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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運用敘說分析探討役男於服役期間面對情感失落的經驗歷程。希望

藉由此研究，分析役男的愛情關係發展脈絡，並提出對役男情感問題的輔

導重點與方向。 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期待透過研究過程提出如

何協助役男面對「兵變」事件，提出處置之建議，做為國軍心理衛生工作

實務者參考。並對於役男愛情關係的發展做一分析，其中欲探討及分析的

主題為分手的相關因子、分手後的調適因子、役男回顧分手經驗的個人意

義等，從分析役男的愛情關係發展脈絡中，提出對役男情感問題的輔導重

點與方向。 本研究的五個故事，在詮釋、分析後，研究者整理出他們共同

呈現出情感歷程及調適歷程的力量為： 一、情感歷程 （一）情緣階段－

愛情的內容 （二）情散階段－分手的歷程 （三）重整階段－失落經驗後

的成長 （四）重生階段－回憶及反思 二、調適歷程的力量 （一）推拉－

軍中的助力及阻力 （二）力量－支持的力量 （三）良方－調適的方法 並

針對在軍中的特殊體制中，就實務方面提出協助役男面對此失落經驗所應

省思的重要課題： 一、 輔導方面 （一）否認階段：應接納役男的任何感

受，並以真誠無條件的信念與役男建立關係。以同理的心情來協助役男察

覺自己的情感需求及否認的狀態。 （二）混亂階段:鼓勵役男以不同的觀

點來面對分手的事實，協助役男發展「認知的改變」及「激勵的態度」，

提供役男情感的支持及鼓勵，協助其生理改變的調適或就醫，隨時的察覺

危機狀況，避免役男有違紀違法的行為或自傷的行為。 （三）重整階段:

協助其發展內外在資源的，尋找最適合的調適方法與支持力量。 （四）重

生階段:邀請役男重新定義自己的情感歷程，鼓勵役男重新建構自己的生命

經驗，並建立意義感。 二、組織管理、教育方面：建議軍中可多點彈性空

間協助情傷的役男，並於心理衛生宣導時機以「兵變」為主題宣導調適之

道，及教育基層幹部了解役男「兵變」的心路歷程，教育其如何協助面對

不同分手階段的役男。  

摘

要

(英) 

By using narrative metho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enlisted men facing 

loss of love while serving their military obligation. Through this study, we expect to 

present some key points of counseling enlisted men on the issue of affections by 

analyz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ir love affair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make suggestions, as reference for the military mental health staff, on how to help 

enlisted men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of breakup during their military servic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progression of enlisted men’s love affairs as well.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study include the factors that lead to breakup, the adaptation after the 

breakup, the personal meaning of reflecting on the breakup, etc.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ogression of enlisted men’s love affairs, the findings present some key points 

of counseling enlisted men on the issue of affections. After interpreting and 

analyzing the five case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e common path of their love 

affairs as below and concluded as the following titles: I) The process of romance 



（1）The phase of togetherness - the days of getting along （2）The phase of 

separation - the process of breakup （3）The phase of reconstruction - growing up 

after the loss （4）The phase of rebirth - the reminiscence and reflection II) 

Influenc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1）Push and pull - the assistance and 

hindrances in the army （2）Backing –the capacity of support （3）Healing - 

ways of adaptation This study is also focused on the unusual military society, 

proposing the essential points that can better help enlisted men to face the aftermath 

of being lovelorn in practical ways. I) Ways of counseling： （1）The phase of 

denial （2）The phase of disorder （3）The phase of reconstruction （4）The 

phase of rebirth II) Ways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It’s 

recommended that in the army, there could be more flexibility while assisting 

enlisted men losing their loves. Also the ways of adaptation should be taught by 

giving lectures in public which are themed with “being lovelorn in the army” 

during the time of mental health guidance. And the first line supervisors should be 

educated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enlisted men suffering breakup 

in the army and should be educated to help those facing different phases of brea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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