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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伴侶暴力之未婚女性其關係抉擇經驗探討 

楊嘉玲 1  趙淑珠 2 

摘  要 

目前台灣學界在探討伴侶暴力議題時，幾乎都是以婚姻／家庭暴力作為研究焦點，訪談對象皆

是已婚受暴女性，尚未有學者關注到未婚女性在親密關係中所面臨的暴力問題，故研究者希望藉此

研究能細緻地瞭解未婚受暴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經驗與處境，用以瞭解遭受伴侶暴力之未婚女性歷

經何種關係抉擇經驗。  
研究者以半結構深度訪談方法，訪談一位正處於暴力關係以及一位已離開暴力關係之未婚女

性，並採用質性取向研究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探究。綜合兩位受訪者的關係抉擇經驗，大致可區

分成三大階段：停留在暴力關係的顧慮～與愧疚感對戰，並在痛苦與甜蜜中來回拉扯、離開當下的

抉擇～被動決定、以及離開後的變化～自我的茁壯。而施暴男友偶然為之的正向行為，造成受訪者

在關係中不斷地經驗痛苦與甜蜜的交互循環，以及社會文化加諸在女性身上期待，皆會影響未婚受

暴女性抉擇的結果，成為她們離開關係的窒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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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WHO)

15
(Garcia-Moreno, 

Jansen, Ellsberg, Heise, & Watts, 2005)

23% 49%

10%
50%

20% 75%

 
2003

17.38% 1.5

26%
(26.8%)

(25%)

37.5% 33.33%
23.74%

 

 

一、受暴女性關係抉擇之相關研究  

(Campbell, Sulli-
van, & Davidson, 1995)

24%至 76%
(Gortner, Berns, Jacobson, & Gottman, 

1997; Strube, 1988)

50%(Strube, 1988)

三 六 (Campbell, Rose, 

Kub, & Nedd, 1998; Phillips, Rosen, Zoellner, & 
Feeny, 2006)

 

1  

Landenburger(1989)
(Binding) (Enduring) 2004

200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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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歷年與受暴女性於關係中的抉擇或改變階段相關之研究整理表  
             

Landenburger 
(1989) 

A process of entrapment in 
and recovery from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Binding  
Enduring

 
Disengaing

 
Recovering

 

Merritt-Gray  
& Wuest(1995) 

Counteracting abuse and 
breaking free: The process of 
leaving revealed through 
women’s voices. 

(counteracting abuse) (breaking free)

 

Wuest & 
Merritt-Gray 
(1999) 

Not going back: Sustaining 
the sepa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leaving abusive relation-
ships. 

(1995)

置

(Not going back) (moving on)

 

1997  
 

 

/  

Moss, Pitula,  
Campbell, & 
Halstead 
(1997) 

The experience of terminat-
ing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from an Anglo and African 
American perspective: A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study.

Being in
 

Getting out  

Going on

Taylor(2002)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strategies 
for disengaging from abusive 
relationships. 

Defining moments  
Moving away

 
Moving on  

2004   

 
 

 

 
 

 
2004    

2006  —
 

 

 

 

2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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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Landenburger(1989)
(Disengaging) Merritt-Gray Wuest(1995)

(Counteracting abuse)
Moss (1997) (Getting 
out) Taylor(2002) (Defining 
moment) (Moving away)

2004
2006

2007
 

Landenburger(1989)
(Recovering) Moss (1997) Taylor(2002)

(Going on/Moving 
on) 2004

2006
2007

 

2006

 

1997 Merritt-Gray & Wuest, 
1995

2007
2000  

Bergen
Finkelhor Russell

Mahoney, 
Williams, & West, 2001, p. 163

 

Campbell (1998)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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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Belknap, 1999; Johnson, 1992; 
Woods, 1999

 

 

 

研究方法  

一、分析方法  

(intersubjectivity)

2000
2000

 

二、研究參與者  

 
1. 18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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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1 1.5  A- 
 21  

 

 

 

3 6.5  
 

 

1 1  
C- 

 28  

 

 

3 5.5  

 

 

三、研究程序與資料分析  

2006

  

（一）謄寫訪談逐字稿與編碼  

**

A
C

 A-2-116-2 A

 

（二）敘說文形成步驟  

 

（三）形成初步故事文本，經反覆修正後，完成

整體敘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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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行效度檢核，將整體敘說文回饋給受訪

者並進行協同分析  
Hycner(1985)

(experiential validity)

90% 100%

 

 

（五）深度理解受訪者經驗  

 

（六）跨案例分析  

 

（七）綜合討論 

 

研究結果  

 

一、兩位受訪者之關係抉擇經驗  

 

（一）縱然波濤洶湧，仍需尋愛～小希的故事  
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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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G
 

2.  

  
(1)  

 

 
「高一他就跟另外兩個女生交往了，…剛

開始我還是覺得沒什麼，…因為他一直說他對

我 才 是 真 心 的 ， 其 他 人 只 是 玩 玩 。 」

(A-1-058~059) 
「他一上高中就這樣對我，我也有想過分

手，但是我是為了他才直升高中部的，如果分

手了，就等於放棄我讀第一志願的夢想，我覺

得因為他已經放棄了自己的夢想，我不能這麼

容易放棄這段感情啊！我應該要努力看看。」

(A-1-059~060) 

 

「…我覺得外遇不見得都是男生的錯，只

要我做好一點，他就會回心轉意了；換句話說，

他沒辦法把專注力都放在我身上，我會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不好造成的，我沒辦法完全滿足他

的需要，他才會外遇。」 (A-1-071~073) 
(2)  

M
D

D
 
「…但到了高二，他開始跟 M 女交往，這

一段關係我非常不能釋懷，因為持續太久了，

一 直 到 大 學 ， 這 已 經 不 是 玩 玩 了 … 」

(A-1-078~080) 
「他陪我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跨年、他

的生日，他都跟 M 女在一起，丟下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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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太誇張，這不是玩玩而已了，他是認真

的，於是我決定要分手。因此，我在沒告知他

分手的情況下，我就跟 D 男在一起，這時他才

知道原來我會離開，他一直以為我不會跑掉。

但等我真的交其他男朋友時，他又來找我，並

揚言要打 D 男，我只好跟 D 男分手 …」

(A-1-096~097) 

X
 

「到了高三快畢業時，…也大概是從這時

候開始，因為 G 跟 M 女在一起真的太久了，

於是我的心態開始出現改變，有時我會跟別人

出去，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交往啊！沒做什麼，

所以當時才會跟 X 男很曖昧。」(A-1-133~134) 

 

「有次我跟 X 男去看電影，他找不到我，

就到我家樓下等我，因此被他發現我跟 X 男在

一起。他向 X 男表明是我男朋友的身份後，就

要我上他的摩托車。一騎走，他便發飆，他沒

辦法接受我會背叛，他打我、摑我巴掌，還停

在路旁摔安全帽。除此之外，他在騎車的同時，

還反手掐住我的脖子，我整個人幾乎是前傾

的，沒辦法坐在椅墊上。當時時速很快，他已

經失去理智，這是他第二次打我。他還把我的

sim 卡丟掉，警告我不准再有別人，之後要我

去便利商店買易付卡，可是那時我不到 20 歲，

不能買，他就在便利商店裡踹我。我們交往七

年，他總共打我 3、4 次。」 (A-1-130~132) 
「…他打我後，我們回他家，他就拿筆去

戳他的心臟，說他受傷了，我覺得好恐怖，我

去抱他，之後我們有做愛，隔天也就沒事了，

他居然還問我痛不痛，跟我道歉，他說他真的

很難過、很激動。…(A-2-082~084)…性是我們

關係的潤滑劑，只要我們吵架後，有做愛就一

定會沒事，…是修復我們關係裂痕的方法。」

(A-2-067~069) 

 
(3)  

 

 
「…會決定分手是因為我不想繼續被他限

制，不能做好多事情，必須經過他的同意。我

覺得上大學後，世界很大，不像高中都綁在小

小的地方，其實我很喜歡看不同的東西、逛街，

但他不喜歡又不准我去，也不准我接觸各種東

西，生活真的很無趣。…我一直覺得他對待我

的方式不對，只是那次我很堅持不要他這樣對

我了，希望改變我們互動的方式。我們便分手

了一個星期…」 (A-1-116~121) 

 
「那星期他對我超級好，我過得很輕鬆自

在，不需要隨時打電話給他，讓他知道我在哪

裡，超自在的，也覺得他有改變，我有打算等

他回來就合好。不過，那時他跟我說，他要跟

朋友去南部一個星期，我沒有過問他跟誰去，

結果他是跟 M 女去。(A-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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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M

 

「當我知道他跟 M 女在一起後，我抓狂

了，…覺得被騙，…可是他卻覺得是我變了，

他覺得是我要分手，他要跟誰出去是他的自

由。(A-1-126~127)…那時我真的被氣到了，很

不爽，覺得怎麼可以我都沒跟你出去這麼久

過 ， 可 是 你 卻 先 跟 別 人 做 ， 這 不 可

以，…(A-3-058~062)…所以隔了一段時候後，

我們還是和好了，但之後他的姿態變得很高，

因為分手是我提的，…」  (A-1-127~128) 
(4) vs.  

G

G

 
「其實經過這麼難堪的事情後，我曾覺得

就讓 G 走好了，可是他真的要離開時，他又會

說一些感謝我的話，於是我的身體會很自然的

拉 住 他 ， 但 我 心 裡 真 正 的 感 覺 是 很 煩

的。…(A-1-140~141)每次我們吵架，他都會表

現出很受傷的樣子，讓我很有罪惡感，不能安

心的走。…沒有愧疚感的離開，對我很重要，

否則我會掛心自己曾傷害一個人，所以我希望

他說分手。」  
「我會這樣想是因為…有一個觀念我印象

很深刻，…意思是說當你一隻手指頭指別人

時，有四隻是指自己的，所以我學會了做事情

要先看自己，別人可以對不起我，我不能對不

起別人，我無法控制別人，但我可以控制自己。」

(A-1-141~143) 
(5)  

 

「…我覺得人需要被別人認同，我如果不

是被愛的，我會覺得自己能力不好，我很在意

自己在關係是不是被喜歡的，我覺得別人會討

厭我，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會反省自己哪裡做

不好，…得到大家的喜歡，對我來說意味著支

持 ， 活 在 掌 聲 中 ， 代 表 我 有 能 力 。 … 」

(A-2-033~037) 

 
「我不想成為有高成就的人，…當女強

人，而沒有家庭。而且我認為我當一個女強人，

男生是會很在意的，另一半能力比你強，他會

有壓力，我不想要一個女生到老，還是孤單一

個人，讓別人以為我很失敗…加上現在的社會

還是不太能接受女強人，我不要因為工作失去

家庭。…女強人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孤單的感

覺，我不要，…我想走入家庭…(A-2-012~024)」 

 
(6)  

G
G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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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而且 G 對我的關心很多，譬如他知道我

的家庭狀況，他會為我存錢，克制自己想買的

東西，留下來給我用…；當我跟媽媽吵架時，

他也出面保護我，對比起我的媽媽會打我，他

讓我知道他真的很關心、擔心我。所以雖然他

會控制我，可是他也讓我感覺到被關心，而且

他也慢慢再改變，…雖然他改變很慢，有時候

還會變回去，可是我覺得他為我做很多努力。…
他真的很在乎我；…我要的是一種被關心的感

覺。所以我會在這段關係中一直沒有離開，他

讓我感覺被愛是很重要的原因。」(A-2-038~042) 
(7)  

G

 
「…有次又因為 M 女的事情，我們吵架

了，在我霹哩啪啦講一大堆之後，他就說：『我

們分開好了』，他覺得我太歇斯底里，他受不

了。只要他提出要求，我不會說不好，但我需

要明確的答案，於是我問他確定嗎？他說：『他

為他做錯的事情做決定，我也為我做錯的事情

做決定。…他說先分開冷靜，等我好了再打給

他。』我問他這什麼意思，是分手嗎？他說：

『不是，只是先分開冷靜。』但我想要的是一

個肯定的答案，要嘛！就分手，我不需要先分

開冷靜，…(A-2-002)…我沒有就這樣答應分

手，是因為他說分開對我比較好，我以後就可

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這麼說，會讓我覺

得他不是真的想分開，我認為他是以退為進，…
我不希望是因為吵架分開，不歡而散的結束。」

(A-2-006~009) 
G

 
「…其實當我有分手念頭時，我就會要自

己不要去打電話減少聯絡，可是他會發現不對

勁，感覺到我在拉開距離，他就會拉近距離，

於是我們就一直糾纏不清。…我知道自己對他

很重要，我在想要不要等我不這麼重要時，我

再離開他。」 (A-1-194~199) 
(8)  

 
「我們的關係還是有甜蜜的部分，我覺得

就算有十件不好的事情，只要他有一件好的事

情就可以了， …他真的對我太重要了。」

(A-3-014~019) 
「我覺得跟他分手，我就失去了愛情，…

我在愛情投入的東西比我在友情、親情還多，

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穩定的基礎，如果分手，

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就不見了。雖然我可以再

找，可是…我花了七年愛他，我不可能只花七

年忘記他，沒錯，我可以再有下一個男朋友，

可是…我會拿新的跟 G 比，這是很自然的。所

以與其離開，衝擊很大，不如先試試看…」

(A-3-073~074) 
「所以現在漸漸地，我會開始故意不打電

話給他，假裝遲到不打電話，他要求我的事情，

為了關係的和諧，表面上我會好好的，但私底

下照做。我會去測試他的底線在哪裡？他生氣

時，就用撒嬌的方式處理，慢慢地他就能接受，

不生氣了，比較會讓我跟朋友出去， …」

(A-1-189~191) 
「…我情願委屈犧牲自己，雖然會傷心，

但對得起我自己，我行得正，也希望關係變得

和諧一點，如果他改變一點，我還是會願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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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跟他在一起。 (A-1-168~71)…除非他很明確

地跟我說分手，或者我不懂得什麼叫原諒的時

候，我心中對他沒有寬恕的話，…(A-1-271~ 
273)…或許有一天他不愛我了，或是他讓我感

覺到孤單，沒辦法滿足我最在意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會分手。」 (A-2-073~074) 
(9)  

 

「…
以前會覺得他控制我，是因為他在乎我，他是

在吃醋、佔有慾強，但是隨著年紀變大，這會

造成我生活上的困擾，我開始覺得是幼稚，不

是愛。…(A-1-185~187)」

 

 
「我很想要得到別人的認同和喜歡，離開

他也代表我失去一個被看到的機會，我不希望

自己是被埋沒、看不見、隱形的，我沒辦法用

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就好，我會希望自己是可

以適應環境啊！…當我的價值觀和社會規範不

太一樣的時候，就代表我沒辦法適應環境啊！

我就沒辦法肯定我自己的價值觀是對的…。假

如有十個人，只有我的想法跟其他九個人不一

樣，我就會覺得我要用其他人的方式。…我會

覺得外面還是會期待我聽話一點，不要有這麼

多的意見，…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不管是

在人際關係或者親密關係中，我都有這種很深

刻的感覺。」 (A-3-091~096) 
3.  

 

 

（二）戒掉你餵的毒～小蘋的故事  
1.  

28
(I)27

K
21 (I)

20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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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2.  

 
(1)  

 

 
「跟他在一起會這麼委屈求全，可能也是

因為我們在一起的過程很曲折，很辛苦，他必

須背叛，我也有背叛別人的感覺才能在一起，

這段關係得來不易，對我來講要維繫也不是這

麼容易，…會更加讓我覺得沒有聲音一點，不

要有這麼多衝突，我們的關係就會好一點，為

了關係的和諧，我願意這麼做。」 (C-1-087) 
「…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後，我根本是沒有

人 際 關 係 的 ， … 我 整 個 是 孤 立 無 援

的，…(C-1-100~101)所以不會想離開也是因為

在那段關係中，他是我的全部，很自然的不會

因為他對我做什麼，我就想離開。…我把他對

待我的方式解釋成他愛我，不會覺得他的控制

或言語羞辱是不對的，把他的一切行為都合理

化了，…就覺得這是他愛我的方式，很努力維

持這份關係。」 (C-2-053~056) 
(2)  

I

I
I

 
「…他常常會暴怒，突然態度變的很兇，…

我試著解釋不是這個意思時，他又會說：『妳

這樣說，是我不對嗎？』就又會更兇的反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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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解釋都沒用，到最後我就不講了，覺得

再講只會引發更大的爭執，那乾脆不要說。…
在吵架時我會嚇到，但從沒有想過他這麼兇是

錯的，或者我不需要忍受他的脾氣，我只想要

趕快把爭吵平息。」(C-3-011~013) 

I

 

「…會這麼害怕他離開我，我覺得是因為

I 會一直給我洗腦，…他會一直不停的貶低我

的自信，跟我說：『我們分開之後，不一定會

有人要我之類的話。』在那個環境中，我是非

常低自尊的，我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我一直

不敢離開。…我很難想像離開他，我的世界會

如何，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C-2-023~026)…
我沒有任何的資源和勇氣可以離開關係。」

(C-3-031) 
(3)  

 
「…這是我留下來很大的因素，如果他生

氣完不理我，棄之不理，我就會失望的更快，

可是他不只有兇，還有甜蜜的部分。就好像是

一個循環，就是衝突，然後甜蜜，又衝突很高、

甜蜜。衝突時，我沒辦法思考，甜蜜時他又對

我很好，我也不會去想說關係有什麼問題。」

(C-3-023~025) 
(4)  

 
「或許因為我爸爸也…常莫名其妙生氣

(C-2-106)，媽媽很委屈，但不會說…，我也沒

看過媽媽用其他方式回應我爸的情緒，或者為

自己爭取。我媽甚至會覺得以後我是要嫁到人

家家的，要我多順人家的習慣、要聽話。」

(C-3-050~055) 
「…而媽媽回應的方式會影響我，…以前

我會有一個想法是要像媽媽這樣才會有人愛，

人家才會疼，…男朋友的要求就是應該盡量配

合，也會覺得女生就應該溫柔、順服一點，才

符合女生的標準。」(C-2-075~077) 

 
「…我在家裡看到的關係互動就是這樣，

所以當這也發生在我的關係中時，我就不能很

快的意識到這其是有問題的，…」(C-2-058~060) 
(5)  

 
「我們會分手，大概是我大四，五月的時

候，他說要讓我考研究所，讓我安靜唸書，一

年之後再在一起。那時距離我畢業還有一個

月 ， 我 知 道 我 們 會 因 為 這 個 理 由 分

手。…(C-1-136)因為他知道我的家庭情況，所

以當他跟我說：『要分手，讓我專心考研究所，

以後才不會讓我爸媽很辛苦。』我沒有任何拒

絕的理由啊！…」 (C-1-125~12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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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之後我一直有痛苦的感覺，只是他

那時還給我一個承諾，…所以一開始我們不像

分手，回去還是像情侶一樣，那時真的讓我很

錯亂，…」(C-2-065) 

 
「在我準備考試的這一年中，他有時會打

電話給我，我也常常會想打電話給他，到週末

的時候，都會想找理由回去見他，…每次去，

我們也還是會發生性關係 (C-1-141)，…前半年

去的次數滿頻繁的，到後來我感覺他越來越冷

淡，有其他女生出現的跡象越來越多，他打電

話的頻率也變少了，我就很想放棄。我告訴自

己，…就不要再打電話了，…可是當我想放棄

時，很巧的是他那天就會打電話或傳簡訊給

我，鼓勵我，真的讓我放不掉！」 (C-1-144) 
「我覺得我的離開是因為我慢慢發現很多

訊息在告訴我，我們是不可能的，我一點一點

的告訴自己，要離開，講一百次沒用，我就講

一千次，慢慢覺得離開是對的。…(C-2-063~064)
那一年我一直在…驗證我們是沒有未來的。所

以當他告訴我他想追別人時，我就不需要再去

驗證了，…」 (C-2-065) 
(7)  

 
「後來我考完，…我就問他：『現在我考

完了，當初你說一年後會在一起，我也一直沒

忘記你，我們還有可能在一起嗎？』他沒有正

面拒絕，可是他反問我：『我有喜歡一個女生

要怎麼追啊！』…之後我就知道這是他拒絕我

的方式。…所以讓我下定決心，真的斷了，是

這 件 事 情 ， 我 確 定 他 心 裡 有 別 人 了 。

(C-1-149~150)對我來講，當…他告訴我這件事

情時，也表示我們就不可能在一起了。…也表

示他根本不愛我了。…」 (C-2-037) 
(8)  

 
「…雖然我都沒有跟他見面，也不主動跟

他聯絡，可是有時候還是會想到他，…我會掛

心，…想知道他現在過的如何？…就這樣過了

好長一段時間。(C-2-012)…真正斷掉這樣的念

頭，大概是兩、三年後了吧！」(C-1-152) 
「後來有段期間他常常在 MSN 上跑出來，

丟我一兩句，可是口氣沒有很好，然後人就不

見，沒了下文。我覺得很煩… (C-2-011)可是我

的立場不同了，那時我為了維持跟他的關係，

我會委屈求全來成全這段關係，可是現在以朋

友的立場，他憑什麼這樣對我？我不會允許朋

友如此莫名其妙的對我… (C-2-017)…於是我

就寫了一封信給他，內容是：也許對他來講，

事情已經過了很久，他還想用朋友的方式繼續

維繫兩人的關係，可是對我來講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看到他心情還是會有起伏，還是會難

過，請他不要再打擾我，我不可能再當他的朋

友，寫完那封信後，我們就沒有聯絡了。」

(C-2-011) 
(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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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現在的男朋友給我很大的幫

助，他矯正我對親密關係的錯誤認知；還有念

研究所，讓我更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成為我

想追求的那個人。(C-2-018~020)…當朋友又慢

慢回來後，他們的存在，讓我可以很自在的做

我自己，…不像之前跟 I 在一起，我要很小心

翼翼，擔心什麼事情會發生，我可以有自己的

夢想，他們會支持我做任何事情，跟他們在一

起，我真的可以很自在的做我自己，不需要顧

慮到別人怎麼看我…」(C-2-089~093) 
(10)  

 
「而我會想照顧 I，也跟媽媽有關係，我

媽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工作就是把家顧好，

所以我跟 I 一起住時，掃地、洗衣服都是我，

對他來講是理所當然，對我也是；當他生氣時，

也會想照顧他的情緒或感受。…本來這種種都

讓我覺得把別人照顧的無微不至，或很順服、

聽從，可以得到別人的愛或維持一段關係，但

是當 I 離開時，我就知道自己這樣做完全不

對，甚至有一個想法是，我為你委屈求全到我

什麼都沒有了，沒有朋友、自己、自信、社交，

你還是選擇離開，那我不如好好做好我自己，

有種絕地逢生的感覺。」 (C-2-078~079) 

 

「和 I 分手後，我本來學到關係有一個既

定的模式，可是…跟 K 男（新男友）在一起，

我發覺溝通很重要，未必要找一個愛你的人，

可是要找一個可以溝通的人…。 (C-2-111)…我

覺得在關係中，做自己很重要，如果為對方改

變自己的話，你自己都不愛自己了，怎麼叫別

人愛你。」 (C-2-114) 

 
「再回去看這段關係，我覺得責任不完全

在他身上，我也有責任，是我自己願意讓他把

我變成那樣的，現在的我如果跟 I 在一起，我

會教育他，他不接受，我就會分手，表示我們

不合。可是那時我是很努力委屈求全，讓自己

跟他合，卻也改變了我自己，跟他在一起的我，

不是真的我。所以關係會變成最後那樣，我們

雙方都有責任，才會讓互動變成那樣。…」

(C-2-108~109) 
(11)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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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3.  

 

 

二、綜合分析  

 

 

（一）停留在暴力關係的顧慮～與愧疚感對戰，

並在痛苦與甜蜜中來回拉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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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02
1997 Gilligan, 

1982
2001

1999 1999

 

（二）離開當下的抉擇～被動決定  

 

 

（三）離開後的變化～自我的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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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與建議  

(1)
(2)

(3) (4)
(5)  

一、與已婚受暴女性關係抉擇經驗之比較  

2006
2007 1997 Landenburger, 1989; 

Merritt-Gray & Wuest, 1995; Moss et al., 1997; 
Taylor, 2002; Wuest & Merritt-Gray, 1999

 

(partial reinforcement)

1997

 

 

Lev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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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Landenburger, 1989; 

Moss et al., 1997; Taylor, 2002; Wuest & Mer-
ritt-Gray, 1999

 

2004
2004

 

二、好女人魔咒  

 

2002 2002
1997 Gilliga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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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的重新定位  

Gilligan(1982)

屈 vs.

 

2003 2006

 

Gilligan

 
Gilligan(1982)

 

四、對諮商實務工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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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建議  

 

 

 

 
（本文係楊嘉玲提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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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碩士論文部份內容，在趙淑珠教授的指導下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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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ision-making Experience of Unmarried Femal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lationships 

Chia-Ling Yang1    Shu-Chu Chao2 

Abstract 

For approximately almost two decades, clinicians and researchers have recognized the 
pres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in the lives of women in Taiwan. Researches docu-
mented the detriment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IPV for women. These 
studies focused primarily on the experience of married women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However, 
the issue of unmarried battered femal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lationships deserves con-
siderati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bridge the gap by exploring unmarried 
female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relationships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experience that fe-
males have been through provokes decision making.  

Semi-constructiv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upon two unmarried females of 
which one female still remained in violent relationship, while the other has terminated the rela-
tionship. In additio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also adopted in analyzing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erminating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was a complex process rather 
than a single event. The process of termination might take years as well multiple attempts before 
they permanently left the abusive partners. Synthesizing two females’ decision-making experi-
ences, the general proce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 Stay in the violent relationship~ 
struggling with guiltiness, and pac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pain and happiness (b) Make 
on-the-spot decision to leave ~ deciding passively (c) Change after leaving~ self-growth.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so-called good woman incantation  imposed by the society and the 

culture limits the realms of possibilities from which these women may choose, thereby creating 
hindrance in the choice they m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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