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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7 年 10 月 20 日台大校園發生潑酸情殺案，25 歲張姓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男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與台大心理系研究所 23 歲謝姓男學生在情感談判後爭執

而潑灑硫酸凶殺案，當事人的同志身分，隨即在社會上發酵，網路論壇以「臭甲

=社會亂源」等稱號將特定性向標籤化並與情殺連結，透過輿論導向或將事件定

調為同性戀是「可怕」的、「同志是不是特別敏感、容易情緒失控，因此特別兇

殘？」（傅紀鋼，2017）然而歷數近幾年的情殺案件，異性戀也所在多有，最知

名的莫過於 1998 年清大校園之王水溶屍案。因此不論性傾向，每一場情殺，都

突顯社會的情感學習資源不足，情感支持系統匱乏。因此可見分手是個人生命歷

程中的重大失落事件（Kaczmarek, Backlund, & Biemer, 1990），通常帶來許多痛

苦的感受，也伴隨著許多負向的身心和情緒反應，例如，焦慮、沮喪、孤單、報

復甚至傷害自己的行為（Kiecolt-Glaser & Newton, 2001）。 

二、分手調適對於男同志的重要性 

綜觀國內外的分手研究，主要多從異性戀的視野出發，然而同志族群亦無法

避免此感情困擾。且男同志更容易面臨分手，因為與異性戀者與女同性戀者相

比，有更高的自主性與較少的穩定性（Kurdek, 1998）。在同志族群中，男同志的

性忠誠性較低，此將阻礙長期穩定關係的發展（Peplau, 1982）。因此分手調適對

於男同志更顯重要。 

「分手」對於同志是一個特別痛苦的經驗（Giddens, 1992）。影響分手調適

的因素很多，其中尋求社會支持是最常見其中之一（Chung et al., 2003）。然而，

同志的現身出櫃往往會失去家人的支持，非家庭成員成為同志的主要支持者

（ Kurdek, 1988）。而且在華人社會中，異性戀為主流，而家庭一向是最主要的

社會組織單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宗接代觀念，更帶給同志極大的壓力（畢

恆達，2003）。因此，社會環境對同志的接受度低，更會是其經營親密關係的一

大挑戰。 

劉安真（2011）則指出，學校教育極少提供同志學生相關的情感教育課程與

資源，因此有些同志面對分手時，不知如何理解自身的經驗，往往更加深孤立無

援的處境，更難走出傷痛。今年（2018）4 月中選會通過四項公投，其中一案「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A2%E6%A5%AD%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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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同意在國民教育階段內（國中及國小），教育部及各級學校不應對學生實施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所定之同志教育？」（方君竹，2018）皆突顯了目前同

志情感教育之匱乏，也反映了社會環境對於同志不友善的氛圍，使得同志分手時

往往獨自落寞。因此綜觀上述，分手調適對於男同志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想藉由

搜覽國內外文獻，俾了解哪些因素會影響其分手調適。 

三、影響男同志分手調適之因素 

分兩小節說明，第一小節整理國內外關於影響分手調適之因素；第二小節則

說明男同志所遭受的外在壓力。 

(一) 影響分手調適之因素 

1. 分手的發起人 

一般而言，分手大多是由單方提出，依據研究顯示，被動分手者比起主動提

出者，悲傷與失落的感覺更大，且調適期甚至比較晚開始，因為還花時間在反覆

思考，並試圖找出關係結束的原因（Robak & Weitzman, 1998）。國內研究亦顯示，

被動分手者特別容易感受沮喪、生氣、錯愕等（郭燕黛，2008）。反之，主動提

出分手者則悲傷程度較低，可能因為在分手前心裡已有準備，且也知道分手的原

因，因此分手後的復原期縮短（Sbarra & Emery, 2005）。 

2. 有第三者介入 

林姿穎（2004）的研究指出，三角關係的情感拉扯會延長個人的復原時間。

且若是因為第三者而導致分手，容易產生被比較、被決定、被背叛的感覺，且另

外還有嫉妒、憤怒等負向情緒需要處理，因此調適期需要更長的時間（郭燕黛，

2008）。 

3. 新戀情 

研究指出分手後會頓失歸屬感與消極情緒，若出現新戀情，可以減少悲傷與

失落，填補歸屬感與克服憂鬱情緒（Barutçu Yıldırım & Demir, 2015; Tashiro & 

Frazi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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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分手的原因 

分手調適成功與否，往往是下一段關係的品質的關鍵性因素（Barutçu 

Yıldırım & Demir, 2015）。倘若無法了解關係衰弱的原因，將無法從過往的錯誤

中汲取教訓，有可能再犯相同的錯誤，也可能延宕分手後的調適歷程（Tashiro & 

Frazier, 2003）。 

5. 社會支持 

愛情的終結是指失去一種重要的關係，會對往後社交網絡造成空虛。因為愛

情會影響一個人的自我概念，人們需要在分手後重新定義他們的自我概念，分手

後若得到社會支持，可以幫助人重新定義自我與復原（Mason Ashley, Law Rita, 

Bryan Amanda E, Portley Robert, & Sbarra David, 2011）。另一篇最近的研究亦提

到，分手後若能與周遭親友聊聊，可以得到建議，對分手後的復原有幫助（Harvey 

& Karpinski, 2016）。 

6. 與舊愛的互動 

以社群網絡為例， Facebook 目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社交網站，研究發現，

與舊愛繼續當臉書好友或者在臉書秘密監視舊愛的動態，將會有以下影響：恢復

對舊愛的渴望（含性慾）、阻礙個人的成長與復原、負面情緒（例如看見舊愛的

新對象）（Marshall, 2012）。因此避免與舊愛在臉書上有互動（或秘密監控），才

能在分手後有比較好的調適與成長。 

(二) 男同志所遭受的外在壓力 

1. 社會壓力 

對於同性伴侶而言，最常見的社會支持提供來源為朋友，明顯高於家庭成員

（L. Kurdek, 1988） 。透過與社交網絡的親友談論分手事件，或許可重新檢視賦

予其意義，抑或得到客觀的建議，對於情緒調適與復原，都有很大的幫助（Frazier 

& Cook, 1993; Harvey & Karpinski, 2016）。 

劉育銘（2013）則表示，社會支持和建立新的社交生活有助於分手調適，但

礙於愛情的污名承載，男同志普遍有被拒絕的預設。因此同志受到社會壓力的影

響，容易產生內化恐同症（Internalized homophobia），伴隨著焦慮、抑鬱、沮喪、

自我否定等情緒（Meyer & Dean, 1998）。另有研究中發現，當發現自己愛上同

性往往容易產生罪惡感；有些參與者則是和自我認同程度（或出櫃程度）較低的

伴侶交往，必須將關係地下化，即使當結束關係時，同樣得面對外界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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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同志關係都不長久、同志只重視性不在乎愛情等等（Cohen, Byers, & Walsh, 

2008）。因此同志的分手後的失落悲傷往往獨自療癒，學者 Doka 曾提出被剝奪

權利的悲傷（disenfranchised grief），提及同志的悲傷也是不被社會允許的，只

能獨自哀悼（Doka, 2002）。 

2. 華人家庭觀 

研究發現，男同志的社會支持網絡，朋友所佔的比例遠高於家庭成員，而彼

此親密關係的品質又與能否得到伴侶的家人的支持有著相關性（L. Kurdek, 

1988）。然而，家庭一向是華人社會中最主要的組織單位，學者研究指出，同志

出櫃最大的障礙往往是家人（周華山，1997）。在華人傳統家庭觀念下，同志拒

絕延續家族的壓力及克盡家族責任的束縛與規範，往往引起家人的排斥與不諒

解，不但使得同志伴侶無法和家人與朋友分享、傾訴分手經驗，凸顯出同志分手

所面臨性少數壓力（sexual minoritystress）的低度社會支持（謝文宜, 2016）。甚

至有同志表示，也許必須離開原生家庭，才有可能自由發展同志的親密關係（畢

恆達，2003）。 

因此當男同志有了同性伴侶，往往必須將其隱形化，不利其長期穩定關係之

發展，研究指出男同志的分手有時肇因於男婚女嫁的社會壓力，甚至看著另一半

順應家人期待，進入異性戀婚姻。若是兩人關係終結時，也只能獨自消化悲傷，

或向外尋求（謝文宜，2016）。 

四、結語 

在異性戀價值獨尊的社會，男同志在面對分手議題時，究竟是如何調適？如

何看待自己？如何將情緒適度的出櫃？其背後隱含哪些因素去影響同志與他人

談／不談自身的分手經驗他們如何對應外在壓力（諸如傳宗接代等）而產生調適

策略。分手調適若得當，有可能對自我帶來積極的變化與成長，分手後的成長可

促進往後成功的親密關係（Tashiro & Frazier, 2003）。2017 年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通過，宣布民法不允許同婚規定為違憲，要求兩年內修定。期許在不久的將來，

同志所遭受的社會壓力減少，分手調適可以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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