跟男友剛當兵時的回春一樣，如曇花一現般的短

暫，不能持久。薇婷目前的打算是「應該還是走一步算一步吧，預計還是觀察到退

伍後的半年，只是萬一提早清楚的看清楚他的『不改變』，那或許不用等到臨門一腳我

就會自動的乖乖離開，當然還是會希望幸福的一直走下去囉。」 

歷經兩次見面、數次網路相會，薇婷怎麼看訪談對她的影響呢？「最大的影

響是，不要老是把不好的纜到自己身上~~不要問題一發生都以為是自己的錯，學會面對

一件事那就是自己不是一個聖人一個天使。」一開始薇婷對訪談有期待，她想找到

離不開男友的原因，經過訪談，薇婷找到答案了嗎？從她給我的化名「薇婷」，

我很開心她找到了「因為我覺得我談這段戀愛~~從一開始就是在等待，無止盡的等

待。」等待什麼呢？等待男友符合她的期待：終可成熟、珍惜她。 

 
薇婷在故事完成檢核說明裡，回饋這篇故事與她真實的經驗貼近程度為

100%。關於在研究訪談之後，針對訪談過程的感受、建議或是影響，她還想說
的是：「其實我一直對有機會參加這個研究訪談感到很感激，因為接受訪談的時候，是

我感情僅次於出現第三者那次的最低潮，一度想要已結束作為最後的決定。那兩次和小

璧的談話，也釐清的我的困惑我的不安，同時他的傾聽也安撫了我，讓我冷靜下來多思

考一點，也許是因為這樣帶來的好運氣吧，男友的心思似乎也有所改變，比較願意以我

的角度思考，比較配合我了，因而可以幸運的走到現在。」 
 

 第三節 接觸她們，也再接觸我自己 

McAdams（1993）認為，敘說者在分享敘說探索的過程中，傾聽者很可能
也會開始思索他們自己的個人敘事。而這即是我最想從本研究裡得到的，透過分

享敘說者的生命故事，一邊反思與重新組織屬於自己的故事。 

剛開始聆聽小玲和薇婷的故事，最難受的是聽到她們怎麼對待、體恤男友

的部分。 

一方面是感到氣憤、不平，小玲和薇婷都努力的扮演著「健康的阿兵哥背

後支持體諒的女人」為什麼他們的男友不表示感激就罷，竟還忍心傷害她們呢？ 

再來，浮現的情緒是自責、愧疚----以前即使是「站崗女」，我也沒有像她們
一樣為男友做那麼多，自問那一段時間到底為男友做了哪些事？現在的記憶已然

模糊，翻箱倒櫃找出以前的筆記本，發現我們就像一般情侶，甚至更像親人，吃

飯、看電影、與家人出遊、和朋友聚餐⋯等，從記事本裡的生活紀錄，一點都看

不出我們的感情已由濃轉淡，當然也覺察不出危機。時隔兩年，我已經無法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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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當時自己為何那麼「受不了」而必須要分手了，沒有像薇婷和小玲這兩對情

侶頻繁發生的爭吵，男友也不至於沉迷網路、批評我的外貌或是做事態度。比起

她們所經驗到的親密關係，我可以說是「幸福」的。然而，我還是無法忍受關係

的持續，毅然決然提出分手，丟他一個人當完兵！ 

於是以往的回憶在我自己的催逼之下不斷湧現。 

前男友當兵之前，我們認真談過分手，然而七年來的感情怎麼可能說斷就

斷，大部分還是不甘心，覺得怎麼會沒有辦法呢？一定可以找到解決的方式的，

例如多跟他說我需要什麼、我希望他怎麼靠近我⋯等。於是我們決定暫時不告訴

週遭的親朋好友，協議分手。 

入伍前一天，陪他去採買，沿途強作輕鬆的鼓勵、祝福他，等他一回家，

我關在房裡哭得傷心，捨不得他即將去一個「陌生地」，捨不得他離開時，多帶

了一件「分手」的行李。 

我是無情的人吧，我居然在這樣的時間點跟他分開，我懷疑且生氣自己為

什麼就不能少想一點、少要求一點，我已經那麼幸福了，我怎麼還是不快樂？約

定不跟彼此的父母、朋友說，不僅是怕他們追問那些我們自己也還無法釐得清楚

仔細的理由。再有，就是我無法相信我們會走到這樣的結局。 

新訓期間，也跟著他的家人南下探望他，噓寒問暖、探聽他在裡面的狀況。

一切都是自然而熟悉的，我們分明就是一對情侶呀！於是在某次的電話裡，前男

友讓我自己決定我們之間的關係。那時覺得他在當兵，能做的實在不多，捨不得

他一個人在軍中，還得獨自面對「情變」之傷；也覺得自己相較於他在軍隊裡的

生活乏味，我在外頭可以認識的人多、生活也自由，兩人的生活與人際圈是不公

平的。基於一種期待，期待我們的關係可以在兩人都正視這個問題之後有所調

整、改變，我選擇繼續我們的感情。 

那時剛好考上研究所，開始了新的生活，他也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兩人都努力著熟悉環境。談過「分手」之後，兩人的關係變得有距離，即使還是

男女朋友，還是如常見面、一起活動，然而，彼此心裡都知道，兩人不像以往那

麼肯定地久天長了。 

回想起來，發現當時若有「情況若不能改善就分手吧」的準備，其實兩人

的感情幾乎不可能再前進了。凝視著對方的眼，不再是戀人帶著疼惜眷愛的眼，

而是像顯微鏡一樣挑剔檢查、衡量著每一個互動時刻的他是否「懂我、符合我所

期待」。在這樣的過程裡，我發現自己慢慢的棄守，我冷眼看他做著我所不喜歡

的事，卻不像以往一樣希望他改變；從前會努力的告訴他我的想法、期待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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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卻什麼都不多說；他不能陪伴我去參加我非常希望他能跟我一起去的活

動，我就找其他朋友；他不能跟我討論我很想跟他一起分享的書籍或電影，我就

跟其他人聊。表面上我們還是一起做許多事，也不爭吵，還是可以聊天、開玩笑、

說著家裡、學校、他軍中同袍發生的趣事。可是我心裡知道，我們不再像以前一

樣親密了，至少，我開始築起圍牆，隔絕親密的接觸，拉大和他的距離。而這些，

是我在決定以「當兵這兩年，當做我們重新努力的契機」時，從未料想到的。 

當我發現男友開始會做那些以前我希望他做的事，我已經將牆築高了。發

現對方改變，卻已經無法繼續愛他，對我對他都是遺憾而可悲。而當他持續做那

些我所期待的事時，我只會更生氣、更難過的覺得「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我沒

有感覺了？我以前等的不就是你現在這樣嗎？」 

當時還曾為此接受半年的諮商，在諮商的過程我愕然發現，那面牆的砌成，

是以前我對他隱忍下來的怒氣、埋怨。之前我都用理智的方法呈現給他，但那個

傷害性情緒是真實存在的，它堵住了我對他的感情、也堵塞了我們的關係。我為

前進不了覺得自責，畢竟我是他的女友啊！怎麼可以前進不了呢？然而我也不敢

停下來，因為他在當兵。卡在進退為難的境地，我才知道，自己用了一個爛方法

傷了自己，也破壞了我的愛情。原來就是那些被忽略、壓抑的情緒累積，導致了

我無法再愛。 

當兵那一年，讀研究所那一年，我們的感情處在一個「繼續」或「結束」

的關卡，那時覺得我們一起相處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再深一點的心靈交流或是對

活動的興趣總是卡住。之前會告訴自己，人不可能樣樣完美，這個部分雖然卡住，

但我覺得空虛時，可以找朋友聊；想要參加活動，可以邀朋友同去。但後來發現，

如果很多事情不能一起做，時間久了，兩人之間的共同回憶、依賴感也會慢慢減

少。到了最後，對方的存在除了名份頭銜，沒有任何其他的意義。於是，沒有爭

吵、沒有撕破臉，我們就分開了。 

我們的感情可以和平落幕，不需要驚天動地的理由，更不需要有人做錯什

麼。一開始的「好好的為什麼分呢？」的心虛，再重新思量過之後，覺得也許這

樣更好，誰說一定要誰對不起誰？誰犯了錯所以分手呢？ 

訪談過程，心情就是這樣，隨著小玲、薇婷，也隨著我尋著了過去的回憶

而悲傷、快樂、憤怒、安慰、惆悵、心疼，起起伏伏。我們像是三株薔薇，成長

在相似的土壤，卻因向陽背陽的關係，而有不同的成長速度。有時我從她們的故

事裡看到我自己---薇婷跟我提到的「讓我們再牽一次手」那篇文章，讓我震驚的
看到自己原來也在期待「無錯」；從小玲說「站崗是一種悲情的使命感」，讓我發

現自己對自己「有情有義」的評價是建立在陪對方當完兵。有時，她們從我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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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看到之後可能會碰到的考驗和風景。 

 

從自責到共感 

事情已經過了兩年，老實說我的眼淚還是不止，從開始寫自己的故事就開

始哭泣。我跟自己說，我也是陪現在的男友當完兵了。從他入伍前我們認識，到

四月中退伍我下崗，總算是完整的走完了。我是可以陪著一個人把路走完的。 

朋友問我為何哭泣？問我為何一定要將「陪他走完」當成枷鎖一般戴在自

己身上？我最直接的回答是：「想到他很可憐。」驚覺這不也是薇婷的遲疑嗎？ 

陪對方走完當兵這一年十個月，到底代表什麼？我為什麼會那麼拘泥在這

個圈圈裡？我想我跟薇婷一樣，都是容易自責的女生，自責的另一個層面，就是

以為自己只要多努力一點、多付出一點、多注意一點，我們不希望發生的事就不

會發生。感情的世界也是這樣類推，假如我是懂事、成熟、脾氣好⋯的女生，我

的感情就會順利。而假如我不夠努力、不夠有智慧、不夠理智，我就會失去我在

乎的東西。 

這樣的想法看似律己甚嚴，其實是一種「強勢」與「自私」。感情世界裡，

為什麼只有我夠努力就可以幸福美好？就算我是懂事、成熟、脾氣好的女生，憑

什麼對方要因此喜歡我、愛我呢？這是他的期待嗎？假如不是，我苦苦追求那樣

的標準，到底是為我還是為他？ 

綁著我的到底是那份罪惡感？還是正如朋友跟我說的「你是一直要求自己

好，覺得沒道理這樣會失敗。」那個不甘心呢？ 

寫論文期間，跟朋友們一起去爬玉山。這一年缺少運動的結果，體力衰弱

至極，加上高山症，步行 500公尺之後，我就開始出現「心臟狂跳、眼睛前面一
片黑、流冷汗、暈眩」的症狀。人在自己得心應手的地方活久了，很容易出現「萬

能」的幻想。一向好勝、好面子、吃軟不吃硬、據理力爭如我，從不願屈服於命

運與人為教訓，這一回被氣壓、被大山教訓的心服口服，如果要問我這一趟學會

了什麼？我會回答，我懾服於一座山，並且被它征服。 

整段路途最折磨人的，是隔天凌晨半夜兩點從排雲山莊出發攻頂。2.4公里
的路程，必須爬升 550 公尺。比起花費全天步行 8.5 公里、爬升 1000 公尺困難
艱鉅許多。每一次停下，我幾乎跪伏於地，貼平於石面，隨時都可以睡去⋯。最

後的 200-300公尺，盡是碎石與陡坡，攀爬時必須手腳並用，拉提著自己的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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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擔心我的狀況，勸我留在原地等待，即使吃力勉強，我還是堅持要爬上去，

剎那，我了解到，一個人的命運決定於他的個性。 

回想初登上玉山頂，大家紛紛發表：「登上了玉山，還有什麼事是做不到

的！」等狂語，玉山改變了很多事，大家都找到了信心和重新出發的勇氣，只有

我的經驗跟大家相反，接觸玉山之後，我深深感覺到「我不能做到的事的很多！」 

那一次，老天以慈祥、寬宏之姿，給我沿路同行者的支持和陪伴，也給我

嚴酷的山行考驗，在在令我服氣，輸給一座山，我心服口服。回程時，下坡路勉

強可以，每逢上坡，就步步都是我的磨難，別人可以幫我背背包，可是沒有人可

以幫我步出這座山。再醜、再蹣跚，我都得自己來。 

這次爬山之旅，我觸碰到心裡最「頑劣」的一塊，我太相信我可以改變一

切了，相信只要我更好、更有智慧，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而這樣的信念，

放到感情裡，除了讓我辛苦、自責，還讓陪在我身邊的人十分有壓力。 

在哭泣的同時，我心驚自己是不是還沒有走出來？假如這樣，我有資格分

析與詮釋薇婷與小玲的故事嗎？而當我意識到，這可能是另一種共感的時候，我

心裡傳來歡唱的聲音。她們的故事，透過我的眼、我的心、我的經驗和感覺，呈

現在我和讀者的面前。我體會到她們的無奈與遲疑，以深刻真實的共感。 

 

結束：我看「離開與留下」？ 

在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裡，有時會質疑自己為何要選擇這樣的題目，對方

身邊都有新的人了，已經不會在乎這樣的過程發生了什麼？我為何那麼想不開，

獨獨留在這裡「往過去看」，繼續留在「兵變」的回憶裡挖掘？ 

漸漸的我發現，我不是在「原地踏步」，帶著自己的故事接觸小玲和薇婷，

從前的經驗讓我很快得以進入她們的故事，於是我可以理解小玲和薇婷在關係裡

的委屈、不平、壓抑、期待與擔心，也可以理解面對一段了無生氣的感情，有多

難開口說離去。做決定是困難的，人都害怕改變，和一個曾經相愛的人分開，是

一種撕裂的痛苦。即使感情世界千瘡百孔，在一起那麼久了，關係都像親人那麼

緊密了，要離開真的捨不得。更令人卻步的是「假如之後我後悔呢？回不來怎麼

辦？」那種無可挽回的絕望，而這近乎是一種賭注。尤其當離開的那個，是帶著

愧疚、遺憾的情緒離去，會更容易陷入「假如我那時想法轉一下⋯」、「為什麼不

能多觀察、等待一陣子」的懊惱與自我譴責中，這些，都是我自己經歷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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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過去」，我得以碰觸她們的「現在」；因為她們，我得以檢視自己的

「現在」。 

離開一段關係，是短時間的劇痛；在關係裡的不快樂，是沿岸拍打的巨浪，

長時間下來，石頭被海蝕、衝擊的失去本來的面貌，從前的我，總覺得自己不夠

好、要求自己收拾負面的情緒，強逼自己在關係裡當個「好女友」、「好孩子」；

衝突爭執紛起時，獨自找尋溝通之道。這些壓抑、忍耐與孤獨，都讓小玲、薇婷

和我遠看是一件鬼斧神工的藝術品，近看卻坑坑疤疤，失去了本來的面貌與活

力。而我，在這樣的壓抑中，失去了感受關係裡的愛、喜悅和熱情的權利與能力，

然後，在自己感受不到，也無法給予愛的絕望狀況下，選擇離開。 

結束了前一段感情一年後，我第二次站崗。我重新經歷男友休假、收假、

留守、協調假期未果而必須取消活動、收假時間提早、靠電話聯繫、趁外出洽公

時去兩人抽空見面、年節前夕去探視以讓他提早出來⋯等站崗女皆會碰到的各種

情況與心情。男友今年四月初從部隊退伍，我正式下崗。我是一個站過兩次崗的

女生，這樣的經驗不重疊，因為兩次站崗的我，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我。 

女人生產的時候，可以靠著「坐月子」調養身體，重新改變自己的體質。

分手對我來說，即具有這樣的意義。我重新探索那些壓抑的情緒，並釋放它們；

我不再要求自己「夠好」才值得被喜歡，我不做自己和他人期待的我，因為我知

道，隱藏真實的我，不僅會傷害我自己，也會傷害別人，一如我的離去傷害了他。 

如今，我知道假若想擁有一段健康的關係，我必須冒險表現真實的自己，

無論正面負面；也必須懂得照顧自己的需要，並誠實說出來。因為上一次的跌仆，

我失去了對我來說多麼寶貴的一段，因為這些學習，讓我重新改善自己看待「關

係」的體質，我更會珍視此刻擁有的。 

於是，儘管回憶總令我難過落淚，但現在我已不會責怪自己「當時怎麼會

做這個決定」了，我放過自己、相信自己「當時有很好的理由必須如此」。感情

的壽命短或長，都是兩人互動的結果，若真的必須揮手道別，請相信感情裡也有

四季，雖然在冬天分離，我們仍可以在春天找到幸福。 

在論文即將完成、已然進入緊鑼密鼓的最後兩禮拜，男友因為工作的需要

到楊梅受訓。因為課程的忙碌與集體行動的要求，他只能在晚上與我聯絡。這一

陣子，每當寫作遇到瓶頸、心煩氣躁之際，就會很希望找他聊聊天、訴訴苦。記

得第一天晚上接到他的來電，我迫不及待跟他大吐當天的寫作的不順與對論文進

度膠著的擔心，而他在電話那頭靜靜聽我，告訴我慢慢來，有時即使是原地踏步，

也是在為靈感充電。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如此，突然發現我們似乎回復到當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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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只有晚上通電話的生活。 

從他四月退伍以來，我們脫離了「聯繫不便」、「見面不易」的情況，休假

的喜悅與收假的痛苦也成為歷史。撰寫論文時「站崗女」的感覺之於我變得「扁

平」、「中性」，只能憑藉小玲、薇婷與其他站崗女的描述來回想當時自己的感受。

一切都是那麼湊巧，如今他在楊梅，我趕論文趕得暴躁心慌，當自己需要跟他說

說話、發發牢騷時，等待電話、計算時間重新讓我感受到「鮮活」的折磨。這樣

的感覺多麼熟悉，它讓我在分析與詮釋站崗女的心情時，在生活中也真實的共感。 

當我終於得以跟男友通上電話，互相交換彼此今日的故事：我的論文進度、

他的課程，即使是漫天胡扯心裡也是滿滿的充實。掛上電話會不自覺微笑，又有

勇氣繼續敲著鍵盤努力。我想，這不就是站崗女也是所有女生需要的：被專注的

聆聽、關心與支持，欣然分享彼此。 

也許當兵、遠距離都不是愛情裡最艱難的分離習題。最重要的是，對方是

否有感受到你的「在乎」和「愛」。不論以什麼方式、不論用什麼語調，能不能

把你對對方的在乎傳送過去讓對方知曉，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