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你，但請你別喜歡我」
：性單戀者的創傷經歷與其
影響
「創傷與社會」期末報告，化學 23 級，鄭瀅珂

近幾年，「性單戀」(lithromantic)這個詞逐漸在網路上引起討論1，每個人對
性單戀者的評價不一，有人說他們骯髒、渣，有人覺得他們可憐、可悲。「垃圾
就是垃圾」、「渣男就渣男，不要找藉口」等言論在網路論壇上氾濫，但也不少
人認為「這是一種病」而支持性單戀者接受治療。本文希望透過創傷心理學，
以更客觀的角度分析性單戀者的心理狀態，也希望藉此破除大眾對性單戀者的
成見。
一、性單戀
性單戀(lithromantic)並非一種性傾向，而是一種看待關係的態度2。性單戀
者普遍和一般人一樣，會喜歡上一個人，也會有肉體、心靈上的慾望，不同的
是，性單戀者在面對他人對自己的好感時，往往以迴避的態度處理3。
最常見的例子，即是性單戀者在發現喜歡的對象也喜歡自己、希望與自己
發展成穩定關係時，就會對這段關係產生反感，嚴重的話甚至感到厭惡、噁
心，並透過直接拒絕或是冷暴力等方式，結束這段關係。
值得討論的是，性單戀者在主動結束一段緣分後，厭惡感通常不會消失，
甚至會蔓延到對自身，產生對自己道德的懷疑。他們會譴責自己，覺得自己辜
負了對方的愛慕之情，卻又無法消除心中的反感。
之所以會有這樣矛盾的情形出現，是由於性單戀者對自身的不認可。因為
不認可自己的能力或人格特質，覺得自己是個糟糕的個體，糟糕到不值得也不
能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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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解釋
（一）逃避型依附人格
性單戀的心理層面目前尚未有公認的原因，部分學者以依附理論解釋，認
為其源於「逃避型依附人格」。
在談論性單戀前，我們先了解什麼是「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4。依
附理論由 John Bowlby 提出，他認為人在嬰兒時期與母親的互動方式，會影響
往後人格發展。他將區分出「安全型依附模式」 (Secured Attachment Style)、
「焦慮型依附模式」（Anxious Attachment Style)、「逃避型依附模式」（Avoidant
Attachment Style)三種依附人格。
其中，被引用在性單戀解釋的是「逃避型依附人格」：因幼時母親的角色並
未滿足嬰兒的依附需求，並在嬰兒每每對母親有依附的渴望時，遭母親拒絕而
感到痛苦。為了保護自己避免再次受傷，逃避型依附人格在成年後往往以「壓
抑」、「掩飾」等方式來迴避自身需求。而不安全的依附型態，將可能影響個體
在情緒或認知上 的發展，進而造成容易出現逃避、猶豫不決、情緒困擾等狀
況，亦與日後之身心健康發展狀態有重要之關係5。
我們可以從依附理論得知，性單戀者壓抑自身對感情的需求，迴避感情關
係的連結，甚至產生厭惡、噁心的情緒以避免情感的連結，但不代表性單戀者
不需要情感依附。性單戀者其實也渴望、需要愛與被愛。但由於內心創傷，性
單戀者會抗拒親暱行為、壓抑自身對感情的需求，假裝自己不需要談戀愛。
（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也適用於性單戀的概念解釋。「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6指的是患者在經歷創傷後，長期飽受惡夢、嚴重焦慮、失眠等現象，
無法回復到正常生活。
PTSD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患者在經歷創傷(例如車禍、地震、霸凌等)後，
調適功能所做出的奮發行為徒勞無功，自我防衛系統解體，失去功能與功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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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因而感到持續的緊張和壓迫，並且影響到其日常生活與社會功能。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主要症狀有，過度亢奮、干擾、壓迫感7：
⚫

過度亢奮：受創者長期處於緊繃狀態，對於外在刺激有高度警覺，無
法控制自身而產生強烈反應。

⚫

干擾：受創者經由夢境、幻覺等途徑，反覆經歷創傷事件。

⚫

壓迫感：受創者對於創傷事件產生消極、麻木的心態，刻意壓制對創
傷事件所產生的情緒以及想法。

性單戀者的創傷經歷不一，有的符合上段所述迴避型依附的家庭陰影，有
的則是過往不堪的戀愛經驗，有的則是受到其他的人際傷害。
我們可以猜測，可能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導致了受創者形成逃避型依附
的人格。
（三）、背叛創傷
「背叛創傷」是指遭信賴之人背叛後，產生持續且嚴重的創傷後遺症。部
分信單戀者的創傷是源於親人、朋友、情人的背叛，影響其日後面對異性時，
會產生懷疑、畏懼等情緒8。
遭受背叛而產生背叛創傷的人，容易發生「盲視背叛」的情形。背叛創傷
的加害者往往是被害極為信任的人，可能是親人、戀人、上司等，因此處理創
傷事件時，家庭、職場等關係讓創傷事件更加複雜。為了避免關係崩塌，還有
避免承受遭受背叛的悲痛，受害者容易「假裝不知道真相」，導致創傷事件無法
被揭露，創傷也無法被治療。
三、個案分析
這部分將分享身邊有相同困擾的朋友們的經歷，並運用課堂所學的理論來
嘗試解釋它們。
（一）個案 A

赫曼(Judith L. Herman) (1995)。
〈第二章恐懼〉出自《創傷與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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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案 A 的陳述，他的陳述清楚呈現了性單戀者的心理狀況：

這是我身邊其中一位性單戀者 A 的故事，也是性單戀者最典型的症狀。A
唯一交往過的一位戀人，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設法想要在一起，但實際上在一
起之後，只有短短幾天。交往之前，明明一切都很美好，對方是那麼的完美，
雙方的互動充斥著對彼此的溫暖與愛慕。可是，一旦在一起後，每次的肢體接
觸都帶給 A 無比巨大的壓力，他必須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克制隨著噁心而來
的嘔吐。分手是 A 主動提的，可是提分手時，A 卻說不出個合理的分手原因。
「為什麼要拒絕一個對自己溫柔的人？」、「明明前陣子還很喜歡他的，為什麼
我這麼善變、這麼可惡？」…千百個問題充斥 A 的腦海，卻理不出個答案。
A 的心裡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覺得戀人對自己很溫柔、充滿關懷，卻
又在一次次的肢體接觸中，覺得對方是個噁心、不值得信任的對象。這樣的矛
盾折磨著他，使得 A 無法在正常和戀人相處，因此選擇分開。為什麼這樣的矛
盾存在呢？個案 A 在訪談時曾提到，與前任分手後的好一段時間，他都認為自
己是「破碎的」、「不完整的」甚至「噁心的」人，因此當戀人想進一步相處
時，他就會默默的退縮，覺得自己承擔不起對方的愛。
性單戀者潛意識裡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課堂提及「公正世界理論」
(just-world theory)可以用來解釋性單戀者這部分的心理狀態，「公正世界理論」9
是認知偏誤的一種，相信好事發生在好人身上，壞事發生在壞人身上，常見的
「譴責受害者」就是為了避免「世界是公平、公正的」這樣的信仰崩塌所產生
的行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概念在我們學習時深植在性單戀者的心理
中，並以其概念解釋了自身的創傷經歷，認為自己會遭到不好的待遇，是源於
自己「不值得被愛」，更加深了對自我的不信任、不認可。
（二）個案 B
這是個案 B 的獨白，他對自己的過往戀愛經驗所下的註解：
「那是他自找的」
：為什麼悲劇之中，總有人譴責受害者？《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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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國中時期曾受過長期的性騷擾事件，他人的眼光加深了 B 對自我的懷
疑，甚至漸漸認為自己是「不潔的」，產生羞愧與罪惡感。儘管日後 B 完全脫
離性騷擾的環境，這樣的想法還是深根在 B 的心臟，導致往後遇到有好感、有
發展可能的對象時，都選擇逃避、冷處理，彷彿有個聲音在耳邊呢喃，「你憑什
麼談戀愛」、「你一點都配不上他」。
可是，結束一段關係對性單戀者來說並不是解脫。B 沒有談過戀愛，但往
往在主動結束曖昧後，會深深感到自責，懷疑自己根本沒有喜歡過對方，而是
喜歡上玩弄別人感情的過程。這也加深了 B 對自己的負面觀感，認為自己就是
個不適合被愛的個體。
從 B 的例子來看，長期的同儕性騷擾是 B 的背叛創傷，也造成 B 有些許
PTSD 症狀。PTSD 的主要症狀包括回憶閃現、麻木等，B 都經歷過，同樣的性
騷擾事件會反覆出現在 B 的夢境之中，畫面真實而殘忍。然而 B 在一次次的性
騷擾發生時，卻又不大聲拒絕、不告訴師長，她試圖忘記那些不堪的畫面，不
想破壞同儕間的關係，也不想去怨恨加害者，創傷事件卻因此漸漸佔據 B 的現
實與夢境。而創傷經歷帶給 B 在性單戀這方面的影響，即是往後看到異性會過
度警覺，以及對異性有負面的認知。因此，當 B 發覺和誰有發展成穩定關係的
可能時，B 的腦袋會將過去的經歷與現實重疊，說服自己對方在意的只有自己
的身體，而不是因為自己很特別、而不是因為他喜歡自己。
這些想法讓 B 感到極度的厭惡，並藉此結束關係。
（三）個案 C
另一個例子是 C。C 童年時期喪父，從小就沒有父親的陪伴，這樣的創傷
經歷造成她極度害怕失去，一旦感情有從愛情發展成親情的可能，她就會感到
極度的噁心，抗拒進一步的發展，並趕在真正經歷失去之前結束雙方關係。
在 C 的故事裡，她陪母親度過喪失伴侶的悲劇，卻無法帶自己走出失去父
親的痛。C 急於讓自己成長為母親能依賴的大人，因此壓抑了自己對「父親」
這個角色的渴望，在她的心中，她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她必須讓自己非常
強大，強大到不再需要父親。失去父親使 C 更加勇敢堅強，但這樣的經歷，卻
也使得 C 在日後的人際相處中，無法接受他人的關心，因為她認為，一旦接受
5

了他人的關心，在失去對方時，就得承受更大的痛苦。
這樣的情形不只影響 C 日常的人際相處，更深深影響 C 的感情觀。就算已
經交往了，C 也無法和伴侶談心，更無法給予或接受承諾。對 C 來說，任何的
關係──也包含愛情──只能看作一場遊戲，一旦認真看待一段關係，失去的
時候就會愈痛苦。與其承受失去所帶來的痛，不如打從一開始就不要擁有。

四、療癒和復原
性單戀者看似可悲，但既然它符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那肯定也能
從課程學到的「回憶與哀悼」10中來嘗試療傷，並重新定位自己、定位身邊的
愛人。
「回憶與哀悼」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復原方式之一，透過對話、
書寫等途徑回憶創傷事件，為那些悲傷的故事哀悼。此方法能整理創傷事件、
紓解情緒，讓創傷事件成為「過去」，不再影響個案的現在或是未來。
願意寫下之前的創傷經歷，對當事人可能是個重要突破。如果性單戀者願
意鼓起勇氣、面對自身的傷疤與不完美，那依然有擁抱愛情的可能。B 就曾經
嘗試過這樣的書寫。
在書寫之前，B 認為自己早已是康復的狀態，有安全的環境、也有愛自己
的家人與朋友。對於感情的問題，B 總是以「還沒遇到對的人」來說服自己。
但是，B 仔細思考自己近幾年在感情上反覆遇到的問題，才意識到過往的經驗
依然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於是，B 嘗試用「敘事」的方式來整理自己。敘事是透過書寫的方式，將
創傷事件化為文字。敘事書寫之後，B 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也理解了原因。
我想，B 應該會更努力地去克服它，期待他擁抱愛情的那天到來。

五、結語
不完美的人，依然擁有愛人的權力。或許你我都渴望細水長流的愛情，卻
又總在感情裡患得患失；或許你我都曾築起一道道高牆，趕走深愛的人後暗自
哭泣；或許你我害怕的不是努力付諸流水，而是誰揭開了自己的面具後頭也不

赫曼(Judith L. Herman) (1995)。
〈第九章回憶與哀悼〉
，出自《創傷與復原》（楊大和譯）。台
北市：時報文化，P.22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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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地離開。
性單戀者的愛情不是禁不起考驗，而是在其未經考驗前就親手葬送。過分
畏懼自我，導致我們深信沒有誰能真的愛上自己、深信幸福快樂是不屬於我們
的結局。於是我們只能在尚未擁有前斬斷緣分，避免一次次的失去傷得我們遍
體鱗傷。但是，有過傷疤又如何，過往的創傷伴著我成長，比什麼都來的真實
而美好。願我們都別再遮掩真實的面貌，願我們珍愛自己的每個部分，願我們
都別怕失去，願幸福在我們下一次伸手擁抱誰時，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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