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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將網站、報章雜誌的資料做一整理，以及說明過去的研究對於男女

雙方進入愛情、分手的解釋和理論，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將整理以往網站、報章

雜誌對站崗女「兵變」的看法與討論；第二節將呈現愛情關係的維護與終止；第

三節將討論性別刻板印象與分手的關係。 

 

第一節  網站、報章雜誌的討論 
國內國外有關「愛情」、「分手」的文獻很多，然而，針對男生服役期間，情

侶之間情感改變的文獻，國內只有邵懷平（2003）針對外島役男分手歷程的一篇
研究。而網站上關於「情變」、「兵變」的討論或是關係裡的當事人親身感受的文

章、留言卻時時可見。為了增加這方面的知識與理解，研究者以電子郵件寄發「引

用同意書」徵求當事人同意〈見附錄二〉，大致將網站、雜誌的資料整理如下。 

 

壹、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與要求 

男性服役期間，社會對站崗女的期待與要求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 
 

一、預防兵變 

張老師月刊第 317期裡說到： 

在大學校園裡，流傳著大三男生與大一女生是最匹配的話語。大三學長追到大一學

妹後，談個兩年戀愛，學長就可以放心地去當兵，不用擔心已經大三又名花有主的學妹

會兵變，等到退伍，剛好學妹也大四畢業，這樣兩個人就可以一起準備出國等等的規

劃。⋯這是以男性為出發點來想事情。因為怕兵變，所以先算好年齡差距〈廖之韻，

2004〉。 

從此可以看出男性通常都是聞「兵變」色變的，有些人甚至會在當兵前夕主

動和女友提分手，為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自己先提分手以免日後打擊。

更有「遠見」的男性，甚至會預先在挑選交往對象時即選擇仍然在學的女孩，以

避免「兵變」的情況發生。 

 

二、對站崗女的教導與要求 

關於男性在這一年八個月裡承受了哪些精神與肉體上的折磨，一直以來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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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墨，甚至有許多文章會直接教導站崗女： 

女子當體會你的男友，部隊複雜的風氣、環境、軍令威權與生活作息，絕不是身為

學生或就業的妳所能想像。人在部隊中，不過是一個渺小符號而已。妳可能很難理解、

對部隊枯燥的文化興趣缺缺，但這是妳的他正在經歷，妳的安慰、支持與認同將是他最

大的後盾。 （信望愛全球資訊網-2000年西洋情人節特刊） 

站崗的女人版，板友 gaubb說：「⋯在此刻當兵並不是他所願意、並不是他所能
選擇的！當他隔著電話筒知道你心情不好時，他是不是心情也跟著受影響？是否會影響

到他在部隊裡做事情的進度？是否會影響到他整天的心情？當他知道你心情不好，難過

時，他只能無奈地隔個電話，心急如焚地哄著妳。那種心情，在外面的我們可以了解嗎?」    

亦有板友 shakecat告誡雙方：「部隊裡面，最缺乏的就是自由，如果你期望他放
假還要當一個 100分的男朋友，是你沒搞清楚狀況；特別是，不要跟他玩猜心遊戲，他
沒有那個心情和精力，在好不容易有的假期裡去揣測妳的心意...都在站崗了，就成熟一
點，成熟的表達自己的情緒，成熟的跟對方溝通，如果對方還是仗著自己當兵最大，分

手也罷！只是不要用分手來當成妳希望他多關心妳的手段。」 

在傳統的社會價值中，男生當兵時若是和女朋友分手，一般而言女性必須承

受的道德壓力比男性來得大。以世俗的眼光來說，男生在軍中為保家衛國而受

苦，站崗女理應耐心等候，豈可「兵變」？大家都只看到男性在時間與體力上的

付出，較少思及站崗女在男生當兵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多元、極富挑戰性的。 

站崗女雖然不用付出體力，但同樣必須付出時間等待，尤其這樣的等待似乎

沒有現實上的「承諾」足以保證。等待期間內心的痛苦與掙扎，並不比付出體力

輕鬆。軍中規矩繁雜，放假時間不固定，有時費心安排好假期計畫，只因長官的

一聲命令而被迫取消或改期；許多男生面對突如其來的軍事訓練會不知所措，女

友成了首當其衝的壓力宣洩者。這時站崗女不僅要調適自己的情緒，還得照顧男

友的感受，充當輔導員；也有些站崗女在男友當兵期間，要擔負起照顧男方家人

的責任，時時得煩惱該如何與男方家人溝通、相處⋯等。這些繁雜的瑣事加起來，

對站崗女來說都是很大的壓力與挑戰（林欣若，2003）。在這樣的社會期待下，
不僅讓站崗女背負了「維繫感情」的壓力，還必須忍受孤單寂寞、掛心軍中的男

友、獨立解決生活的大小瑣事。 

很多問題是身為站崗女之前從未面臨到的，但在此一非常時期，站崗女們被

迫要變得成熟，懂得收拾情緒而不讓男友擔心，將對男友的期待降低、獨立解決

生活裡所遭遇的問題⋯等，對男生而言，當兵是人生重要的轉折點，對站崗女而

言又何嘗不是？ 

三、苛責兵變的女性 

站崗的女人版，板友 Shilia認為女生在站崗時期所感受的寂寞與孤單，若遇
到可以呵護照顧她的人，就容易意志不堅。就像逛街時看到心儀的鞋子、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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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鍊、包包，就會想擁有。「⋯事實上，已經夠了，並不是缺了它就活不下去。只是

在剛好遇到的那一刻，『好想要』、『如果能擁有的話，那該有多好』。只是很多女生並不

了解，其實寂寞是一個很短暫的情緒，也像想敗家一樣…如果就為了一時的怕寂寞，得
用接下來的幾十年，睡在自己身旁的並不是自己的最愛來換取，這樣的代價是不是太昂

貴太不值了點？也許這不算 『代價』，而是一種懲罰。是上帝對於隨意蹧蹋靈魂伴侶一
片真心的人所給的懲罰，罰她用幾十年的悔恨來了解那時只因為怕寂寞而任意在人心口

上狠割一刀究竟有多麼的痛…一定不能當個挖洞給自己跳的笨女人，要乖乖地把崗站好

才行。其實，現在乖乖站崗還多了一個原因：怕哪天也變成被大家口誅筆伐的對象..。」 
 
告誡站崗女必須忍耐住寂寞，若因為耐不住寂寞而接受其他追求者的感情，

則會面臨將有的懲罰，諸如此類的文章到處可見。還有人會以「成熟度不夠」當

作「兵變」的另一個原因。女性離開的理由被簡化為「耐不住寂寞」、「成熟度不

夠」而備受大眾苛責。這些說法就是不認同「分手」本身其實是一個經過考慮與

掙扎的決定。讓人心疼的是即使在「站崗的女人」網站，姊妹們也是如此互相「砥

礪、告誡」，由此可見這樣的刻板印象與社會期待多麼深入人心。 
  
還有一些男性，會以當兵階段來檢視與交往對象的彼此關係，作為是否長期

交往參考，即「只要她能等我退伍返鄉，我一定會努力給她幸福。」（邵懷平，

2003）。但仔細的想，為何女生要接受這種考驗？從這些現象裡我們也可以發現
社會大眾對於女性的要求、對在此一時期提出分手的女性的評論，的確有失公平。 

 

貳、女性面對男友當兵的經驗 

 
「站崗的女人」在這段時間經驗了什麼？怎麼度過的？心情如何？依據台大

電子佈告欄批踢踢「站崗的女人」一版，可以粗略將其分為感受與生活兩大類： 
 
一、感受 
 
（一）思念 

版友 mewmew寫道：「我生病了，一種名為"相思"的病。病狀是：1.一個人睡覺
很寒冷，不安穩。2.觸景傷情，動不動就想到你就想掉眼淚。3.妄想症，窩在你的床上
就假裝你睡在旁邊。4.被虐狂，想要你在旁邊唸唸唸說我笨笨又胖胖。5.職業病，你愛
吃的什麼都想買，買了卻沒人可以吃。6.沒精神，被我招呼的客人都好可憐，因為沒法
好好服務。7.少了有你的摸摸抱抱揉揉捏捏，全身就是怎樣都不對勁。8.太多太多了，
怎麼樣都寫不完你不在的痛....親愛的，快點回來，只有你才是我的解藥，只有你是我的

相思豆，治我的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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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侶在男生服役之前，從未面臨這麼長時間的分離，於是更是不習慣。

而讓站崗女會食不知味、了無心緒工作讀書、經過有著兩人同去回憶的地方會觸

景傷情掉眼淚⋯，就是這種因分隔兩地而生的相思病啊。 

（二）等待 

軍中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地方，通訊會受到限制，女生多半都只能由男生主動

打電話聯絡。於是「等待男友的來電」就成了站崗女必須經歷的精神折磨。板友

miadi923說：「我現在整個心都懸在那邊，每次騎機車看到機車有來電顯示時，都會停
下來看是不是他打的，⋯那種期待落空的心情，真的很令人失望，再沒來電的話，我真

的快哭了~~~~」hatoko：「不管什麼時候我的手機都是開機狀態，甚至連洗澡都會把手
機帶進浴室，只為了不要漏接掉他任何一點訊息。每當手機閃爍著"私人來電"的時候就

是我最快樂的時間；放假他來找我是我最奢侈的享受。」板友 gaubb甚至形容自己：
「等他電話等到懷疑自己是否有幻聽。」 

 

分隔的痛苦不只役男一人獨自承受而已，天天等電話、等消息的煎熬與對兩

人結局的不確定性，對等待的站崗女來說是多麼難受的事情。必須時時刻刻側耳

傾聽手機是否有來電、查看是否有未接來電，或是隨時把手機帶在身邊，這些神

經質的舉措，都是因為想念、牽掛至深所致。 

 

（三）擔心 

相隔兩地，軍中的生活對站崗女而言是陌生、無從想像的，於是當男友在軍

中受了委屈、被欺負、為難或是面臨種種壓力與不適應，女友能直接給予協助的

機會十分有限，只能無止盡的擔心。板友 batteer說：「最近他的壓力很大，第一次
聽他講電話講到哽咽(他從來沒有在我面前哭過)之後再打電話都很沒力，只說了一下
喂，然後就一片沉默。我不知道該怎麼做，連應該跟他說什麼都不知道，因為部隊裡的

事也不是我跟他能夠改變的，聽到他這樣子我也覺得很難過。他很久沒放假短期內也見

不太到，電話也不太能打，即使我常常寄信給他給他支持跟鼓勵，對他似乎也沒什麼感

覺，到底我還能做些什麼呢?⋯誰能救救我教教我？唉.....」板友 aacs0130表示：「我
覺得男友當兵最大的問題在擔心⋯八天沒有任何消息，一打來就是『剛剛去處理一顆疑

似爆裂物』，背景是不斷的叭叭叭，因為他一直都辦法聯絡上，我也沒辦法得到任何關

於他的消息，情勢又很恐怖，我心都快被撕裂了。」riga81525：「擔心他在兵中吃不習
慣、睡不暖⋯」 
 
男友因業務身陷危險，有時忙碌得無法來通電話給個消息，每每只能眼睜睜

看著所愛的人情緒低落，卻又幫不上忙，這些擔心、懸念、著急，總是令站崗女

覺得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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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責 

因為男友休假的可貴，加上數十天的殷切等待，站崗女會自覺必須為男友休

假時的心情好壞負責，希望給男友好心情。若在休假期間發生爭吵，站崗女事後

往往會顯露出懊惱、後悔、自責的心情。板友 eagly：「昨天跟我家猴王出去的時候，
因為鬧彆扭的關係，一路上都故意不理他。結果，下午五點多的時候，接到電話說要管

制休假，9點以前就要回到營區。⋯嗚嗚，我居然為了小小的事，把我們兩個這禮拜相
處的時間鬧彆扭鬧掉了。嗚嗚嗚，我再也不要跟當兵的人鬧彆扭了啦~~~~你下次回來我

一定會對你好一點的>"<(懊悔中) 」。板友 miming說：「他剛當兵沒多久，放了兩次假，
每次都因為不同的原因吵，⋯後想會覺得自己有做錯的地方，可是當在情緒上的時候根

本無法控制自己。⋯我也知道不能煩他，否則就會很慘，可是好難做到喔~~覺得自己變

的一點也不像自己了。」 

 

對於自己的任性、鬧彆扭以致於和男友吵架鬥嘴，相較於平時，站崗女在男

友當兵期間會更加自責是自己不夠體貼懂事。 

 

（五）落寞、孤單 

男友未從軍前，小倆口可能是朝夕相處的同窗或身處同一環境，想念對方的

時候，約好時間就能見面。從軍之後，男生變為「國家的財產」，星期一至五必

須在軍隊裡接受操課與處理業務，又得配合輪職留守或進行基地訓練，休假時間

不固定。女生於是必須學習一個人的生活，平時生活的點滴無從立即與男友分

享，心情難免落寞孤單，遇到節慶或茫然、困難之際，很容易就會有「親愛的你

為什麼不在身邊」之感。板友 hihidudu：「⋯我最愛的你...在當兵中...只能用電話安
慰著我..真的好氣...為什麼你不在我身邊？⋯覺得好孤獨..我真的太依賴你了....你在當
兵..我卻遇到事情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因為找工作的事情...心理真的好

煩好煩好煩。」MonkeyCaco：「剛剛通完電話了，哎⋯又一陣無力 突然覺得好累哦！
又加上最近課業很多 又要忙專題身上又沒錢⋯又不知道何時才可以再見面？又感冒!!!

眼淚就直掉。」riga81525 也說：「我也變成了一隻大海上的孤舟，頓時失去了生活的
重心。」 

 
站崗女必須慢慢習慣身邊少了一個支柱、肩膀，練習凡是要自己處理、決定，

這個過程對於平時較依賴男友或身邊較無知心好友的女生來說更為辛苦。 
 

（六）單方面體諒、退讓的委屈 

大部分的人，包括役男自己，都會認為相較於當兵的勞累與辛苦，在外面的

女友行事自由輕鬆、睡眠充足、飲食多元⋯等，於是常常沒有辦法同理或根本就

忽視了站崗女在她們的生活中，同樣也是有煩惱、不順利與辛苦的。站崗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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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友 batteer說：「他常常會說你們在外面有多好好可以睡覺很好，可是其實我也是考
生，也有很大的壓力，只是不敢跟他提罷了。」；kellymay502也委屈的抱怨男友脾
氣變差了，因為覺得休假分秒必爭，於是會嫌她動作慢，有時還會生氣發火。「唉..
最近他的收假症候群越來越嚴重..變的好暴躁⋯以我以前的驕縱個性和現在相較起來..

我真的退讓好多了...」她甚至開始害怕男友下一次放假；而版友 NicoleM提出了他
與男友不同的認知：「⋯他覺得他等了一星期終於可以休息，且他常常覺得只有他在辛

苦，我都在外面玩啊~很自由。可是等待本身也是一種很累的心情啊！每次假日我都必
須要體諒他，每次我都拎著大包小包的去找他，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又很忙，我覺得我

的壓力好大好大唷，有時覺得很委屈又要說服自己說『他也是身不由己』，真的很累很

累。」 
 
當一方過度體諒，另一方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即是感情的危機之始。因為

覺得自己當兵辛苦，所以女友必須配合自己、體諒自己，這樣的對待與相處的不

平衡，讓站崗女常常感到委屈。 

 

二、生活 
 

（一）打亂自己的生活步調 

為了在男友休假時可以陪伴他，站崗女通常都會盡量把自己應該完成的工作

提前或是延後，以安排出遊或專心享受兩人在一起的時間。若遇到臨時狀況休假

取消，雙方都會十分失望。板友 mewmew說：「埃埃，枉費我還把假都換好了明後
天週休，之後就要苦命的連上六天班⋯」若遇到兩人爭吵或產生誤會，卻礙於分隔

兩地無法立即解決時，心情難免受影響。板友 batteer說：「到底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這樣搞的自己心情也很低落，準備考試唸書時常常想到他就一直哭根本念不下去。到底

應該怎麼辦?誰能救救我教教我？唉.....」為了讓男友感受自己與他同在、表示自己
可以體認男友的辛苦，有些站崗女孩甚至會陪伴男友「站哨」，版友 smaii：「不
管你是站幾點的更....我都會陪著你講電話，有時候半夜兩三點，睡夢中的我接到你的電
話，還是打起精神的說：『親愛的寶貝值更囉...』有時我還會講到快睡著⋯這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另類的陪伴，今天晚上要陪你值零晨 4:00-8:00，問自己累嗎 ? 其實會累....但

只有這樣，我才能更深切地體認到你的辛苦。」 
 
無論是休假的活動安排、發生爭吵時無法立刻溝通、解決、陪伴男友站哨、

趕赴男友外出洽公地點只為了見一面⋯等，站崗女的生活因為男友服役多少都被

影響。 

 

（二）數日子 

雖然實質上服兵役的是男生，但不是只有役男會去看「退伍日期計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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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女友，也在默默數著何時得以終結一個人生活的日子。板友 gaubb：「⋯站
崗至今，也進入了８０％了，我也從和剛站崗的姐妹一樣，無時無刻想見他，想念他想

到哭。整個心都為他所佔據。到現在的，只希望他平安退伍。」破百的時候，更是開

心：「破百，又是一個新的里程碑，代表著這一段當兵/站崗的旅程，進入了倒數階段。⋯
上禮拜，他說他已經是裡面最老的下士了，看見他高興的樣子，不禁也跟著他高興起

來。⋯迄今，五百八十三個晝與夜過去了，接下來，只剩一百個日夜，相信我們也會一

起攜手平安走過的，對不？」 
 
當退伍計時器寫著「距離退伍還有 0天，也就是 0秒」的時候，代表情侶們

的苦難與考驗結束。不僅役男，每一個站崗女們也都屏息倒數著，等待最後與男

友一起同聲歡呼、慶祝， 

 

（三）學習獨立生活 

許多站崗女都異口同聲的表示，以前不論到哪裡都有男友騎車開車作陪，現

今必須隻身往返；生活裡許多事、遇到麻煩以前男友會挺著，如今得自己想辦法

解決。站崗女們開始練習很多事不依賴他人而由自己動手，甚至還因此練就了許

多絕技，Wei就說：「⋯我上次自己才把主機拆了更換顯示卡，這在我男朋友當兵以前
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在他當兵以前，什麼事都是我男朋友幫我修理的，所以我從來沒

有想過自己可以組裝電腦。」 

 

（四）打聽消息、計畫假期 

站崗女都覺得有責任讓男友休假時過得豐富、有意義，不想虛度這個難得的

見面時光。會在版上請教大家如何安排休假？版友也都會熱心的分享、回覆。

tinkling：「⋯他們當兵狠累，放假或許想要多休息些，所以如果你想到遠一點的地方來
個兩天一夜，可以跟他討論看看他有沒有可以放三天或四天的假，這樣玩起來不會趕，

他也比較不會累。先溝通好，僑好假期跟日子，然後你來負責訂房呀訂票的...我想這樣

準備周全先討論過，你們才會有期待跟準備大玩的心態來迎接你們的假期吧...」kittyling
則分享自己的經驗：「我家寶貝的放假時間常常都是切成兩塊說。白天的時候，幾乎

都是待在家裡看看電視、看看電影，中午陪他家人吃飯聊聊天∼...傍晚的時候，幾乎天
天會出去外面晃晃，逛逛夜市、逛逛百貨公司，有時候我會上網找些有好評的餐廳或是

蛋糕店，然後就去尋寶....有機會有活動可以參加，就會跟他一起去玩耍、看看棒球等

等⋯」 
 
從「先跟男友溝通好，請他們排假」的提醒，可以看出在當兵期間，要計畫

一個距離稍遠的休假，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即使是呆在家裡，如何彼此協調、滿

足對方需要，都需要花心思。由此可以看出「當兵」一是也深深影響站崗女的生

活和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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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網友們的分享與書寫，可以看到站崗女在兵役期間的站崗生涯，幾乎

都過著比平常更為辛苦的生活。這些煎熬涵蓋生理與心理層面，除了必須忍受

念、男友不在身邊的孤單與寂寞、學習獨立生活、還要為男友的軍旅生活擔心、

計畫假期⋯等。尤其當女性開始步出了社會，面臨人際關係的改變、工作環境的

劇變，必須處理與面對的問題，和身在軍中的男性所要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 

 

參、大眾對站崗女「兵變」的看法與討論 

本研究將網友對於男生服役期間，站崗女「兵變」的看法大致分為以下四點： 

 

一、生活環境劇烈改變 

 

「站崗的女人」網友 NightKnight認為：「其實兵變的『變』不只是女孩子改變，
你自己也在變，變的不再隨 call隨到，變的不再天天見面，你變到一個她所不能了解的

世界裡，尤其是當你抽到外島簽的那時候，更注定了你已經進到了這漩渦。」  
 
無論在本島或是外島，役男必須開始適應軍隊裡的生活，站崗女則必須適應

一個人的生活，加上開始進入社會求職，生活的極大改變也會帶動思想觀念的改

變，使兩人的感情面臨考驗。 
 

二、對兩人戀情的考驗 

 

當兵是役男生命中「不得不」的特殊事件，對感情也是空前的考驗，版友

flyleaf說：「畢竟當兵本來就是對戀情的一個考驗。要真的兵變男生也應該慶幸吧！要
是連當兵這時期都無法度過，等當完兵後有其他事情考驗，搞不好也很快就分手了。」

版友 nacci2003也說：「當兵也是愛情的一種考驗，如果能夠渡過這一關，那麼感情一
定會更穩定~~而且要互相信任~~彼此都要好好努力下去，相信一年多很快就會過去的~~

要牽著彼此的手好好的走下去^^」似乎大家都將男生去當兵的這段時間，當作是考
驗彼此愛情，檢視自己感情的一個機會。這一年十個月，隔著一定的距離，對情

侶雙方來說，無論思考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兩人之間感情，都是很難得的機會。 
 

三、感情本來就不穩定、存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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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同意「兵變只是一種分手的藉口，應該是之前就存在一些問題。」網

友 diana619認為感情自有其壽命，會不會分手全看雙方懂不懂得經營，若在當
兵這個敏感的時間點分手，就歸咎女生「兵變」，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很多時

候在當兵前或許就有徵兆了，只是很多人都會選擇性的忽略，就算是心存懷疑，也會放

在心底。但是到了「當兵」這個節骨眼上，環境、心情各種因素加諸在身上，那麼情感

的反應就會更強烈。那麼，就會產生「兵變」這種情況，只是這個事情發生在當兵期間，

所以叫做「兵變」。但是如果在一般的時間上，是不是就跟我們所謂的「分手」是一樣

的道理。」Keepyoung認為：「我覺得會不會兵變，其實跟當兵沒關係耶，如果本身兩
人的感情不夠穩定，當兵就是一個藉口阿！」 

  
大家對於當兵時期分手，幾乎都認同那是愛情本身的基礎不穩定，不能怪罪

當兵。還有人認為：「就算女生等到男生退伍又怎樣?? 會分手就早晚會分手，進入社
會之後會有更多問題，此時不分手將來也有機會會分手的。」這些說法，算是較為持

平、理智的。 
 

四、同理與不平 

 

站崗的女人版網友 aacs0130：「我並不認為兵變是應該的，可是我看到站崗版一
大堆文章『苛責』兵變的女子，都說她們不忠.依賴.受不了寂寞.不愛對方，可是其中有
幾%是這樣?有多少背後是不為人知的辛酸故事？這樣懸殊的意見讓我感到很錯愕。我
們本身就是站崗的女子，站崗會遇到的困難我們最清楚，我們都不是聖人，多多少少也

會動過兵變的念頭，我們最清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念頭？要做出決定有多痛苦多困

難？」  
 
這樣的聲音多半還是由有過站崗經驗或是目前仍在站崗的女性本身所發出

的，且往往很容易被攻擊而顯得更加微弱。 
 
由上可知，網友對女生在男生服役期間提分手的看法，傾向兩人之間「本來

就存在問題」、「感情不夠穩定」，也對面對兵變的女性提出不平之鳴。當距離不

再只是空間，兩人的心靈也不似以往般契合的時候，真的無法以愛為名相依相

繫，而男生服役剛好加速分手的可能。現行的資料目前多見「役男服役情形」，

還不足以回答女性在親密關係裡決定繼續下去或分手的掙扎與衝突。面對情感改

變不一定會分手，研究者嘗試以下列的理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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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愛情與親密關係的發展 

壹、愛情關係的維護與終止 

學者們對於愛情的解釋，會根據不同的理論來說明。Rubin（1970，1974）
在分析 182對情侶對其情人的態度後指出：愛情不像喜歡只是純然地欣賞對方的
特質；愛情主要的內涵還包括依附、關心和親密感。構成愛情的元素或條件若是

足夠，則愛情得以持續；反之若是缺乏，則將面臨分手的局面。社會心理學理論

中亦提及戀人們面對感情改變，是否會選擇分手？抑或是繼續待在親密關係裡？

戀人們往往會評估、衡量自己的付出與得到的比例。而Marston等（1987）也認
為愛情是一種複雜的個人經驗，它不只包括態度，更一種情緒、感覺與行為表現。 

 
以下本研究以愛情三角理論、社會交換理論、公平模式、以及人際溝通分析

理論來了解影響愛情關係持續與否的因素。 
 
 

一、愛情三元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Sternberg（1986）認為每種愛情關係都包含有三種基本元素： 

1. 親密（intimacy），愛情中的情感成分，是一種親近、相連、隸屬，兩
個人心靈契合、相互了解，彼此相知相惜。的感覺； 

 
2. 激情（passion），愛情中的動機成分，主要是各種渴望與需求的表現

─自尊、呵護、聯繫、支配、順服以及性滿足。渴望與對方結合，和

性相關的驅力強烈而明顯； 
 

3.    決定/承諾（decusion/commitment）：愛情的認知成分，指涉兩個部分， 
包括短期的和長期的兩方面。短期是指做出決定要愛某個人，而長期

是指做出承諾要跟一個人維持長期的愛情關係。 

 

這三個愛情元素會隨著時間與關係的進程，而有不同的徑路變化。以成功的

愛情來說：「親密」會隨著時間而增加；「激情」則是在認識初期快速達到頂點；

「承諾」是中期之後，隨時間俱增達到高峰以後，持平走進高原期，如圖 1（柯
淑敏，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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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成功的愛情的過程 

Sternberg亦指出愛情的三種成分需以行動來表達，缺乏了表達，即使是在偉
大的愛情也會消失。而傳遞愛情三個成分各有不同的行動表示方法，例如：（一）

能傳遞親密成分的行動：溝通內心的感受、增進對方的福祉、分享自己的財物、

時間等、表達同理心、提供情緒或物質上的支持等。（二）能傳達激情成分的行

動：親吻、擁抱、凝視、觸摸、性關係。（三）能傳達承諾成分的行動：誓約、

忠實、在艱困時刻仍不背離關係、訂婚、結婚。 
 
三元素，缺乏哪一個都會使親密關係陷入危機。缺乏親密與熱情，可能導致

戀愛滿意度下降；缺乏承諾，則情侶兩人間的戀愛關係傾向不穩，可能隨時會發

生變化。當一對情侶決定分手時，也就等於是將承諾收回，所以就分手這個議題

來看，承諾是比較關鍵的元素。比較起來，親密感雖然不是維繫愛情的唯一因素，

卻佔有重要的地位。Sternberg肯定親密感是構成愛情關係的主要成分。戀愛中的
情侶，希望伴侶時時刻刻陪伴在身旁，分享生活體驗的點滴、期待和對方有相屬

相連的感覺，這些都是自然且基本的需求。 
 
然而站崗女和男友可能身處南北、東西，本島外島，相隔兩地的結果讓情侶

都只能談「遠距離戀愛」。再者，軍中正常的放假時間是週末，有些單位甚至要

隔幾週甚至數月才有假期，站崗女平日只能依賴電話與信件與軍中的男友保持聯

繫、互通消息，在空間與時間的距離阻隔下，站崗女和男友在愛情關係中的「親

密感」變得難以維持，處於分離中的情侶感到空虛、焦慮或失望，感情就容易產

生問題〈林欣若，2003〉。一旦出現誤會、爭執，較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充分溝
通與了解，心靈的相契與相知漸遠，感情就很容易因此出現裂痕。 

 
然而，Sternberg發現，將愛分類，仍未能解釋為什麼我們會與某人墜入愛河

或維持愛的關係，而不與他人有良好關係。且他從自己所聽到的諸多「關係故事」

裡發現，無論是在關係間或關係內，若伴侶雙方對他們的關係有截然不同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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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故事就十分不同。於是，在愛情三元論提出 12年之後，Sternberg於 1998
年開始建構「愛是一個故事」（love is a story）的觀點。 

 
Sternberg嘗試將每個愛情視為一個獨特的「故事」，以不同的故事講述不同

故事的男女關係。他認為一種故事有多種撰寫方式，故事裡頭也有許多子纇可以

選擇。戀人們若可以了解故事背後的意念，就可以重新計畫，也許是改變故事，

也許是改造現存故事使它更有效更符合我們期待（Sternberg，1998/1999）。「愛」
的質素可以用親密、激情、承諾這些「結構成分」來描述，卻無法「系統化」愛

的質素，更不可能解釋為什麼會愛上某些人而不愛上其他人。這是因為每個人的

人格特質、角色期待、互動方式，皆會對兩人的關係產生影響。由此可知，「愛

情」的維護與終止，都不是單一原因可以概括解釋的。 
 

 
二、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此一理論主要是以經濟學的交換理論來解釋兩人之間的關係，並分析人們在

人際關係裡所付出及獲得的酬賞和成本。所謂酬賞，即是從人際關係裡得到自己

所期待的正向結果；成本，不僅包括人際關係裡所產生的負性結果，還包括無法

去從事可以得到其他酬賞的活動的損失。一般人在付出與酬賞間所做的考慮往往

可以用來預測一個人的行為。 
 
因為人際關係也是必須花費時間與精力去經營的，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會以「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ics）為其指導原則。Foa＆Foa
（1974）曾找出親密關係裡的六類基本酬賞：愛、金錢、地位、知識、物質及服
務。說明我們不只在物質、金錢上有所交易，我們也交換愛情、資訊、服務以及

地位等等社會性的東西。 
 
這些酬賞可依二個不同向度加以分類。第一個向度為：「特殊性」，指該酬賞

的價值是由提供酬賞的人所決定。例如，「愛」是極為特殊的獎賞，而「金錢」

是無論由誰提供均相同的酬賞。另一向度為：「具體性」，即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的有形酬賞。 
 
當希望自己在與他人互動時，可以達到最大的酬賞，一般人所採的乃是一種

「極大極小」的策略（minimax strategy），也就是以極小付出來獲取極大的報酬。
社會交換理論假設，個體會記下從某個人際關係所獲得的酬賞及付出的代價，評

估自己從該人際關係裡所能獲得的整體結果（關係裡所獲得的酬賞減去付出的成

本）---也就是該人際關係的淨結果對我們是有利（酬賞超過成本）、或不利（成
本超過酬賞）。除了淨結果，過去的研究也指出，維持關係的因素還包括為：比

較的層次（期望從關係裡應該獲得的標準）及其他的選擇（一旦放棄目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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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能擁有的其他關係。）（Blau,1964；Burgess＆Huston,1979；Kelley＆
Thibaut,1978）。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決定了個人對關係的滿意程度，以及繼續維
持關係的可能性。 

 
如何評估關係的結果對我們有利或不利？Thibaut＆Kelly（1959）指出有兩

種主要的比較標準。第一種為「絶對的比較標準」（Comparison level）指個體認
為自己從某種人際關係裡應該獲得的結果的「量」有多少。也就是個體對於「怎

樣的人際關係才是可接受的」的一種主觀認定標準，此標準會隨經驗的累積而有

所改變。第二種標準為「相對的比較標準」，指從某一人際關係裡所獲得的結果

是優於或劣於另一個當時也可以獲得的人際關係。也就是說，絕對比較標準是一

種個體依賴自己的經驗，對於人際關係的主觀比較；而相對比較標準則是我們覺

得該人際關係所提供的獨特酬賞是在別處所無法獲得的。 
 
由以上可知，假如站崗女在男友服役期間，所得到的愛和關心（結果）超過

自己的付出（自身的比較水準），則會滿足於關係而甘願繼續等待；而若得到的

愛與關心低於自己的付出，則會考慮去或留。再加上如果身邊有其他的伴侶或對

象可以選擇，離開的機會很高。 
 
社會交換理論以「成本」和「酬賞」的觀點來解釋人類互動的關係，被批評

過度現實化，忽略人們內在的心理需求。然它也提供研究愛情領域各種現象另一

種思維判斷的角度。 
 

 
三、公平論（Equity throry） 
 

    公平論首先由 Adams（1965）提出，由 Hatfield發展的更為健全（引自
Vanyperen＆Buunk,1991）。公平論的內容在於解釋維持人與人之間或團體與團體
之間，彼此能夠和平相處的一種理論。公平是一個抽象的字眼，張惠芬（1998）
以下列公式來描述關係的公平性： 

 
 
 
 
 
所謂報酬〈Rewards〉是指好處、快樂、及從關係中或透過關係所得到的滿

足，至於成本〈Costs〉則是可能在情緒上、金錢上、身體上、或其他因素阻礙
或破壞較偏好的行為。由上圖可知，A的報酬高低並非重點，關鍵在於其成本與
報酬是否成比例，假如是則為「公平」（引自林秋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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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就公平模式的觀點，親密關係是否得以維持，端視情侶是否在關

係裡感受到公平而定。無論是感覺對方付出太少或太多，皆會有不對等、不公平

之感，也比較容易結束或離開關係。張老師月刊曾在 1998年「情人再見」問卷
調查分析報告裡，列出造成情人之間分手的原因，其中「對方的愛使我有壓迫感」

居二十三大原因裡的第五名；而「我付出比對方多」則居第八名。而此可知，站

崗女在考慮關係的繼續與否時，公平與對等的感覺確實會影響親密關係的維持和

滿意度。 
 
四、人際溝通分析理論（Transactional Analysis Psychotherapy） 
 
在親密關係中，良好的溝通與互動是愛情延續的必要條件。溝通分析協助我

們藉由伴侶表現出來的行為和語言判斷其當下的狀態，不僅可以瞭解和掌握如何

與對方接觸，也可以從中協調彼此最舒服的互動方式。相反的，若無法協調出或

掌握住溝通，亦可能影響愛情關係的持續。 
 
溝通分析的創始人為 Berne。Berne（1961）認為一個人的自我狀態是最重要

的部份。他將自我的狀態分為父母（Parent）、成人（Adualt）、小孩（Child）三
種，簡稱 PAC（如圖 2）。P指的是父母自我狀態，是一套模仿自父母角色的感
覺、態度和行為模式。A指的是成人自我狀態，是一套自主的感覺、態度與行為
模式，適應當下的現實環境。C則指一套由本身童年所留下的感覺、態度和行為
模式（Stewart，1992/2000）。 

 
 

 
 
 
 
 
 
 
 
 
 

 
 

圖 2：TA結構分析的自我狀態 

溝通分析用自我狀態來表示人們的問題，例如污染或排除。所謂污染指的是

父母自我或兒童自我，或此兩者同時侵入成人自我（A），造成混亂和模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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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自我侵入成人自我時，等於是從外面接收一個「未經加工」的想法，佐以無

窮盡的邏輯辯論，只為證明事實就是如此。人的偏見就是最好的例證。而若是兒

童自我侵入成人自我，表現的方式多為幻想（Berne，1961/1996）。如圖 3。 
 
 
 
 
 
 
 
 
 
 
 

圖 3：TA結構分析的污染 

一個心理健康的人，其三種自我狀態會視不同的情境適當的轉換。若很少或

幾乎不用某種自我狀態，就會變得以壓抑或僵化的方式來處理現實，稱為「排除」

（Berne，1961/1996）。例如：一個排除兒童自我的人很容易變得僵化、無趣；
一個排除父母自我的人容易失去方向，無法妥善照顧自己⋯等。圖 4顯示出不同
類別的排除。 

 
 
 

 

圖 4：TA結構分析的排除 

    
 
 
 
 

 

圖 4：TA結構分析的排除 

溝通分析提供親密關係中的伴侶得以檢視自己和對方的自我狀態是如何溝

通交流。若彼此的自我狀態有污染或排除的現象，關係失去彈性，將無法健康、

自由的和對方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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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手的原因與歷程 

一段愛情關係的終止，涉及了分手的原因、歷程與調適，而過去研究較集中

在探討影響關係穩定的因素、分手的原因、情緒、調適的過程與方法，對於如何

決定分手的內在掙扎與運作歷程較少著墨。本研究關心的是站崗女在面對男友當

兵而情感生變時，無論是離開留下，其內心的經驗為何？故將會對歷程部分有較

多的說明。 
 

一、分手原因 
 
相較於婚姻有基本的法律效力存在，戀愛是憑著對彼此的信任，藉由承諾而

相互尊重、扶持，如果彼此感情成熟度不夠的話，分手將是最終的結局。 
 
研究者以張老師月刊於 1985、1998年「情人再見」問卷調查分析報告裡，

所列出的情人之間分手原因為主，依照柯淑敏（1996）將分手原因歸納為內在（個
人）與外在（環境）因素，將過去研究針對分手原因的研究做一整理與統計（見

附錄一）。 
 
從張老師月刊所做的兩次調查來看，1985年分手最大的原因為：「雙方無法

溝通」與「條件不合」；1998年再度作問卷調查，分手最主要的原因為：「生活
方式」與「價值觀」不同。由附錄一也可以看到過去研究最常列出導致分手原因

的內在因素為：「個性、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不同」、「失去愛的感覺」、「對關係投

入程度不同」；外在因素則為：「出國、當兵等時空距離」、「家人親友反對」。卓

紋君（2000）的研究也顯示，分手原因多半涉及兩個以上的要素，且主要來自「不
良的相待品質」，包括：價值觀或想法不合、生活交集越來越少、彼此背景不配、

溝通不良、爭吵不斷、彼此誤會、自我無法獲得滿足、在關係中不被信任、對親

密行為沒有共識、因對方變心⋯等因素。 
 
由以上的歸類可以看出，情侶雙方面臨感情繼續與否，因重要他人的反對，

或是時空距離等外在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而造成分手的情形已不多見。取而代之

的是他們對這份感情的價值評估，並且會自己做出抉擇（孫兆玓，2004）。而「服
役期間」之分手，「時空」此一外在因素，會變成情侶兩人之間相處的最大考驗，

恐怕不得不列入考慮。邵懷平〈2003〉針對外島役男兵變的研究發現，時空因素
的確是兵變原因之一，距離是考驗兩人感情堅定與否的重要指標，但卻不是分手

的唯一必要理由。 
 
會導致分手的原因眾多，尤其在男生服役時，距離的因素與相處時間的驟

減，的確會對感情造成影響。雙方若想維持關係滿意度，就更需要付出心力，以



                                                                    

 24

確保兩人之間良好的相待品質。 
 
二、分手歷程 
 
修慧蘭、孫頌賢（2003）將大學生愛情關係的分手歷程按時間階段，劃分為

四個階段，每一階段當事人均會面臨關係的改變與自我感受改變的心理狀態。分

述如下： 
 
階段一：關係衝突—從衝突開始到分手 

1. 差異性引發的衝突---自我的空洞：這時期容易因外在原因，諸如科
系、學校不同，彼此的背景與環境差異，情侶之間的交集減少，若加

上距離，則關係的連結會變得薄弱。彼此的差異若無法獲得解決，則

自我容易感到飢渴，易結束關係。 
2. 愛的束縛---自我被壓縮：差異出現時，男女雙方都會面臨該以對方為

重，盡力將彼此的差異予以彌補，或是該放棄呢？首先會嘗試的就是

接納差異，嘗試改變自己或對方，若失敗就可能會形成對對方的不滿

與攻擊，而造成在關係中感受到挫敗感。此時，個人可能會經驗到不

公平，甚至感覺被拋棄，或是選擇離開關係。 
3. 關係品質下降---自我在衝突中受到情緒性的傷害：當爭吵變多、衝突

變得頻繁、甚至對於彼此的困境無法有效的解決時，當事人的自我感

受是十分受傷害的。    
 

階段二：關係拉扯---分手中的矛盾 
 
此階段修慧蘭、孫頌賢（2003）則再細分，「被分手者」較容易呈現「從反

覆不定到幻滅痛苦」的矛盾階段；「主動提分手者」則容易經歷「罪惡感與心理

受創間」的拉扯。劉惠琴（1995）的研究也提到當關係發展此階段時，「矛盾」
經驗是其重要特色。即出現「面對現實或維持幻夢」及「幫助對方或照顧自己」

兩種矛盾。 
1. 從反覆不定到期望幻滅的痛苦---自我在「期望維持關係」與「現實

殘酷」間遊走：此階段當事人會明顯感受「捨不得」，尤其當對方也

表現出關係上的曖昧，不把分手當成一個明顯的關係結束時，更容

易讓另一方感受到曖昧不清的感受。 
2. 劊子手情結---在「對關係的罪惡感」與「個人心理受創」間拉扯的

自我感受：因罪惡感而懷著幾分救贖心情繼續和對方互動的狀況

下，此種關係已與之前的「愛情」截然不同，而是一種帶有罪惡感

的關懷與責任。但這種類似「無我」的經驗，並非全然的犧牲奉獻，

而是將自我壓抑到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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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自我浮沉---分手後的消沈 
1. 失魂的獨自生活---渴求關係的自我感受：此時的失落彰顯出當事人

對於過去關係的依戀，也彰顯出其內在對「關係」的需求。不過此

時會覺察到現實的殘酷與不可能，但僅能以理智把自我拉回現實。 
2. 獨吞難過情緒---自我的捍衛行動：「傷痛獨吞」的經驗像是一種自尊

心作祟的結果，而獨吞與捍衛自我正顯示當事人企圖掙扎出自己的

力量，為自己重新定義。 
3. 痛到看見自己---自我的覺醒：當發現自己對於關係有渴求卻無法滿

足，才能開始「覺察」自我的真實面貌，「打斷手足顛倒勇」，痛到

極致反而能發現真正的自己。 
 

階段四：起飛---展開新生活到現在 
1. 注意力的轉移---自我的奮力振起：此階段「注意力的轉移」是十分

重要的關鍵。包括「生活事物的轉移」和「人際關係的轉移」兩層

面。 
2. 關係的擴展---對關係與自我感受的重新定位。當個人的能量不再固

著於過往的愛情框框，就更有機會給受傷的自我重新定位。新定位

包括：對過往關係，或是藉著對過往關係的重新定位而達到對自我

的重新定位。當當事人有機會對新的事物有所轉移，且對原來的愛

情關係產生新的註解，即能看到更寬廣的人生風景。 
 
對照站崗女可能在關係中發生衝突的原因，本研究認為站崗女面對男友當兵

而感情生變時，也會經歷修慧蘭、孫頌賢（2003）研究的相似歷程。 
 
以階段一「關係衝突」來看，「當兵」一事，將情侶雙方的時空距離拉開，

距離會使兩人交集減少、連結薄弱，讓站崗女感到空虛、焦慮，「親密感」難以

維持，若溝通不良，情況無法改善，則很容易終止關係。然而，站崗女在男友當

兵這段時間，因為「當兵」本身對情侶雙方來說都屬新的生活事件，會佔據兩人

的注意力來想辦法熟悉、適應。此時關係中若有不滿，站崗女多半會選擇壓縮自

我的情緒與感受，先以男友為重。然而若長期下來都是女生退讓、忍耐，則容易

因感受到不公平而選擇離去。 
 
再以階段二「關係拉扯」來看，發生衝突會導致彼此關係的品質呈現低落和

無望感。因衝突現象的產生，站崗女察覺會有分手的可能。然而離開關係，站崗

女可能會面臨「是不是兵變？」的擔心與猶疑。此時也會開始有「捨不得」的情

緒，可能會回想以往在一起從事的活動的喜怒哀樂等回憶、期待關係再重現，若

男方也不把分手視為關係結束時，站崗女就會陷入對自己的決定時而堅定、時而

遲疑、心軟的反覆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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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的決定若是站崗女下的，則她會有強烈的「劊子手情結」。認為是自己

導致男方的痛苦，於是自覺有必要幫他走出來，於是還是會和對方互動、關懷彼

此。此時的關係呈現出「分合不清」的模糊情形，男女雙方彼此相互在夢想與現

實中不停拉扯，自我面臨到強烈的分裂與痛苦。 
 
情侶之間由「情人眼裡出西施」開始，到面對差異、衝突時各自互退一步，

若嘗試要改變對方，則等到改變失敗，戀情也漸漸冷卻下來。這時即會考慮要不

要分手，以及如何分手。這些過程，都在逐步累積情侶們的「痛苦存摺」，分手

後首先要處理的，即是面對自己的痛苦存摺。再者，要開始去想「我需要什麼？」，

讓自己可以找出其他的生活目標、支撐的力量，來填補失去一個人之後的空隙與

空虛（魯中興，2004）。對站崗女來說，若選擇在男友當兵此一時期分手，「我需
要什麼？」的答案，是否會比其他情侶清楚呢？ 

 
決定分手之後，站崗女開始經歷情緒的最低潮，此刻是真實的「只有一個人」

的孤單了，即使對對方還有依戀，也許希望對方挽回、也許希望有人瞭解，但情

勢只能逼著自己往前看，再加上身邊可能會有責罵、批評的聲音，站崗女必須獨

吞傷痛並捍衛著自己的決定，此時是更貼近自己、看見自己的時刻。 
 
階段四起飛期，即是走出情傷的過程，站崗女可以藉由外在事物的轉移，重

新找尋自己的定位及價值。經由這個過程，也可以看到關係的變化歷程與個體自

我感受的雙重改變。 

 

Harvey, Weber, 與 Orbuch於 1992提出「解釋」（account-making）的歷程觀
點，是指個體對過去與重要之人，發生互動的描述和認知，他們認為個體面對分

手事件衝擊時，「解釋」具有關鍵性的角色，即當個體陳述分手經過且得到他人

認同時，心理創傷得以漸漸復原。因此，個體在分手事件中得到合理的解釋與足

夠的安慰，伴隨著時間的累積，個體會逐漸趨於正常。 

 

本研究欲探討站崗女在覺察親密關係因男友服役而有所改變的全貌歷程，以

時間的演進去探索真實的現象，試圖從歷程的觀點來切入，佐以參與者「解釋」

的模式，讓身處「站崗」此一特殊環境下的女性，可以將其情感歷程的脈絡真實

的呈現出來。 
 
三、分手後的情緒與反應 
 
分手，是一種和戀人之間人際關係惡化、中止及逝去所造成的狀況，因此，

也是一種失落的狀態。經過重大失落事件之後的情緒反應是多重而複雜的（孫兆

玓，2004）。張老師月刊編輯部（1998）的問卷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分手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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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輕鬆解放、憤怒，甚至想賞對方一巴掌、覺得對兩個人都好、早已知道會這

樣結束、受騙，不甘心、追究分手的原因與責任、可以開始新戀情、歉疚，檢討

自己、是對方本身有問題、想挽回感情、傷心、覺得被否定、不能相信，震驚、

有勝利感。 
 
本研究認為，對站崗女來說，「分手」是較為主動、在清醒的意識下所做的

決定，因此「受騙」、「不甘心、追究分手的原因與責任」、「想挽回感情」、「不能

相信」、「有勝利感」這些想法與情緒應不太會發生。 
 
一般來說，在描述愛情失落引發的情緒時，經常是用失落與哀傷的情緒來作

為代表（孫兆玓，2004）。失落是一個引發的事件，而悲傷則是一段歷程，是一
種自然而然且被預期的反應（Kaczmarek＆Backlund，1991），常帶有憤怒、痛苦
的感覺。因此，悲傷的反應可視為是失落事件對個體的影響歷程（林家瑩，1999）。 
LaGramt（1989）發現伴隨分手常出現的十種情緒有沮喪、生氣、空虛、孤單、
挫折、懷疑、震驚、無助、失去自信心、以及罪惡感（引自Weitzman＆Robak，
1995）。亦有研究發現因失落而產生的情緒通常是內疚與自我責備的複合物
（Kaczmarek＆Backlund，1991）。 
 
本研究認為，站崗女若是主動提出分手，在分手後產生的情緒會比較特殊。

除了經歷上述種種情緒之外，還得承受較多輿論的譴責和壓力，也相對要承擔另

一方的指責、不諒解、誤會、憤怒⋯等。在這樣的情況下，自責、懷疑、自卑、

焦慮也都會是她們感受到的情緒，這一部分是很値得注意的。 
     
從上述的文獻可知，學者們針對分手的相關研究，都是從「分手後」的時間

點提出討論與建議。但以歷程的觀點來看，從男女交往開始，兩人在關係中即時

時都有變化，交往期間正負面的情緒都會存在。兩性在每一階段都需要因應不同

的情況來做情緒與想法的調適（修慧蘭、孫頌賢，2003）。若僅將焦點置於分手
之後，容易忽略男女雙方在關係中的經驗與掙扎。 

 

第三節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分手的關係 
刻板化是指不以直接經驗為依據，又不以事實資料為基礎，單憑一己之見或

道聽塗說，以粗淺、過度概括化的方式，形成對某人、某事或某團體武斷的評定

（張春興，1991；Basow,1992）。而性別角色刻板化，是一種對男女角色相當僵
化、過度簡化及類化的信念或假定，忽略了個別差異（Marsden,1979）。據李美
枝（1987）及張春興、林清山（1989）指出，性別角色刻板化是文化現象，且存
在於各階段各年齡層都普遍支持的相似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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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y與 Steffen（1984）亦指出，對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僵化認知，可能與自
我角色之認同有關。近來最受注目的性別基模理論（Gender Schema Theory），以
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為基礎，結合社會學習論和認知發
展論之特徵，強調個人內在即具有組織性別訊息的基模，而外在文化的性別區

分，則提供性別角色的學習環境（Bem,1981；Vasta,Haith＆Miller,1995）。也就是
說，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同時存在於文化層面與個人層面（Basow,1992）。 

 
不同的文化對不同的性別，有著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在我們的文化中，期待

女性具備女性化或陰柔特質，如：美麗、端莊、有氣質、體貼、善解人意、被動、

溫柔⋯等；男性則被期待要具有男性化或陽剛的特質，如：勇敢、堅強、獨立、

主動、獨當一面⋯等，尤其在和異性相處時，更容易以此刻板印象來當作自己的

行事標準或做為期許他人、評價他人的認知參考架構（柯淑敏，1997）。 
 
Shaffer（1996）認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是對男女生應如何表現出適當情緒及

行為的外在及內在心理規範。Berk（1997）歸納男性化特質與女性化特質，發現
男性被賦予：行動性、領導性、冒險性、攻擊性、有統治權、有優越感、獨立、

不易放棄、不易受影響、自信、粗魯、果決⋯等特質；女性則被賦予：關心他人

感覺、體貼、愛哭、貢獻自己、情緒化、感情易受傷、溫柔、優雅、需要被支持、

被動消極、伶俐、了解他人、與他人關係溫暖等特質。 
 
     由上可知，女性相較於男性，是比較重視感情與關係的。Aries〈1987〉認
為女性在其性別角色中，及其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上，較常注重感情與關係的維

繫。不若男性關心工作、運動、公共事務等談話內容，女性在親密關係的維繫上，

焦點容易放在分享彼此的感受經驗，反而不在乎問題解決；而男性常以問題解決

為思考程序，以探究問題解決方式來判斷女性的談話內容，而忽略女性內在的心

理感受及情緒上的支持。既然女性是較為重視關係上的連結與契合，則她們對於

這部分的需求在感情世界裡是否得到滿足，較為敏感，比較會思考留下或離開的

問題。若無法藉由溝通得到改善，女性比較有可能主動提出分手。 
 
由女方提分手是典型的兵變事件。邵懷平（2003）針對外島役男兵變的研究

顯示，女孩子大多是以男友在外島當兵距離太遠為理由，而主動提出分手的要

求，男子事後挽回的成功率也不高。Peplau（1994）在兩性關係中的研究指出，
男女在分手時，如果雙方不是以協調方式結束感情，則女性主動分手的機率較

大。其原因通常是主動提出分手一方，對於彼此關係感到不滿意，及認為自己在

這段愛情關係中，未得到相同的回饋。 
 
當女生主動提分手時，男生感覺到很深的挫折感。在刻板的印象中，女生的

純情與專一是被期待的，而男生的「閱人無數」卻是值得誇耀的光環。甚至有時

候連女生自己都會暗自得意自己是最後被男生留下來的那一個人，這些是舊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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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模式，現在女生主動要求分手，讓很多「大男人」難以忍受，於是出現對分

手或感情問題採取恐嚇態度的往往是男性角色。而社會大眾的指責與對女性的不

公平的期待也是幫兇（廖之韻，2004）。 
 

    由此可看出，大眾對於「由女生主動提分手」一事較無法接受。Felmlee（1994）
認為當女性在關係中擁有較大支配影響力時，則會因不符一般社會期望，反而感

受到較大壓力，這凸顯出社會脈絡對個體的影響。以兵變事件為例，社會大眾的

刻板印象認為男生「本來就要當兵」，而女生當然「應該等待」。以「男當兵，女

變心」、「十對當兵九對散」這些話來說，在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中，當兵期間主

動提出分手的人，大部分以女性居多。殊不知，兵變事件並非僅是女性專利，同

樣有男性趁著入伍之前，或是在當兵期間，悄然以「距離」為因結束感情。役男

在愛情的世界裡，並非全都處於被動角色或弱勢地位，他們還是可以選擇或追求

屬於自己的感情。於是，存在已久的男性當兵，一定是女性變心的迷思，也受到

相當程度的挑戰。在兩性平權的現代，男女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真愛及爭取未

來的幸福。在這些刻板印象和迷思的影響下，可以想見若站崗女在男友服役期間

分手，則將背負「兵變」之名，她的想法與需求亦可能被掩蓋。 
 
細探由站崗女提出分手之所以會被社會大眾責罵的原因，一方面是報章雜

誌、軍教電影〈例如：報告班長〉的頻繁宣傳，讓大家對「保家衛國」的國軍極

度尊崇，對他們當兵時煎熬與辛苦的認知根深蒂固，所以覺得站崗女應該忍耐體

恤，但若由前述網路上的文章可得知，在雙方的交往過程中，並非只有役男本身

感受到煎熬，站崗女也同樣會有孤獨、落寞感觸等，若想提出分手，更會受到一

些譴責或因此有罪惡感。這些心理感受是鮮少被重視的。加上學校教育與文化的

強化，影響深及生活各層面，人們也常常因此有「自動化」的思考與行為，對男

女在性別角色與期待方面，容易認為女性「應該」如何，而男性「本來」就是如

此。因此本研究亦欲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此視域來詮釋站崗女在面對因男友當兵

而情變的心理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