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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女性在愛情長跑中所面臨的困境，並且試圖瞭解這些

女性如何去因應調適愛情關係中的各種問題。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深

度訪談，訪問六位與男友交往年數 7 年以上，年齡介於 28-32 歲之間的女

性。 根據訪談與分析的結果，研究結論摘要如下： （一）愛情長跑的困

境有兩種，ㄧ種是想結婚卻結不了，另一種是可以結卻不要結，前者主



要是因為家人反對，或是男方不願意給承諾；後者的狀況主要來自心理

或經濟尚未準備好、對婚姻或男方家人財務情形的擔憂等。 （二）愛情

長跑的膠著關係往往使雙方面臨更多新的挑戰，包括：同居生活帶來問

題、催婚壓力的增加、關係維繫的考驗、未來關係的不確定性等等。 

（三）為了減緩困境所帶來的負面情緒，愛情長跑關係中的女性通常會

以自我改變、轉移重心、規劃自己的時間、增加兩人的溝通與互動等方

式，來面對這段愛情長跑關係。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dilemma of women trapped in 

long-term love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different ways to handle this situation. In-

depth interviews with six women age between 28-32 were administered. They all 

have been staying in long-term love relationships for at least 7 year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lemma among them: One is wishing to marry 

but is not allowed to；the other is ready to marry but doesn’t want to. The 

former situation usually results from the opposition of family members, or the 

boyfriend is not willing to commit. The latter situation is caused by different 

reasons: psychology or financially unprepared, and worry about being trapped in a 

marriage or being dragged by the boyfriend’s family debts. 2. More new 

challenges are encountered by those women: problems in cohabitation relationship, 

increasing pressure for getting married, hold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the future 

uncertai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3. In order to diminish the negative mood which 

the dilemma brings, these women usually use the ways to face the long-term love 

relationship: changing their self-personality and the focus of life, planning their 

own time, increasing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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