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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及文獻回顧 

 

第一節 Giddens 的自我反思計畫與純粹關係 

 

一、自我的反思性計畫 

 

一如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對現代社會和前現代社會所做的比較、陳述，

我們都知道過去社會裡的人們，即便是生活中的枝微末節，也都是在眾多傳統紐

帶的控制之下運作；一個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出生地、家族地位、父母身

分、性別、出生序⋯⋯等因素，就足以決定他這一輩子的角色、權利和責任。一

方面，這些傳統的紐帶近乎嚴苛而非理性的限定了個體的命運，剝奪了個人的能

動性和選擇權；然而，另一方面，這些紐帶卻也將所有的個體整合到一個更大的

整體網絡當中，提供給當中的所有成員心理上所需的親密感、安全感，以及對自

我的認同感，因此，當他們面對這無邊的世界時，就擁有了一個穩固的立足點，

而能既不覺茫然失措，也不會感到孤獨無依。 

    在這樣的社會中，盛行的是自成一個經濟單位的大家族制，而大家族的首要

使命就是維持家族的存活，讓家族瓜瓞綿綿，代代薪傳。因此，家族當中的個人

並不具有什麼個體性，擇偶及婚配也都是在家族經濟需求、繁衍後代的考量之下

進行，個人的好惡、感受或興趣並不被重視。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在媒妁之言下經

過雙方家長的決定而結合，就這麼各自扮演起丈夫或妻子的工具性角色，一起組

織一個家庭度過一生，這在過去是理所當然、悉鬆平常的事。 

    然而，隨著社會的逐步邁向現代，影響深遠的個體化過程卻將人們從傳統的

紐帶、信仰和規範中切離、孤立出來。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都市化等變遷，

從前的束縛和義務漸漸消失了，多元的生活方式、眾多的價值體系和宗教信仰都

變成了等待被選擇的項目，啟蒙後的個人面對已然除魅的社會，被要求成熟的為

自己負起責任，靠自己做出判斷，當自己的管理者，而不再依賴任何外在的權威

或指示（Kant,1991：54-5）。於是乎，在現在這樣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中，由於機

會越來越多，每個人的每一步都變成了一種抉擇的結果，都需要自己和自己做一

番爭辯、質疑，人們不斷在面對新的需求，而自覺地找出新的安排方式。因此，

生命史擺脫了傳統的規訓和戒律，自我和生涯的形塑成為一種開放的狀態，是需

要每個人獨自花上終其一生的時間不斷的反思以完成的任務，這就是 Giddens 所

謂的「自我的反思性計畫」（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Giddens, 

1991：94） 

Giddens 認為「自我的反思性計畫」已經成為現代人終其一生的任務了。這

個任務要求人們不斷進行自我的反思，去呼應自己內心的需求，然後對自我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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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整頓，包括回溯過往的生命經驗，然後建立一個一致的、完整的自我認同，

並依據這個被建立起來的自我認同，形塑出一個個人從過去發展到可預期的未來

的「軌道」（trajectory）（Giddens,1991：75）。然而因為自我認同是會隨著生

命的每一個當下所經驗、體悟到的事物而不斷改變其內容的，因此人們在每一個

當下都會擁有不斷變化的屬於他自己的個人生命敘事，這個個人生命敘事會依照

當下的自我認同而去挪用、篩選自己的過去，賦予過去不同的解讀和詮釋，從而

幫助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各個階段有所覺察，並且建立起具有連貫性的自我軌

道。 

    這裡所談的自我認同，一反傳統的不再是純然向內探索、去認識一個本來就

存在的所謂自我的東西，再依據這個自我認識去進行自我實現。對 Giddens 而

言，自我認同的過程就是自我實現的過程，自我是一個需要個人高度的反思而後

創造出來的東西，且這個動作是一個永不終止的過程；換言之，再也不存在所謂

真正正確的自我認識，也沒有終極的自我認同可言，因為自我就是由流動的生命

敘事所組成，人活著的每一刻都必須重新進行自我反思，以確立此刻的自我認同

和自我軌道。這樣持續而無所不在的自我反思，以及其所建立起來的具有連貫性

的自我軌道，因而是高度向未來開放的；持續的自我反思進行著和時間的對話，

因此人們不再是被動的接受將發生的一切，他們的自我覺察幫助個人擺脫過去的

束縛和積習，並對未來進行計劃，而得以積極的掌握自己的生活。因此「自我的

反思性計畫」是一個相當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東西；它使得如今「每個人都必須掌

握自己的個人航向，泛舟於現代社會的威脅和希望之間。」（馬丁‧奧布賴恩，

2001：19） 

 

 

 

二、親密關係的轉變 

 

顧名思義，《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乃 Giddens 對現代人在性、愛、慾等方

面處境之轉變的一個觀察解讀。在這本書中，他不但注意到現代人（特別是女性）

如何積極地構築親密關係，因而創造了新的情感領域，建立了新的平等關係的可

能；Giddens 更表示，新的人際關係結構將超越身體肉慾以及權力佔有，而達成

「可塑的性」（plastic sexuality）（Giddens,2001：4）[1]、「私人生活的民主

化」（democratization of personal lives）（Giddens,2001：189~208），以及

「反思的自我」（reflexive self）（Giddens,2001：79）。因此，他認為人際之

間的親密關係將日漸趨向他所謂「建立在個別主體自主、自決、平等、反思上的

『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Giddens,2001：61）」。且這種民主化的親

密關係將可以滿足人們在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從而形成新的人際倫理。

（何春蕤，民 90：iii）造成這個轉變的因素，除了公領域理性反思和平等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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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範向私領域的滲透外，更關鍵的其實是 Giddens 一直關心的「現代性」特質。 

所謂的「純粹關係」，事實上已然漸漸成形，成為了現代人親密關係（泛指

愛情、親情和友情等）的典型樣貌，而以往普遍是透過婚姻來結合的愛和性，現

在也越來越依賴於純粹關係了（Giddens,2001：61）。「純粹關係」一詞，可以拆

開來分別強調兩個元素，一是「純粹」，另一是「關係」。「純粹」指的是兩個人

之間的關係只依賴於這段關係本身能夠帶給關係中的人什麼，而與其他的外在條

件、利害關係或社會制度的安排無關，並且只有當雙方都覺得這段關係令他們感

到滿足時，才會繼續維繫之；這種純粹以雙方情感層面的交流為基礎所建立的關

係，就是它之所以被稱作「純粹」關係的原因。 

「關係」則指的是「和另外一個人之間親密而持續的情感連結」（Giddens, 

2001：61），Giddens 指出這是一個近年來才普遍的概念。或許因為從前的人講

的是各種特定的人際形式，包括婚姻、父母、子女、手足⋯⋯等等，在以前的社

會，每一種人際形式都有相應的互動模式和規範，沒有什麼需要花心血去經營或

容許彈性調整的空間。然而「關係」的意義就在於，它是雙方之間不斷花心力去

經營才得以持續存在的，它是一個需要被填充的容器，人們在乎的是關係的品

質、好壞如何，怎麼樣才能夠使它更好，而不再是聚焦於關係的對象是誰，互動

時有什麼必須遵循的規範。簡而言之，「關係」側重的是情感面向上的親密連結，

而不再強調對象究竟是誰。 

純粹關係作為一個用來解讀現代愛情的理念型，因為和「自我的反思性計畫」

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關聯，以此就和從前的形式婚姻或浪漫愛兩者有了相當

截然不同的面貌。現代愛情的本質，對 Giddens 而言意味的是「組織個人生活，

以便掌控未來的歲月，甚至建構自我認同的一種方式。」（Giddens,2001：63）

換句話說，愛情是為了讓個人與自我相遇、從對方身上看見自己，並且重寫彼此

的生命敘事，建構嶄新的自我認同；因此，Giddens 也指出，在高度現代性的境

況下，純粹關係對於自我的反思計劃逐漸具有著根本的重要性（Giddens,2002： 

83）。由於現代愛情已然擺脫從前必須受制於命定形式、規範習俗的包袱，而變

成是完全由兩個人負責填充的空白公式，所有的互動、協議、生活內容和歷史都

由兩個人自己全權創造，因此雙方共同分享經驗、交流思想，從而創造了新的自

我認同和自我軌道，對於個人的生活和未來的歲月，也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的掌控

方式。 

    然而由於雙方的個人生命敘事和自我認同都是隨時在改變的，兩個人之間的

關係也就必須配合彼此而不斷作出更新，因此，相較於從前是終身大事的婚姻，

現代人的愛情則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他們必須主動積極的維繫彼此的感情，經

營雙方的關係以確保品質；換言之，每一段愛情對現代人而言都不再是只發生一

次的事件而已，它是每天都必須被努力更新的狀態，以迎合雙方各自的成長和自

我軌道的改變，而維持親密感及良好互動的持續存在。因為純粹關係的愛情再也

沒有任何外在的憑依了，親密的感覺、彼此的互相信賴、了解，以及自發給予的

承諾和感情上的付出，就是維繫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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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雙方的相處上，坦然而誠實的自我揭露是製造信任和親密感的重要方法，

找到彼此溝通的方式更是感情良莠的關鍵。因為外在標準消失了，兩個追求自主

的個體之間想要和諧的生活在一起，就必須站在平等、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開放的

協商和對話，以建立雙方都認可的決議而後遵循；因此純粹關係的愛情是一種徹

底自我負責的唯心主義，它把決議權和實踐權都交託到個人的良心上。就連承諾

和感情的付出都是自發的，也只對個人的心靈感受和自我實現負責，因此當有一

方不愛了，愛情的路就瞬間走到盡頭；人們回應的是他自己對於生命的感受、他

在內心深處的需求和渴望，因此不論他的拆夥行為對於另一方造成的傷害有多

深，都不能算是犯罪。 

事實上，正因為純粹關係的特色在於協商、自主，意即雙方高度的參予、投

入，因此如果兩個主體在自由的評估中結合，經過開放的協商、感情的交流而在

一起，最後卻還是走上分手一途，確實會令當事人相當無法接受，也會有種被否

定或被欺騙的感覺，這就是現代感情在分手時總是顯得如此慘烈的原因。然而，

一旦當事人透過反思，明白了純粹關係所具有的這個內在張力，也認清了個人的

自我軌道，他們就可能調整心態和人際互動的模式，打造出下一段更理想的關係

狀態；因此，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個人有沒有良好的自我認同，從而能避免相依

共生（codependence）的不健康關係。（Giddens,2001：93） 

Giddens 指出，所謂「相依共生」型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自我認同尚未開發

的人，因此他們會不斷依賴外在的人事物來維繫虛假的自我認同，活在別人的需

要中以尋求贊同；面對親密關係時，他們總是陷入無可抗拒的固著中而上癮，依

賴對方以建立本體的安全感、想法和需求等。相對的，有著完整自我認同的人卻

能夠拒絕這樣不健康的關係，其關鍵就在於他們擁有明確的自我疆界，因此不會

產生不實際的投射式認同。 

然而，事實上要建立理想的純粹關係並不容易，Giddens 就明白地表示純粹

關係具有某種結構性的內在矛盾（Giddens,2001：139~145），因而才使得其不斷

處於被破壞與建立的循環中，導致現代的個人必須經常面對這類的多重逝去。細

言之，純粹關係的內在矛盾可以區分成以下幾個面向： 

 

（一）承諾 vs.自由意志 

    由於純粹關係打破了傳統規範以及浪漫愛所強調的永恆、唯一等特質，現在

人們的一生中可能經歷相當多次的關係，因此個人往往必須經常面對關係的逝

去；這類的失落經驗對純粹關係而言，堪稱是一種相當痛苦的考驗。 

    當兩個人之間想要持續一段關係時，承諾是必要的，也就是說雙方要交換共

譜一段共同歷史的承諾，把自己交給對方，以言行向對方保證彼此的關係會持續

一段「尚未決定多長」的時間。然而，現今的關係不再像以往婚姻那樣被視做理

所當然，只要沒有某些極端的情況出現，彼此的關係就毫無疑問的會一直持續下

去；相反的，純粹關係的特色就是，任何一方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在某個自

認需要的時刻終止它。因此，曾經毫不保留許下承諾的人都很可能讓自己在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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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終止時受到極大的傷害；尤其因為關係本來就是協調而來的，雙方之間沒有

既定的互動規則，只能不斷的試驗以尋找可行方法，甚至連性的自我認同都是完

全開放的（如同性戀的關係），因此當關係逝去時，造成的痛苦和挫折就會特別

強烈，它會令人不信任自己，並且懷疑每一件事情。（Giddens,2001） 

 

（二）信任 vs.不安全感 

在 Giddens 所借助的資料──海蒂報告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的人不斷提到她

們對愛情有種不安全感；因為在純粹關係中，信任只能建立在親密的基礎上，而

不再有其他外在的輔助了。信任就是投注信心在對方身上，相信對方的作為會遵

循正直的原則，並且相信彼此的連結能夠禁得起未來的創傷。純粹關係的動力和

傳統的社會關係是相當不同的，它依賴的正是相互的積極信任，以及坦白──把

自己向別人開放──所製造的親密感。（Giddens,2001） 

根據佛洛依德（Freud, S.）的說法，人們之所以會尋找成雙的性關係（並

不特指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是為了想要重新捕捉嬰兒時期對母親所享有的獨

占感覺，這種無意識的「尋回」慾望才驅使了我們去另一個人身上尋找「特殊感」。

當親密的兩個人共享了種種的歷程，這時他們就會把其他人排除在外成為局外

人，這種獨占對信任會是一個重要的激勵，同時親密感會使他們把不可能攤在眾

目睽睽之下的內心情感和行動向對方敞開，這又是一種喚起信任感的重要表示。

（Giddens,2001） 

然而，由於自我認同是一個需要不斷修正的敘事，是一個具有流動性的自我

反思事業，純粹關係中的信任感因此也需要隨時調整，以配合伴侶所可能依循的

不同軌跡。信任就意味著某種程度的放縱，亦即放棄監督對方的機會，或不再強

迫對方的行為必須被框限在某個特定的模式中。只是，這種賦予對方的自主權不

但不一定能夠滿足對方的需求，純粹關係反而常常落得「因為成長而分開」的結

果。（Giddens,2001） 

 

（三）自主性 vs.依賴性 

理想的情況下，純粹關係可以為自我反思提供絕佳的沃土；一如 Giddens 觀

察自助手冊、治療書籍所言，在關係中人們需要設立自我界線、保留個人空間、

擁抱彼此獨立的個性⋯⋯等，如此才能在關係中茁壯。然而，就心理層面而言，

親密關係預設的情感交流、雙方自我揭露，把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向對方傾吐，

要是沒有配搭自主性的維護，就很可能產生相互依存的關係。此外，如果雙方在

心理上的付出是不對等的、不平衡的，那麼其中一方也可能完全以自己的需要為

準則，要另一方跟著走。再者，由彼此關係發展而來的共同生命歷程可以排除外

來的干擾，因此在兩人世界中，一方或雙方都有可能變得很依賴彼此之間的關

係、固定的模式和例行事務。總而言之，如何在自主性和依賴性之間取得平衡，

對於標誌著人際關係的高度現代性的純粹關係而言，仍然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

情。（Gidden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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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匯流愛的出現 

 

    當純粹關係的發展趨於穩定，匯流愛（confluent love）（Giddens,2001：

61）就以純粹關係的最新形式開始出現了。匯流愛的存在，包含了以下幾個基本

預設：「社會『特別是女性』的性開放使得性愈來愈不必建基於外在考量來進行

交易，而是雙方基於主體意願和慾望的協商；親密關係的必要條件不再是激情纏

綿，而是平實度日，因此雙方彼此需要向對方保持開放及付出；『關係』（而非激

情）需要的是積極主動的維持，也需要持續協商，並且需要隨機變化，而不是死

纏爛打，但是也不期望永恆；雙方平等協商，也不再只有單方付出；在情慾上趨

於多元性取向，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探索各種變態的性。」（何春蕤導讀，〈反思

與現代親密關係〉，Giddens,2001：xv） 

    簡單的說，匯流愛標誌著現代性在親密關係領域的高度發展；相對於「浪漫

愛」（romantic love）（Giddens,2001：42）的傳統，匯流愛使得現代人的愛情

有了本質上的不同。浪漫愛指的是十八世紀在西方社會逐漸產生的一種愛情形

式，其雖然曾經因為首度將「敘述」（narrative）的觀念引介到個人的生活中，

並且擷取了宗教愛的奉獻理想，因而大大提高了愛情的反思性與崇高性，從而幫

助開啟了一條純粹關係之路，但是到了現代，浪漫愛情結所協助創造的影響卻反

過來削弱了它自己。（Giddens,2001：62） 

在這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中，浪漫愛的理想已經在女性解放和自主的壓力之

下逐漸瓦解了，浪漫愛情結與純粹關係（或說匯流愛）之間的衝突也由於制度反

思性的增強而越來越清晰可見。對 Giddens 而言，現今這個「分手和離婚的社會」

其實正是匯流愛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Giddens,2001：64）下面表 2-1 試著

將 Giddens 所描述的浪漫愛和匯流愛兩者做一個簡單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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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浪漫愛與匯流愛的比較 

 

浪漫愛 匯流愛 

靠的是透過激情愛所產生的投射式的

認同，擁有對方才能自覺完整。 
靠的是情感的交流，彼此向對方完全開

放自己。 

永恆、唯一，尋找的是一個「特別的

人」。 
積極的、隨機變化的，不一定是一對

一，真正重要的是「特別的關係」。 

性別上一直是不平等的，因為對女人來

說，浪漫愛的夢想往往通向嚴酷的家庭

內宰制。 

感情的付出和接納是平等、民主的，雙

方都坦承自己的關切、需要、甚至脆弱

之處。 

包含性愛但不強調性愛技巧，相信浪漫

愛所撩撥起來的情慾能量就足以保證

達到性的滿足和歡愉。 

不再區分貞節或豪放的女性，開始重視

男女雙方性技巧的培養，並具有反思

性。 

主要以異性戀為取向，受早已建立起來

的、被截然劃分的陽剛男性和陰柔女性

的區分所強化。 

不特別限於異性戀，強調了解對方的特

質，個人的性慾特質是兩人關係中必須

彼此相互協調溝通的一個要素。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參考 Giddens, 2001：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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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Beck 之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Beck 的《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書名就首先直指現代愛情處於一種混

亂的狀況，但不同於一般社會評論的憂心忡忡，視之為婚姻和家庭制度的解組、

人類社會的危機，本書作者卻更進一步認為這樣的混亂狀況是正常的。 

    這樣新穎的看法，其實正與作者寫作此書的出發點有關。當代社會混亂的私

人生活領域對 Beck 而言，事實上正呼應了他一直鼓吹的「第二現代」。他相信，

目前人類所處的社會，既不是像現代主義者所主張的，秩序、同一性、確定性、

安定性是生活世界的本質，也不是像後現代主義者所宣稱的，失序、差異性、不

確定性、不安定性為生活世界的特色。因為我們事實上身處在一個第二現代的社

會，在這個社會中，秩序與失序、同一性與差異性、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安定性

與不安定性等種種性質上相互對立矛盾的要素，卻是同時出現且彼此交錯滲透

的，因此我們所身處的生活世界，其運行持續出現反覆性同時卻又充滿偶變性，

呈現著受到過度決定同時卻又低度決定的複雜狀態。換句話說，自相矛盾的「弔

詭性」（paradox）正是第二現代的世界圖像。（劉維公，民 90：300） 

    因此，面對這樣弔詭的生存情境所不可避免的曖昧、兩難的行動或體驗，再

也不能視作是人類世界不正常、偏差的短暫現象，而力圖透過更嚴格有效率的社

會控制加以導正了。反之，現代人被密集地暴露在弔詭的生存情境中，是無法壓

制或逃避之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學著與弔詭性共同生活了。 

而這本書的嚴肅企圖，正是想解釋：即使是個人的私生活，一樣受到社會規

律的制約，就連最隱密的「愛情」也不能例外。透過本書對愛情的探查，Beck 夫

婦說明了現代社會的各種分配制度，從職業訓練、社會福利到家庭責任，都朝向

以個人為單位來設計，事實上，「個人化」概括了一連串的社會轉型現象，而「愛

情」作為觀察主題，正充分的突顯了個人化所產生的普遍現象。換言之，工業化

後發生在家庭和個人私密領域的諸多改變，有如一場小型的法國大革命，傳統秩

序崩潰了，一切都變動不定，個人處在社會失序的狀態下，顯得無所適從，混亂

的愛情不過是眾多例證之一。（顧忠華，民 89） 

 

 

 

一、愛情──現代人的世俗宗教 

 

如同前一節曾經提過的，Beck 也指出，生活在這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每

一件事都等著人們去為自己做出選擇。然而，伴隨著多重選擇性而來的，卻是一

種新的「內在無依」的狀態，頭一次有這麼多的人可以從日常生計的磨難中跳出

來，回頭去看看生活的整體，這時候，一些意義的問題卻產生出了新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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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發現他必須自己去解答關於「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要去哪

裡？」、「我正在做什麼？」⋯⋯之類的問題，新的疑問不斷製造出焦慮，關於存

在的課題就輕易成為一個吞噬人的黑洞，讓許多人深受無意義感的空虛所苦。 

    再者，都市生活中太多的不確定感、冷漠疏離以及迷亂，又加深了人們對於

內在支柱的渴望，他們需要一些新的認同形式，好幫助人在宇宙的洪流當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以維持個人身心的安頓；因此，親密的關係就成為最重要的內在支

柱，家庭也越來越成為「荒冷人間的一座避風港」。（Beck & Beck-Gernsheim, 

2000：84）人際之間密切而熟悉的親密關係，是一種情感的保護，讓現代人得以

獲得某種確定感以及意義感，而建立其自我認同；同時人際網絡構成了一種支

持，讓人們更容易適應新的情境，對抗各種風險而不容易消沉悲觀。  

    由於婚姻也變成了一種個人的選擇，得以和外在約束劃清界線，因此，唯一

能將兩個人聯繫起來的，就只剩下愛情了。為愛而結婚變成現代人追求幸福的表

現形式，愛情和宗教一樣具有將人們從世俗生活中抽離的神奇力量，Beck 就指

出，「愛情總是從生活中的私己面展開，由細微瑣事點燃，但看起來像是超乎世

俗之上。」（Beck & Beck-Gernsheim,2000：287）它讓人們得以真誠的相互接觸，

提供生活在這個去人性化社會裡的人最迫切需要的溫暖，它還為兩個人製造了新

的真實，讓人們得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世界，並賦予未來以新的輪廓，同時再一

次的確定了他們的自我敘事以及自我認同。愛情所帶來的完全被肯定、被深入了

解的感覺，以及尤其是它所能提供的絕對的歸屬感、確定感，是其他任何非獨占

性的情感所沒有辦法替代的。 

當這個社會的物質水準越來越高，生活也越來越不受傳統權威的束縛時，人

們就越是渴求感性層面的滿足；「尤其是在現代，人與人之間傳統的集體結合方

式如宗教、族群、國家等不斷遭到質疑與挑戰。在過去，由這些結合所建構出來

的身分認同，是個人生命意義的主要泉源。如今，這些傳統的意義源流逐漸枯竭，

在此一情況下，因愛情而結合的私密生活領域，則成為現代人愈發依賴的生活重

心，如同最後一塊聖地。」（劉維公，民 90：307） 

然而，不同於 Giddens 已經不再談「浪漫愛」、「恆久」或「真愛」，Beck 卻

認為「人們的理想是，將兩個感情有密切聯繫的伴侶間產生的浪漫、恆久愛情結

合起來，並賦予這兩人生命的內涵與意義；對個人而言，伴侶就是全世界，是太

陽、月亮以及滿天繁星。」（Beck & Beck-Gernsheim,2000：85）換言之，戀人

們因愛而結合，以此就擁有了建立在浪漫愛的基礎之上的穩定性，Beck 認為這

種「以婚姻為目的的浪漫愛」正是這個世界的實際需求。因此，比起從前，愛情

是越來越重要了。真愛成為人們追尋的焦點，沒有伴的人祈求「那一個他/她」

快點出現，沉浸在戀情中的人彷彿置身天堂，而剛分手或離婚的，則等待著那個

真正的 Mr./Miss Right 到來。Beck 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中就描述道：「愛

情是宗教消失後的宗教，所有信仰盡頭的終極信仰，⋯⋯愛情的圖像依舊盛放在

我們心裡，受我們最深切的期盼所灌溉。愛情是私生活中的神祇。」（Beck & 

Beck-Gernsheim,2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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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情──難以企及的天堂 

 

既然在這個規範式微、傳統紐帶消失、生活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愛情

作為人們意義感的來源、最有效的內在支柱，而能夠幫助人們度過自我認同的危

機，因此變得如此重要，人們對愛情的憧憬和期望，也就越來越高了。弔詭的是， 

Beck 也發現，當人們對愛情寄予越來越多的厚望時，愛情卻也變得越來越脆弱，

越來越輕易就幻滅，而令現代男女傷痕累累。 

    究其原因，Beck 指出現代社會裡高度擴張的「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

或譯為個體化）（Beck & Beck-Gernsheim,2000：7）要為愛情的脆弱易逝背負大

半責任。不同於「個人主義」指的是一種個人渴求刺激、不願配合別人、不願屈

居於人下、無所謂的態度，「個人化」包括了一整個社會轉型的現象，一方面它

「意味著選擇的自由，另一方面則代表順應內化需求的壓力；一方面它表示對自

己負責，另一方面則意味著你必須依賴自己全然無法掌控的情境條件。」（Beck & 

Beck-Gernsheim,2000：11）在這樣的新時代中，教育的普及、經濟水準的提昇、

選擇的多元，加上工業社會需求流動性高的受僱者，讓人們變成了一個個獨立存

在的個體。因此，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都被要求對自己負起責任，把自己的生涯當

作事業一樣來經營規劃，生活中的每一事件，都是一種慎重考慮過自己的感覺、

問題以及可能的結果之後，依照個人意識做出的抉擇。因此，現代人的每一步都

需要爭論質疑，找出新的安排方式，面對新的需要，辯護自己的決定；生命史擺

脫了傳統的誡律和確定性，而成為開放的、只依個別決定而成形，並且是每個人

都該去成就的工作。 

由於「標準化的生命經歷」（standard biography）（Beck & Beck-Gernsheim, 

2000：68）已然模糊，人們必須尋求屬於個人的解答、對抗他人的質疑，並以欣

然的態度接受眾人的不一致，所以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Beck & 

Beck-Gernsheim,2000：70）變成一個越見茁壯的課題，而個人的自信也像芸芸

眾生為自己加冕的密器一般越來越受強調。啟蒙後的每個人都開始義無反顧的尋

找自我的空間，他們追求更多的嘗試和經驗，以抹殺傳統的角色支配；他們希望

能自由的表達自我，不再壓抑欲望；此外，他們還允許自己及時享受生活，培養

對生活中美的事物的愉悅意識。總而言之，這些啟蒙後的個人把自己的需求當成

權利看待，而發展出高度的自由感，並且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經營出來的生活，避

免受到外界或他人的侵擾。（Beck & Beck-Gernsheim,2000：71）Beck 形容這樣

積極追尋自我以及潛能實現的現象，是一種關於「自己的空間」的戰爭。（Beck & 

Beck-Gernsheim,2000：91） 

這種自我高漲的趨勢，在女性身上造成的影響尤其明顯。隨著教育程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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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會、家庭模式、立法保障、平均壽命等方面的變遷或處境改善，女性的自覺

也開始萌芽，如今甚至有越過男性的趨勢。對女性而言，自我也已經成為一個空

白著等待被塑造的事業了，她們把自己視作一個獨立的個體，而不再自認是家庭

或男性的「附屬品」，因而會積極地探索自己的性格、好惡，努力去覺察她自己

對生活的期待、對生命的目標為何，並且相信自己擁有和男性平等的權利，也願

意負起相應的責任；她意識到未來是屬於她自己的，所以她要作出自己的選擇，

並且擬定屬於自己的計劃。換言之，過去社會裡「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已經

不再適用了，從前的女性依賴丈夫作為家庭生計的來源，她則扮演照顧生活和情

感撫慰的角色，圍繞著公婆、丈夫和子女的中心在運轉，「三從四得」、「逆來順

受」的無靈魂角色就是女人的命運。然而現代的女性想要的，「已經不再只是一

片遮風避雨的屋頂、一個支持她們的丈夫以及需要她們照顧的孩子而已。她們還

想要情感的親密、平等的伙伴關係以及掌控自己的生活。」（Beck & 

Beck-Gernsheim,2000：109） 

然而當男性還沒打從心底接受女性自覺的現實，當男性還沒有學習到該如何

放下優越權，當兩性對於互動的模式或權責分配還沒有達成共識，當男女都越來

越在乎自我的實現，而拒絕遷就、讓步以互相配合，當一對結束工作都已精疲力

竭的夫妻回到家還要面對一屋子的雜亂、小孩闖禍、碗筷佔滿水槽⋯⋯，在這麼

多可能的狀況之下，可想而知，兩性要如童話故事中的王子和公主般「從此過著

幸福快樂的生活」，就變成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了，而「相愛容易相處難」，也

成為現代人愛情窘況的最佳寫照。 

再者，在這樣高度「個人化」的現代社會裡，傳統以維持存活為首要使命的

「擴展家庭」已經式微，現代人的結合不再著眼於客觀社會條件、家族的擴張、

經濟或生物層面的考量⋯⋯等等原因，而回歸到兩個人之間感情的溫度、心靈的

互動以及性格上的吻合，於是愛情和婚姻也喪失了外在約束的強制性和支持性，

而變成一種純粹雙方感覺的抽象存在。 

因此，如今結婚不再意味著建立家庭、物質保障、親子關係等等，「愛的真

正內容涉及的是主體相互之間的創造」（Beck & Beck-Gernsheim,2000：331），

戀人們「為彼此開拓出新的真實，它們揭示這段歷史而再創自己，並且賦予其未

來新的輪廓。」（Beck & Beck-Gernsheim,2000：301）由於那些把幾世紀的家庭

結合起來的共同目標已經消失了，如今參予其中的個體必須自己為那個「空著的

私生活的模子」填上內容，於是持續的、開放且誠實的對話和協商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發現並追求屬於他們的共同目標。Beck 更進一步指出，

如今戀人們就是自己愛情故事的導演、審判者和上帝，他們演出只屬於兩人的歷

史，頒定只屬於兩人的法律，創造只屬於兩人的語言，並裁決兩人關係的良莠，

從而宣判這段關係的壽命。因為擺脫了傳統束縛後的愛，作為一種「純粹的關

係」，也就只能是兩個人徹底的民主形式，是全然個人的自我負責。 

然而畢竟抽象的愛情可強可弱，能載舟亦能覆舟，愛情來時轟轟烈烈，猶如

千軍萬馬莫可阻撓，再多的險阻或缺陷都能視而不見，戀愛中的人眼裡似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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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的存在，愛人在自己的眼中就像全世界盛開的馨香花朵、全世界所有的幸福

根源，其他的一切都在霎時失了顏色與滋味，僅存愛情這唯一的語言；不知道哪

一天，瑰麗的夢境卻同樣在霎那間消失了，彷彿自一場急性熱病中醒來，看到的

不再是鑲了光圈、宛若神蹟般存在的心上人，戀人從輕飄飄的雲端重重的摔下了

凡間，於是對方美好的形象迅速瓦解、從前都是令人讚嘆的特質現在一個個變成

了罪無可赦的缺點，有過的山盟海誓也就自動一筆勾消，關係破滅，從此兩人各

自分道揚鑣，即使有一方還沉浸在愛情中，獨角戲的愛情終究注定要幻滅。因此，

「在現代的條件下，愛情不是只發生一次的事件而已，愛情是每天都要被努力更

新的狀態，無論感情好壞，任何時刻它都得對抗現代社會強加於它的不安全感及

擾亂。」（Beck & Beck-Gernsheim,2000：178） 

於是，伴隨著掙脫束縛後愛情本身的易變、無從捉摸，關係的結束在現代社

會也已經變成一種私人的選擇權。如今愛情只涉及兩個人之間的情感，道德色彩

越來越薄弱，「合則來，不合則去」成為普遍的心態；一個人能夠否決另一個人，

所持的唯一一個理由就是，愛已經消失了，換句話說，愛與正義是兩套完全不相

干的語言，單是另一人的決定，愛的盡頭就能瞬間降臨，而其關係人卻無從否決。

正是由於人們的選擇權受到了解放，真愛也就變成了一種信仰，一種熱切的期

盼，因此人們再也不願屈就於貌合神離的關係，他們對愛情的期望是如此之高，

「被預先決定的婚姻，只要不是不能忍受的就會被接受；但自由選擇呢？個人則

必須捍衛它是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答案。」（Beck & Beck-Gernsheim,2000： 

170-171）以致於當戀情不再令人滿意，相處之後證明對方並不是自己最想要的

那個人時，分手或離婚就成了唯一的出路。 

Beck 在書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結婚與離婚都是為了愛情。我們經歷

著有如可以相互交換的關係，這不是因為想要擺脫愛的束縛，而是真愛的法則要

求如此。」（Beck & Beck-Gernsheim,2000：20）尤有甚者，這種為真愛之故而

犧牲伴侶的幸福、婚姻和親子關係等的行為，卻是出於服從愛的規則，回應內心

的呼喚，並且是在尋求自己和他人的自我實現，因此不再受到譴責，反而漸漸成

為一種令人敬佩的、明智而勇敢的行為。於是，分手或離婚儼然去道德化了，這

又讓戀人們來去之間更不再有什麼阻礙，愛情破滅的痛苦經驗，也就變成現代人

幾乎都嚐過的酸楚滋味。為了避免再度面對愛情的破滅所帶來的失望，許多人甚

至開始壓縮自己對於親密關係的渴望，並且不再為愛情做出任何承諾，Beck 就

指出這是個對於「親密關係的恐懼」正在滋長的時代。（Beck & Beck-Gernsheim, 

2000：126） 

總而言之，愛情的個人化所造成的弔詭性正在於：一方面個人化所追求的是

自我取向的生活形式，然而愛情卻又是由兩個人所組成的親密世界，兩個期望平

等、自由的個體，要如何找到使愛情成長的共同基礎呢？於是，個人化的愛情便

一次次的擺盪在追求個人自我實現的理想以及兩人世界的親密幸福感之間，不停

的來回搖擺，追尋著解放和承諾之間困難的平衡點。 

因此，一方面愛情成為人們互相角力的場所，害怕愛情奪去他們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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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置身其中的人都努力的在捍衛自己的認同感和生活方式，時時追問「這就是

我想要的嗎？」、「這份關係令我感到滿足了嗎？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另一方

面，不論是嘗試擁抱自由的人或者是被遺棄的人，嚐到的卻是失去愛情的痛苦，

思想的啟蒙和真理這時僅剩下冰冷的撫慰，於是人們再度放任自己臣服於愛情的

狂潮之下，以追尋此生美好的救贖，卻一再地在「依賴和自主」、「親密和距離」、

「融合和抵抗」之間掙扎著，陷入了希望、懊悔、不顧一切再三嘗試的無盡循環

當中。 

在這裡，Beck 有些悲觀的洞澈了當代人的困境：「愛情已不再令人安適，而

人們卻對愛情投注更高的希望，這只不過是粉飾愛情，以對抗諸如私人背棄這種

令人不快的現實。『下一次會更好』這種安慰人的廢話結合了兩個層面：失望與

希望，同時激起這兩種情緒並將之個人化。⋯⋯或許，愛情負擔了期待與衝突，

已成為我們這種去傳統生活所環繞的新核心。愛情將自身表現為希望、背叛、渴

望與妒忌──就連德國人這麼嚴肅的民族都不免為情所苦。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愛

情的常態性混亂。」（Beck & Beck-Gernsheim,2000：4-5） 

 

 

 

三、出路何在？ 

 

那麼，人們的出路在哪裡呢？如何才能和他人共享一份互蒙其利的生活？

Beck 認為，降低市場壓力、減少人們游牧式的移動生活而更重視家庭，這些都

只能解決部分問題。因為現代這個由個人所組成的社會是不可能回復到以往的社

群生活形式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讓人們既可以分開過日子

又共同生活在一起。 

對 Beck 而言，像友情這種不那麼激情的觀念是值得提倡的。相對於浪漫愛

的激情，友情是兩個人誠懇的交換想法，謹慎的尋求可以信賴的夥伴關係；友情

不像愛情那麼迷人又充滿危險性，卻更能持續久遠。友情使人們在困難時刻相扶

持，敞開心胸接受建設性的批評，分享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包容對方的缺點與不

是，因而能幫助個人的生命形成一張安全網；然而它的相知相惜又是比較鬆散的

一種形式，因此既能滿足個人的生活，卻又能避免親密關係所引起的愚蠢和不

幸，而讓人們同時保有親密關係又能有自己的空間。（Beck & Beck-Gernsheim, 

2000：283-4）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友情並不是一般所指的朋友，而是個人的夥伴。因此，

將這樣的友情特質套用到愛情、婚姻和家庭，向外開展的家庭就成了可能的選

擇。這樣開放的家庭讓其中的成員能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卻又能培養一份友情

網絡，因此可以承受認同的危機和婚姻的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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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愛情理論 

 

一、「愛情」的本質 

 

幾千年來學者們就不斷地為愛的本質而辯論，Heider（1958）認為：「愛情

是強烈的喜歡」，也就是說，「愛情」和「喜歡」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無質的差

別。其他心理學家如 Lewis 及 Sorokin 則認為真愛必須是無私、利他的。相反的，

Stendhal則視愛情為熱情（passionate）、心醉神迷的（ecstatic）。此外，有些

人則認為真愛必須與新教倫理（Protestent Ethtic）結合以締造一個共同福祉

的關係（Lee，1974），因此 Lee（1974）認為：「愛情的定義極廣，從性慾到純

友誼的愛情皆被論及。」而 Swensens（1972）在定義愛情時則將焦點放在「行

為」上，例如共享的活動、自我揭露的親密等等。Rubin（1970）又將愛情界定

為一個人對某一特定他人所持有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使他以某種方式表現對該

特定對象的思考、感情與行為。這樣的定義仍然難以令人了解愛情的意義，但以

態度視之，則可將愛情併入人際吸引之社會心理學的主流內，並得以使用一般測

量方法研究愛情。（林宜旻，民 83：10-11） 

除此之外，對愛的界定還有很多種說法，例如：Skolnick（1996）就指出「愛

的關係是一種至情至性的人類連帶」，Pocs（1989）則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愛

的意義經常可以和「喜歡」、「欣賞」或者「性和情慾」等詞相互替代；而 Huesmann

（1980）也提出了他的「戀愛之樹的追尋」理論，他首先界定愛情是男女之間具

深度的互動行為，彼此相互影響，並藉由彼此的交換使雙方都獲得滿意的酬賞

（reward）。Huesmann 特別強定互動的重要性，因為對戀愛中的人來說，兩人感

情的維持就在於每一次互動的品質，每一次互動的行為都會決定交換的酬賞，也

決定了雙方是否能進入下一階段的互動。Huesmann 認為每個戀人的心目中都刻

畫著一棵可供追尋的愛情樹，在其尋尋覓覓的過程中，遇到一棵枝葉茂密、結實

累累的果樹時，尋愛者就會試圖找尋可供攀爬的枝幹，摸索正確的位置以便摘到

果實，摘到了一顆，尋愛者就會望著另一顆，繼續摸索前進。因此，他將墜入情

網（falling in love）界定為一種不斷加深互動深度的過程，直到最後階段的

兩心相許。（林顯宗，民 87a） 

Freud（1951）則將愛情視為「抑制企圖的性」（aim-inhibited sex），而將

愛情視為酬賞之交換似乎是一種普遍的看法，Taylor（1973）、Huesmann &  

Levinger（1976）、Leik & Leik（1976）等學者都相信愛是一種交換的過程，在

此交換過程中情侶藉由付出和酬賞而互相滿足彼此的需要，並增強彼此的依附關

係；Centers（1975）也強調愛是一種酬賞性的互動（rewarding interaction）。

井上美惠子（民 78）則認為愛就是受到有價值的東西所吸引，然而因為這種情

況下的價值是完全主觀的東西，因此對某人付出愛，也意味著是給予對方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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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外，Bowlby（1969）認為人類從靈長類演進的過程中，與生俱來就對孤獨

懷有恐懼感，因此在群體中孤立的個人總會積極的尋找性的伴侶。每個人終其一

生都需要依附的伴侶，好讓他們與某個特殊個人建立強烈的紐帶關係，才能獲得

在世界上的心理安全感；因此愛就是這種依附之紐帶。（林顯宗，民 87a） 

事實上，不同的作者定義愛情時強調不同的愛情特徵，Brehm（1985）因此

指出，「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及詩人一樣，對愛情的定義都感到困難，到目前為

止雖然已出版許多關於愛情的書籍、理論及研究，但是仍然沒有任何定義能廣受

其他社會科學家所接受。」（林宜旻，民 83：10） 

    然而，正因為眾多學者對「愛情」所下的定義是如此莫衷一是，因此就連許

多社會科學辭典都不願對愛情作出定義或解釋。而全套十冊的大部頭「漢語大詞

典」（羅竹風編，民 86：632）裡，對愛情的定義也只有概括性的寥寥兩句：「一、

愛的感情。二、特指男女相戀的感情。」很顯然的，前者的定義太籠統，後者的

定義卻又已經無法適用在同性戀日漸普及的現代社會了。 

至於社會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裡對「愛情」的說法

（Borgatta,2000：1696-1701），也首先就承認愛情是從科學的觀點看來，少數

最難以釐清也最複雜的概念之一，至今仍沒有一個具體的對愛情的定義，能符合

所有人對愛情的經驗和感受，也沒有任何一個定義能夠掌握到愛情的所有面向；

每個時代對愛情的認知是不同的，而不同地區的文化對愛情的定義也足以天壤地

別。然而若就目前存在於美國社會，由大眾傳媒所充分吸收並發揚的愛情形式─

─浪漫愛的複合物（the romantic love complex）而言，作為現代婚姻的核心

前提，這種浪漫愛的複合物具有以下三個主要特質：１、浪漫的民主（romantic 

democracy）：意指愛情可以消弭兩個人之間所有的差異。２、浪漫的強度

（romantic intensity）：意指兩個人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陷入熱戀，情感上出現

強烈的愛慕。３、浪漫的獨占（romantic monopoly）：在這樣濃烈的感情之下，

伴侶之間會長久地存在著排他性的情感和社會關係。在這樣的愛情中，當事人被

預期會出現「不斷沉迷於對愛慕對象的想法中」、「渴望和心愛的人共度每一分每

一秒」、「當愛人不在身邊時便感到傷心憔悴」、「失去了所愛的人生命便失去意義」

等現象。 

  事實上，愛情的組成成分中，「浪漫愛」以及「性慾望」是常常被提及的兩

個要素。社會學家 Goode（1959）就將愛情界定為：「兩成年異性之間的情感傾

注，至少包括有性欲望和溫柔體貼的成分在內。」（余振民，民 88：15）除此之

外，愛情似乎還包含一些奉獻及承諾的成分在內，Rubin（1970）所編的愛情量

表就涵蓋三個主要成分：親和（affiliative）和依賴需求、欲幫助對方的傾向、

排他性和獨占性。Sternberg（1986）則認為愛情由三種成分所組成：「親密」

（intimacy）、「激情」（passion）和「承諾」（commitment）。而李美枝亦指出（蔡

耀明，民 88：106），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發現愛情有三個成分：佔有、排

他和關心對方的福祉。 

   因此綜而言之，「浪漫愛與情慾」、「奉獻與關懷」、「親密感」、「排他性」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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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承諾」⋯⋯等這幾個要素應是愛情的主要組成成分。 

 

 

 

二、愛情的分類 

 

前面一章第三節曾經提到過，Rubin（1970，1973）將愛情視為一種特定的

態度，他首先區分了「愛」和「喜歡」兩者之間本質上的不同，開始以一般的測

量方法來研究愛情，編製了內涵不同的「愛情量表」（loving scale）和「喜歡

量表」（liking scale），因此成為測量愛情的先驅，也因此愛情才開始成為心理

學的研究主題之一。 

繼 Rubin 之後的二十多年以來，對愛情進行科學性研究的心理學家漸多，然

而每個學者得到的研究結果卻都各異其趣，其中對愛情試圖做過分類以釐清其內

涵的學者及其主張，大致可以歸納成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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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者們對愛情的分類 

 

研究者 依據理論或方法 愛情類別 

Maslow（1970） 需求階層模型（hierarchy of 
needs） 

1. 匱乏之愛（deficiency-love）
2.存在之愛（being-love） 

Dion & Dion
（1973） 

愛情經驗問卷、因素分析 1.輕浮易變的愛（Volatile） 
2.謹慎的愛（Circumspect） 
3.理性之愛（Rational） 
4.激情之愛（Passionate） 
5.魯莽之愛（Impetuous） 

Lee（1973，1976） 分析文學作品中及文獻中的
內容 

1.情慾之愛（Eros） 
2.遊戲之愛（Ludus） 
3.友誼之愛（Storage） 
4.依附之愛（Mania） 
5.利他之愛（Agape） 
6.現實之愛（Pragma） 

Walster & Walster
（1978） 

社會交換理論（social-change
theory） 

1.熱情之愛（passionate love）
2.友伴之愛（companionate love）

Sternberg（1986）心理計量的智力理論出發，

Rubin 的愛情量表和喜歡量

表、Levinger 的人際交往測
量表、因素分析、層次群落

分析 

1.無愛（None-love） 
2.喜歡（Liking） 
3.迷戀（Infatuation） 
4.空愛（Empty love） 
5.浪漫愛（Romantic love） 
6.友愛（Companionate love） 
7.愚昧愛（Fatuous love） 
8.完美愛（Comsummate love）

Hazan & Shaver
（1987） 

Bowlby 的 依 附 理 論 、

Ainsworth的親子依附型態 
1.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
2.逃避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
） 

3.焦慮依附（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的愛情 

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

依附理論 1.安全的（secure） 
2.佔有的（preoccupied） 
3.摒棄的（dismissing） 
4.恐懼的（fearful）依附的愛情

資料來源：參考余振民，民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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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aslow 

  Maslow（1970）的愛情理論是奠基在他的需求階層模型（hierarchy of needs）

上而來的，根據該模型，Maslow 認為人類的基本動機會構成一種需求階層，而

這種需求由低至高依序可以分為八種，當較低階層的需求得到適當的滿足之後，

人們才會繼續尋求更高一階層的需求之滿足，如此逐層而上終至超越自我，達到

對宇宙的認同。（見下圖 2-1） 

 

 

超越的（self-transcendence） 
 存在需求 自我實現的（self-actualization） 

美的（esthetic needs） 
認知的（cognitive needs） 
自尊的（esteem needs） 

 歸屬的（attachment needs） 匱乏需求 
安全的（safety needs） 

生理的（physiological needs） 
 

圖 2-1  Maslow的需求階層模型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然而這八種需求階層又可以被劃分成兩類，前面四階都是源於個體在生理及

生存上的需求，因此又可以被稱為「匱乏的需求」（deficiency needs），因為當

人們無法滿足這些需求時，便會感到匱乏，而有一股驅力讓他們努力想要解除這

種匱乏。在「匱乏的需求」之上的，則稱為「存在的需求」（being needs），它

們是源自於人們追求自我成長、實現的動機。因此依據這樣的需求理論，Maslow

將愛情劃分成「匱乏之愛」（deficiency-love）與「存在之愛」（being-love）

兩種。前者又簡稱 D 型愛（D-love），其發生在個體知覺到對方能滿足其匱乏之

需求時，因此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以需求及依賴為基礎的愛情；後者又稱

為 B 型愛（B-love），因為匱乏的需求已經得到滿足，因此在愛情中並不會感到

不安全，雙方的相處是相當舒適並感到無條件被接受的，因此還有助於雙方的自

我實現，簡言之，這是一種以自主及給予為基礎的愛。然而事實上，在每一段愛

情中都是同時包含這兩種愛情類型的，只是比重各異而已。 

 

 

(二) Dion & Dion 

    Dion 和 Dion（1973）乃讓受試者依據自己的愛情經驗來填寫問卷，再將問

卷結果依據因素分析而找出五種不同類型的愛情，分別是：輕浮易變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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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atile）、謹慎的愛（Circumspect）、理性之愛（Rational）、激情之愛

（Passionate）和魯莽之愛（Impetuous）。（余振民，民 88：4） 

 

 

(三) Lee 

    由於 Lee（1973）認為愛情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因此他也意圖探討人類

的情感類型。他首先分析了從古希臘時代到 1970 年代共數百篇關於愛情的各類

型文章，得出六種愛情類型並加以定名；接下來 Lee 又找了一百二十名受試者，

透過他所發展出的「愛情故事分類卡」（Love Story Card Sort），將每個受訪者

的戀愛故事和經驗加以分析，結果也得出了和前一階段相同的六種愛情類型。 

    Lee 將這六種愛情類型命名為「愛情的色彩」（Colors of Love），其中分別

有三個基本型（primary type）──情慾之愛、遊戲之愛、友誼之愛，以及三個

化合型（secondary type）──依附之愛、現實之愛、利他之愛。（林宜旻，民

83：20）以下分別就各類型的特徵作一些說明： 

 

１、情慾之愛（Eros）： 

    又稱 passionate／romantic love，情慾之愛者注重外表吸引力，碰到與心

中理想形象符合的人時，就會展開狂熱的追求。他們企求非常深入、排他性的關

係；發現理想的伴侶並與之一起生活，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但這類型的人

不像依附之愛那樣具有強烈的佔有慾和對情敵的過分焦慮，因為他們有充分的自

信能夠吸引對方，且對自己的工作、家庭、朋友都很滿意。（Lee,1973） 

 

２、遊戲之愛（Ludus）： 

    又稱 game-playing love，遊戲之愛者將愛情視為一連串的挑戰，喜歡玩弄

手段，盡情享受其中的樂趣，卻不想陷入太深、相互依賴。他們不但希望能夠和

各種不同類型的人交往，甚至可以同時和許多不同的對象約會，而不與任何人作

長期性的計畫與約定，結束一段感情對他們並不是多麼嚴肅、慎重的事情。這類

型的人往往對自己很有信心，認為自己可以完全控制感情。（Lee,1973） 

 

３、友誼之愛（Storge）： 

    又稱 friendship love，這種類型的愛情往往是從朋友自然而然漸進到戀人

的，正是因為感情是在長時間中不知不覺培養出來的，因此彼此常是最知心、最

親密的朋友，外表對他們而言也就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彼此擁有共同的興趣

和相互的了解。對他們而言，愛情是平和、愉悅、溫馨的，細水長流的愛情才是

他們所由衷嚮往的。（Lee,1973） 

 

４、依附之愛（Mania）： 

    又稱 dependent love，是情慾之愛和遊戲之愛的化合體。這類型的人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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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被愛、被關注；對於愛情，他們有著強迫性的無助感，以及強烈的依賴和佔

有慾，只要感到對方的表現變得稍微冷淡，他們就會極度焦慮不安。這類型的人

雖有情慾之愛的熱情，也會像遊戲之愛一樣運用策略控制對方，但他們的過度多

疑、焦慮和缺乏自信，卻是使他們愛情往往悲劇收場的原因。（Lee,1973） 

 

５、利他之愛（Agape）： 

    又稱 altruistic love，是情慾之愛和友誼之愛的化合體。在所有類型中是

最為成熟也最為罕見的一種愛情。對利他之愛者而言，愛情毋寧是一種受制於意

志的責任；他們總是抱著宗教式的態度來看待愛人，以對方的需求為首要之務，

凡事為對方著想，努力給予但不求回報。簡言之，利他之愛者是兼具情慾之愛的

熱情，但又希望能像友誼之愛一樣，使感情長久的維繫下去。（Lee,1973） 

 

６、現實之愛（Pragma）： 

    又稱 practical love，是遊戲之愛和友誼之愛的化合體。現實之愛者既具

有遊戲之愛者操弄感情的自信，但又像友誼之愛一樣，尋求的是一種相互契合的

友伴關係，而非短暫的激情。他們在挑選對象時是相當理智、務實的，首重的是

對方的家庭背景、教育水準、宗教或政治態度、興趣及性格等是否相配；而一但

找到適合的對象之後，現實之愛者也會培養出浪漫的愛情。（Lee,1973） 

 

    值得一提的是，Lee 所提出的這六種愛情類型在個人身上並非單一且一成不

變的。一般來說，每個人的愛情都同時具有上述六種特性，只是強度各異，且面

對不同對象時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愛情類型，而隨著年紀的增長，愛情的類型也可

能會出現變化。（Lee,1973） 

 

 

(四) Walster & Walster 

    Walster & Walster（1978）是從「社會交換論」的角度出發來研究愛情，

因而區分出兩種不同類型的愛情：「熱情之愛」（passionate love）和「友伴之

愛」（companionate love）。熱情之愛屬於情緒比較激烈的一種愛情狀態，混雜

著得意和痛苦、焦慮和滿足；時時渴望兩人成為一體，因此當對方給予回應時便

感到心醉而滿足，一旦雙方分離時，卻又感到空虛、焦慮和失望，使得當事人身

心常常處於激動的狀態。相對於熱情之愛，友伴之愛則是帶有友誼式情感和緊密

依附的一種較平穩的關係，因此會感到安全、相互信任、關係穩定。對 Walster 

& Walster 而言，這兩種愛情類型是可以加入時間的向度，因此看成是愛情的過

程的，換言之，狂熱式的愛情往往會隨著時間的延續而轉變成友伴之愛。 

 

 

(五) Ster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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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nberg（1986）所提出的愛情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是 1980 年代以後較受重視的愛情理論之一。他認為愛情是由三種成分所構成，

第一個是「親密」（intimacy），也就是跟對方在一起會有一種相知相惜的溫暖感

覺；第二個是「情慾」（passion），亦即想要有肌膚之親的慾念；第三個是「承

諾」（decision/commitment），也就是相互的認定，除了對方以外不跟其他人在

一起。這三種成分構成了愛情的三個角，並分別代表著愛情的感覺面、驅力面和

認知面。（見下圖 2-2） 

 

 

親密 

（感覺面） 

 

 

 

 

                  情慾                        承諾 

               （驅力面）                  （認知面） 

 

圖 2-2  Sternberg的愛情三角論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三角形的面積大小代表著愛情的份量，三角形越大，表示愛情越豐富深厚；
而三角形的形狀則顯示愛情成分的比例狀況，正三角形表示三種成分均等，是一

種均衡的愛，而若哪一個成分特別重，就會形成小於六十度的銳角而被突顯出

來，也因而成為不均衡的三角形。此外，在愛情中並不只存在單一的三角形，比

較真實三角形和理想三角形，可以預測此人再愛情關係中的滿足情況；比較自身

的三角形與對方的三角形是否契合，亦可以預測滿足感；另外還可以比較主觀的

自我覺知三角形和客觀的他人覺知三角形兩者的相似程度。（余振民，民 88：18） 

    Sternberg 進一步依三種成分的組合情況而區分出八種不同的愛情類型（見

下表 2-3），不過在真實的愛情關係中，三種成分事實上是以相對多寡的連續含

量表現在關係之中，而不是絶對全有全無的斷裂性出現，因此大部分的愛情都是

界於這些類型之間，我們只能說某人的愛情類型「接近哪一類型」而已。（余振

民，民 88：18）這八種類型分別有：１、無愛：三種成分都很低，大部分我們

生活中的人際關係都屬於此類，僅止於單純且短暫性的互動。２、喜歡：親密的

成分很高，情慾和承諾都很低，這類關係大多是友情。３、迷戀：情慾的成分很

高，往往是一見鍾情，但也很快就燃燒殆盡。４、空愛：承諾的成分很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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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都偏低，這是從前大多數婚姻的普遍形式，結婚多年的老夫老妻也多屬於這

種；Sternberg 認為空愛的數量應該是最多的。５、浪漫愛：包含有很高的親密

和激情，大多數年輕人的戀愛屬於這種，但因為還不想考慮結婚的問題，因此承

諾的成分很低。６、友愛：包含很高的親密和承諾，一般多發生在青梅竹馬的伴

侶上，到了適婚年齡自然就結婚了，情慾的成分卻不高。７、愚昧愛：因為剛認

識的激情而許下承諾，但因為認識不清，親密感很低，隨著時間會漸漸產生陌生

感，終至分離。８、完美愛，或說圓熟之愛：三種成分都達到很高的程度，是很

困難的境界。（Sternberg,1986） 

 
 

表 2-3 Sternberg的八種愛情類型 
          成 分 
類 型 

親  密 情  慾 承  諾 

無愛 低 低 低 
喜歡 高 低 低 
迷戀 低 高 低 
空愛 低 低 高 

浪漫愛 高 高 低 
友愛 高 低 高 
愚昧愛 低 高 高 
完美愛 高 高 高 

資料來源：參考蔡耀明，民 88：107。 
 
 

 

(六) Hazan & Shaver 

    由於 Hazan & Shaver（1987）發現愛情關係中的許多特徵都和幼兒時期對

主要照顧者的依附行為有雷同之處，比如說：沉迷於對方，分開時便會感到不安，

需要維持和對方的親近並花許多時間在一起，因此 Shaver 以 Ainsworth 所發展

之親子間的三種依附關係為基礎，假定戀愛關係中也同樣存在著這三種形式，並

且個人在幼兒時期所發展之情感鍵形式會重現在成人時期的戀愛形式中。換言

之，個人早期所形成的「依附型態」（attachment style）並不會隨時間而更動，

在往後與重要他人的互動中，便會顯現出類似幼兒時期所經驗的親子關係。Hazan 

& Shaver 的研究證實，成人的三種依附型態之比例分配，確實相當接近於幼兒

時期之依附關係的三種比例分配（余振民，民 88：18-9），而得出愛情關係的三

種依附形式：１、安全依附：與伴侶的關係良好而穩定，能彼此信任並互相支持。

２、逃避依附：會害怕且逃避與伴侶的親密。３、焦慮依附︰時常具有情緒不穩、

極端反應的現象，善於忌妒且希望跟伴侶的關係是互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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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Bartholomew & Horowitz 

    接續 Hazan & Shaver 的研究，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深入研究

成人人際關係的依附型態，他們以自我意像（self-image）與對他人的意像為兩

軸，並賦予正負，而搭配出四種新的依附型態：１、安全依附：由正向自我意像

和正向的他人意像所造成。２、佔有依附：由負向自我意像和正向的他人意像所

造成。３、摒棄依附：由正向自我意像和負向的他人意像所造成。４、恐懼依附：

由負向自我意像和負向的他人意像所造成。 

 

    儘管心理學領域對愛情的研究已經有這麼多，但是誠如我們所見，每個學者

的著眼點都不同，因此所得出的愛情類型也都不同，但是愛情是否真的可以被這

樣化約分類，卻是有待商榷，更遑論究竟怎樣的分類才是最切合事實的了。除此

之外，上述這些愛情研究都是基於西方文化中的理論，或者是以西方社會中的受

試者作為研究對象所得出的結果，究竟適不適合直接套用到台灣這樣的社會中，

也是值得疑慮的。根據莊慧秋、顧瑜君及顧雅文等人（民 79）針對中國人的愛

情觀所做的問卷調查，和 Lee 所提出的六種愛情類型作比對，就發現 Lee 的六種

愛情類型中，高達五種對中國社會而言有著不同的意義。 

    因此，在愛情研究的領域中，除了參考西方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愛情心理學」

之外，屬於中國傳統的愛情觀以及本土的愛情相關研究也是不容忽略的。 

 

 

 

三、中國人的傳統愛情 

 

    從儒家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那一天開始，就註定了中國是一個嚴肅而正經的

民族。我們的老祖宗只講婚姻，不提愛情；四書五經裡，除了先秦的詩經記載著

人民真摯樸實的感情之外，其他所有的章句幾乎都是感情的沙漠。中國人是愛情

的絕緣體嗎？當然不是的。所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情思，或喜、或哀、或怨、或迷

惘，歷代的騷人墨客都在詩詞歌賦中一一宣洩了。 

    翻開千古以來流傳至今，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情詩，就看到了歷史上一個個為

愛情而鮮活過的靈魂，也讓身在千百年後的今天的我們，仍得以窺見真正屬於中

國人的傳統愛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詩經‧子衿），中國人的愛情一向是

含蓄而婉約的，在婉轉而內斂的言行之下，包裹著情深意切的心思。縱覽歷代膾

炙人口的情詩，會發現其中描寫對愛情堅貞的信念，或者顛沛流離的時代中，不

得不與愛人分離的相思之情，這兩類詩句是最常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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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堅貞的愛情 

 

  中國人為愛情所立下的海誓山盟，起源都該追溯到漢朝一首作者已不可考的

古樂府詩「上邪」： 

 

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 

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 

 

  這是一首女子為所愛的人而立下的誓言，一句一頓，字字千鈞，用獨特的想

像力來表達自己深厚而篤定的感情，在所有表明心志的詩句中，算是最激烈而特

出的。此外唐朝詩人白居易為唐玄宗和楊貴妃所寫的「長恨歌」裡： 

 

⋯⋯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也傳達了他們兩個人綿綿無絕期的愛恨糾纏，是他們終其一生都無法掙脫

的。而另一位唐朝詩人元稹則是在和所愛的人分離後，寫下了傳誦千古的名句─

─「離思」：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因為曾經身處在浩瀚滄海的開闊中，因此再也無法屈守於江河的渺小；因為

曾經見過了巫山縹緲雲霧的空靈，所以其他地方的雲霧再也不能令人駐足。與心

愛的人分別之後，雖然必須承受著孤獨與相思的折磨，但詩人卻從不會對身邊的

其他誘惑動心，因為對戀人而言，所愛的人具有絕對的獨特性，是無法被取代，

也不可能再找到更吸引他們的對象的。 

  晚唐詞人溫庭筠所寫的「望江南」一詞，對於戀人的執著也有著相當深刻而

貼切的著摹：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 

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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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所愛的人出現，一次次的驚喜、而後發現錯誤、而後由喜轉為失望，只

好繼續重新尋找與等待。這樣的過程重複上千次，而這樣的日子甚至重複上好幾

個月、好幾年；然而不論必須等待多久，不論等待的過程有多麼煎熬，戀人寧缺

毋濫的執著始終不會改變。 

這就是屬於中國人的傳統愛情，執著而堅定。 

 

 

（二）中國傳統愛情的主調──離別之苦 

 

然而在從前的時代裡，對一般百姓而言，頻繁的兵荒馬亂所造成的屢屢徵召

壯丁、親人離散，似乎是每個朝代都在上演的悲劇；加上在朝任官、「走馬蘭臺

類轉蓬」（李商隱‧無題）的仕途生涯又是大多數文人的一生寫照，因此離別之

苦就成了騷人墨客筆下最常見的主題。 

描述分別之痛苦的名句相當的多，像是唐朝詩人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

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唐代詩人

杜牧的「贈別」：「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宋朝歐陽修的「玉樓

春」：「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以及宋朝柳永的「雨霖鈴」一詞：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都寫出了

臨別之際，眷戀及傷心的折磨。 

而與相愛的人或生離或死別後，獨自忍受著漫長的孤寂與歲月的摧殘，這種

悲苦就更是隨手可拾了。晚唐詞人溫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樹，三更雨，不道

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深刻的描寫出離情之苦，令人夜不

能寐；就連一向予人正統儒家印象的宋朝名臣范仲淹，也寫下了「蘇幕遮」一詞，

讓我們看見屬於英雄的相思淚：「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另外宋朝晏幾道的「鷓鴣天」：「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相思本是無

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以及女詞人李清照的「一翦梅」：「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寫的或是長征

思歸的兵士，或是獨守空閨的寡婦，卻同樣的都承受著無計消除的相思之苦。 

儘管離別是如此「消魂」，足以使得「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李清照‧醉

花陰）[2]，然而中國人的傳統愛情卻往往顯得堅韌深厚，不畏阻難。唐代詩人元

稹的「夜別筵」： 

 

夜長酒闌燈花長，燈花落地復落床。 

似我別淚三四行，滴君滿坐之衣裳。 

與君別後淚痕在，年年著衣心莫改。 

 

以及晚唐詩人孟郊的「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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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 

一度欲離別，千迴結衣襟。 

結妾獨守志，結君早歸意。 

始知結衣裳，不知結心腸。 

坐結行亦結，結盡百年月。 

 

另外還有宋朝詞人李之儀的「卜算子」：「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

意。」⋯⋯等等，都表明了心意的堅定不移，不因距離而改變，並且也期許對方

與自己一樣，即使分隔兩地，仍能永遠持守著這份情感。而宋朝詞人柳永的「鳳

棲梧」：「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也寫出了對所愛的執著不悔；宋

朝詞人晏殊的「玉樓春」：「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更宣示了愛情

的無遠弗屆與永恆綿亙，令人為之動容。 

 

 

（三）豁達的深情 

 

既然分離是常態，中國人的愛情觀也就擁有了獨特的面貌。唐朝詩人張九齡

的「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寫的是分隔兩地的戀人，雖然因為各在天一涯而承受著相思之苦，但卻能夠

在明月由海上冉冉升起時，分別在不同的地方欣賞到同樣的情景，因此也就彷彿

共同分享了某一段時光；換言之，戀人們將相思與牽掛之情寄託於明月，望月的

同時也想像著所愛的人亦正望著同一輪明月而想著自己，如此也就稍稍撫慰了離

人的哀怨。 

同樣的精神在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中亦可發現，如唐朝詩人李商隱的另一首

「無題」：「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以及宋朝詞人蘇軾的代表作之

一「水調歌頭」：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樣哀而不怨、深情而溫柔的中國式愛情，讓無法長相左右的戀人們能夠吟

出「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觀‧鵲橋仙）這樣的句子來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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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讓中國人那雖常陷顛沛流離之境，卻始終堅貞而執著的愛情，能夠擁有

這樣一個明朗而美麗的寫照──「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范成

大‧車遙遙篇），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愛情。 

然而，經歷了西方文化的洗禮，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其愛情是否還留有中國

的傳統特色，或是已經受到西方文明的同化，這也正是本研究希望能回答的問題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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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研究回顧 

 

一、台灣的相關愛情研究 

 

    有鑒於西方的愛情研究，多採量化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愛情中的元素，或是將

愛情分為不同的類型，再以此對愛情做進一步探討，卻未必能套用在台灣這樣的

文化社會中，因此台灣的本土愛情研究在西方既有的量化傳統之餘，也就開始出

現了質化的路徑。 

    然而檢視一下既有的研究，便會發現台灣大多數的愛情研究都集中在對文學

作品中愛情觀等方面的分析，像是：柳萬成（民 67）的「荒原中的愛情──海

明威短篇小說中的男女衝突」、咸恩先（民 72）的「三言愛情故事研究」、沈惠

君（民 77）的「亨利‧詹姆斯小說之婚姻愛情觀」、陳葆文（民 78）的「中國傳

統短篇愛情小說的衝突結構」、葉美吟（民 82）的「西班牙與中國之黃金時期文

學裡的愛情觀」、胡慈容（民 89）的「台灣八十年代愛情小說中的女性語言」⋯⋯

等等。此外針對社會學領域的愛情研究，則以量化的相關研究為主，像是：林宜

旻（民 83）的「愛情類型、嫉妒與關係滿意度之相關研究」、王慶福（民 84）的

「大學生愛情關係徑路模式之分析研究」、劉秀貞（民 87）的「軍校學生傳播行

為及愛情、婚姻與家庭生活態度關聯性之研究」、楊茜如（民 89）的「大學生愛

情觀、性別角色與兩性關係及相關因素之研究」、沈利君（民 91）的「台北縣市

國中學生愛情態度研究」⋯⋯等等。 

    愛情方面的質化研究數量上比較少，包括有：楊美慧（民 80）的「單身女

性之婚姻觀─現象學方法的研究」、李維庭（民 84）的「愛上一個人：愛情現象

的詮釋」、陳萱（民 88）的「戀戀風塵──愛情歷程之敘說」、余振民（民 88）

的「未婚男性的愛情觀──現象學方法的研究」、劉慧琪（民 90）的「青少女愛

情關係中之性別論述──以三位高職女生為例」、蔡明娟（民 91）的「鬆綁之旅

──一個中產階級女性透過愛情邁向做自己的歷程」等等。這些研究多透過深度

的訪談來收集資料，也有少部分是以自己的生命經驗作為研究對象的。 

    但是上述的這些愛情研究都停留在愛情觀、性別角色、愛情模式、愛情歷程、

滿意度⋯⋯等等與愛情相關因素的分析上，卻沒有看到將愛情與整個時代的社會

文化背景相扣連的研究，而這正是本研究意圖著力之處。 

 

 

 

二、流行音樂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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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流行音樂的研究，在西方國家而言，是繼對電影、電視⋯⋯等庶民流行文

化研究之後的一門顯學。它們多透過對流行音樂形式和內容的研究，來發現、拼

湊出當代文化的面貌，進而發展出流行音樂本身的論述，以建立流行音樂自身的

理論。 

    大致上我們可以將這些針對流行音樂所做的研究區分成三者。第一類主要是

針對音樂本身的特殊屬性以及歷史過程所做的研究，將流行音樂依據曲風、旋

律、演唱風格、歌手特色⋯⋯等形式上的不同而加以分類，例如區分成古典、爵

士、搖滾、民謠、New Age、重金屬、饒舌⋯⋯等等，並從中標明它們的風格，

賦予定位，使流行音樂成為一種純美學式的研究對象。 

    其次，也有的研究將流行音樂視為文化的反應或社會機制的一環，因此透過

對流行音樂的研究來尋找或證明其對社會所具有的正功能或負功能，或者透過對

歌詞意義的研究，嘗試拼湊出特定時空下的文化景觀，以期彰顯出當代人類的心

靈活動[3]。例如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而言，則視流行音樂具有著撫慰人心的功

用，並且能夠反應社會大眾的心理，此外還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然而若就馬克

思學派而言，則它們批判流行音樂乃在腐蝕人心、鞏固霸權意識，更進一步還促

進了資本的再生產，加深了布爾喬亞階級對普羅大眾的剝削。 

    將馬克思主義這種批判精神在文化領域發揮到最淋漓盡致的，就屬 Adorno

及 Horkheimer 兩人了。在他們所合著的《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書中（1972，2000），以及後來 Adorno 所寫的〈文化工業再

探〉（1996）中，他們提出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這樣一個概念，

其所謂的「工業」是就「事物的標準化（像影迷熟知的典型西部片即是一例），

以及分配、行銷的正當、合理化」而言（Adorno,1996：148）；他們並直指文化

工業是一種新的社會控制，其運作乃是透過一種「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Horkheimer & Adorno,1972：154-5）的方式壟斷文化的生產，進而就能推動

對於社會大眾之意識的操縱與壟斷。尤有甚者，標準化的文化工業也造成了一種

「偽個體化」（pseudo-individualization）（Horkheimer & Adorno,1972： 

154-5），它讓閱聽大眾有一種自由選擇娛樂內容的錯覺，而忘記了他們所選擇的

正是他們早就接收過、預先消化過的，標準化了的文化產品；因此，「標準化的

文化產品得以順利地、毫不受抵抗地為大眾所接受，從而使這些接受者不知不覺

地被操縱在預定的、有利於壟斷資本統治的『標準』序列中。」（陳學明，民 85：

79） 

最後，尚有一種流行音樂的研究，是立基於通俗文化的觀點，將流行音樂視

為民間社會的一種文化形構，因此研究者往往透過流行音樂的研究，來找尋屬於

民間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藉此探討民眾如何享用流行音樂，並區分不同性別、

種族、階級的人，在聆聽流行音樂時，會否從中衍生出不同的意涵，對他們的生

活又有些什麼樣的影響或重要性。（曾慧佳，民 86：15-6） 

    至於台灣的流行音樂研究，起步則較西方國家為晚，但在研究的取向上，則

和西方的流行音樂研究並無太大差異。總體而言，台灣現有的研究可以在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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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成兩大類：一種是視流行音樂為商業化後的文化商品，注重其生產的體系，

並透過文化工業的觀點，而揭發其生產和配銷的商業機制。另外一種則視流行音

樂為一種文化的形式，在某個特定時代，承載著某種特定意義，因此他們多透過

流行音樂的研究來還原歷史真貌，或建構特定的思潮，以審視這種流行音樂的現

象和當時社會互動的狀況。後者的相關研究主要都是集中在對於民歌形式之流行

音樂的探討中（曾慧佳，民 86：21-2），僅有曾慧佳（民 86，民 87）將流行音

樂首度和社會變遷並列，採取貫時性的研究，來探討長期以來（1945 至 1995 之

五十年間）台灣流行音樂之歌詞內容和社會價值觀之間的關聯性。 

最後，尚有一篇最新的研究也試圖開始從流行歌曲中去尋找愛情研究的素材

了：鄭嘉揚（民 92）的「愛情流行歌曲對歌迷愛情態度之影響關聯──以五月

天之愛情歌曲與歌迷為例」。這個研究是以涵化理論為理論的基底而展開探討，

試圖探究流行歌曲的愛情內容，是否會對流行歌迷造成愛情態度的影響。換言

之，這是一篇從傳播理論出發的研究，其研究結果證實了流行歌曲的內容確實會

對閱聽歌迷造成影響。 

    回顧台灣相關的流行音樂研究，便可以發現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多待填補的空

間。儘管流行音樂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經漸漸地受到學界的認知，因此台灣的流

行音樂研究也已經漸漸的由過去只著重在收集和整理的工作而提升到分析的工

作，然而相關的分析還是有限，未曾探索過的領域所在多有。 

本研究也只是一個小小的足跡，不妄想能全面涵蓋流行音樂的研究範疇。然

而相較於前人的成果，本研究的定位則在於：針對流行歌曲所傳達的內容來作為

分析的文本，並特別將焦點襬放在流行歌曲主要承載的主題──愛情上，以分析

流行歌曲當中所蘊含的愛情觀為焦點，並結合社會理論學者對於「現代性」的觀

察，意圖了解蛻變中的、最新的當代兩性關係之趨勢。因此，本研究將一方面採

取橫斷性的切面研究，以相當數量的最新流行歌曲之歌詞抽樣，來勾勒當代人的

愛情圖像，另一方面則採取貫時性的比對來檢證台灣社會中愛情觀的變遷，以達

到更深入了解當代人的親密關係，以及更進一步了解「現代性」之作用與影響的

目的。 

    因此，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特色有以下幾點： 

１、就相關愛情研究而言：本研究以流行歌曲之歌詞為文本，並將愛情置放在現

代性的脈絡之下來了解。 

２、就相關流行音樂的研究而言：本研究針對台灣國語流行歌曲中所反映的愛情

觀作探討，結合社會學家的觀察，並同時採取橫斷性和貫時性的研究方法。 

 

 

 

 

 

 



從國語流行情歌看現代性之下的愛情                                                    

40 

 

 

 

注  釋 

 

【1】 「可塑的性」意指：「在今天，『性』已經被發現、被開放，可以被各種不

同生活風格擁有。性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或者『開發培養』的；它不再

是每個人都必須接受的自然命定狀態。性是自我的一個可塑特質，是身

體、自我認同、以及社會規範的主要連結點。」（引自 Giddens,2001：17。） 

【2】 全詞為：「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

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

黃花瘦。」 

【3】 例如 Peatman 於 1944 年針對美國流行歌曲的歌詞所做的分析，發現內容

多為情感的描述、戀愛的各種情緒。又如 Harmon 於 1972 年對流行歌詞的

分析，則發現當時的流行音樂已成為年輕人發抒對社會不滿的媒介，內容

也多方的呈現出對現實社會議題的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