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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她是女生，她懷孕，她是媽媽，她吸毒。當女性藥癮者面對傳統社會性別角

色壓力時，她們如何自我認同與調適？當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後，在生活層面上

實踐性別角色，她們遇到的難題與衝擊，以及對於婚姻、懷孕、養育的想法為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女性藥癮者對於參與美沙冬替代療法的經驗與想法，經

由自身所處的社會脈絡位置，說出她們的聲音與需求。本研究方法是以敘事來進

行，共訪談三位女性：婉婷、曉君與麗玲的生命故事。經由她們敘說的生命歷程，

來探究她們身為女兒、妻子、媳婦、與媽媽的生命樣貌與生活經驗，以及關係中

的自我。研究結論如下：美沙冬替代療法能讓女性藥癮者回歸主流價值，移動的

可能性增加，但她們面臨是否告知家人，選擇說謊言來掩飾喝藥事實。再者，小

孩誰來照顧？為了兼顧母職角色，只能將幼兒帶至診所。女性在性別混合支持團

體感到困窘感受、喝藥遇到性騷擾的經驗、面對社會烙印的問題。她們內在充滿

對性別角色內涵的衝突與矛盾，喝藥使她們認為自己不會扮演好一個好女兒、好

媳婦、好媽媽、好太太的榜樣。她們歷經恐懼的情緒，擔心生下畸形兒的懷孕生

命歷程。與伴侶交纏用藥，交錯婚暴的經驗，伴侶關係動力變得複雜。女性藥癮

者的社會支持敘說可以發現，家人很少幫助她們、她們對孩子非常在乎。女性藥

癮者與他人連結關係是以重要他人需求而主，犧牲是事實但是心甘情願。本研究

建議美沙冬替代療法政策上應加入性別觀點，關注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以

女性與小孩的服務做考量，開放單純女性喝藥時段與單純女性支持團體、最後，

因女性藥癮者大多數正逢生育年齡，關懷母職角色與懷孕風險問題。 

 

關鍵字：女性藥癮者、美沙冬替代療法、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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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 is female. She conceives and reproduces. She is a mother. She is also a heroin 

user. When female heroin users face the pressure of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how can 

they adjust their lives and self-identity? After receiving the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MMT), what were the plights and problems they faced in terms of realizing 

gender role on the daily basis? The purpose of this was to explore the voices and 

needs of these female heroin users receiving MMT by way of their social status. The 

study adopts a narrative method to interview the stories of three subjects: Wan-Ting, 

Hsiao-Jun, Li-Ling, exploring their image of life, life history and self-in-relation as 

daughters, wives and mothers via their course of life.  

And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MMT enables the female heroin 

users to return mainstream value, endowing them with mobility. But they face the 

dilemma of whether to tell the truth to their family or lie about receiving MMT. 

Moreover, who would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motherhood, the 

female heroin users have no alternatives but to take the infants to the clinic. The 

problems they face are those of feeling the embarrassment in the mixed gender 

support group, of having sexual harassment when receiving MMT, and of confronting 

the social stigma. The inner selves of female heroin users are full of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Receiving MMT makes them feel unable to set up a good example as a 

daughter, a daughter-in-law, a mother or a wife. The fear of giving birth to a deformed 

infant terrifies the female heroin users. Drug abuse of both spouses and domestic 

violence complicate the partner dynamic relation. Through the social support of 

female heroin users, the family members are unable to help them out. However, the 

female heroin users care their children very muc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emale 

heroin users and others lies in important other’s need. The female heroin users are 

destined to make sacrifice but they are willing to take i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add gender point of view to MMT, focus on female heroin users’ gender role 

needs, open women-only timetable for MMT, set up women-only support groups and 

eventually care motherhood and risk of pregnancy of these female heroin users since 

most of them are at their productive ages. 

 

Key Words: female heroin users,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gender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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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共分三節，分別論述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問題與目的、名詞解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重要性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政府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實施減刑，將近五千個藥癮者獲釋出獄、其中有

635個愛滋藥癮者出獄。經由媒體報導社會新聞及披露毒品問題，媒體幾近每天指

出減刑出獄再犯罪人數，媒體將藥癮者歸為危險群的「他者」的作為，無形中形成

大眾集體恐慌、同時伴有污名化及社會烙印在。再者，近年來因藥癮者共用針具及

稀釋液，使我國愛滋病流行趨勢丕變，藥癮成為愛滋病防治面臨的重要危險因子之

一，亦因高篩檢陽性率，迫使我國需要去面對處理愛滋擴張問題，由於藥癮愛滋防

治議題牽涉到層面是多元的，在社會、經濟、文化、法律等層面上都必須考慮。施

打毒品而感染愛滋的藥癮者比起其他人更可能遭受社會排除而成為社會邊緣的族

群，他們有生理、心理、及社會支持的需求需要關注。政府為了減少藥癮者共用針

頭及共用稀釋液而感染HIV的機率，及回應藥癮者相關需求問題，借鏡國外經驗， 

在全球防治愛滋與毒品策略方面實施減害政策（Harm reduction strategy）。根據衛

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96年）統計，近年來男女吸毒比例已經達到2.8：1，相對於

14年前男性與女性吸毒比例約8：1，女性藥癮者成為值得關注的議題。使用感染愛

滋病毒的針具是導致藥癮者感染HIV最主要因素，而根據台灣一項研究顯示女性藥

癮者曾共用針具比率高達75%（Lee, 2005）。女性藥癮者面臨的問題相較於男性更

加複雜且多重，Davis就指出女性藥癮者會有雙重致命打擊（double whammy），除

其身為藥癮者所面對的問題，還需面對身為女性所遭遇之角色功能的刻板印象與不

平等的社會待遇（引自李思賢，2002）。 

 研究者會對女性藥癮者有所感觸，是在指導教授帶領藥癮支持團體中擔任觀

察員的經驗，支持團體在大多是男性成員氣氛下，討論關於在物質濫用時期用藥

經歷、家人與朋友互動情形、進入物質濫用處遇（美沙冬診所）口服美沙冬的不

適徵狀、管理藥癮症狀、與對於以毒品犯的起訴司法體制的不諒解的心聲等等。

其中女性經常是沉默地融入在男子團體發出的憤慨中，研究者與老師討論後，察

覺到女性的聲音（voice）在治療團體中是消失的，且聽不見的。所以本研究想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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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她們沒有被聽出的聲音，她們女性為主體性的聲音，闡述用藥歷程的經驗如何

交織內心複雜情感，以及在進入藥癮處遇服務之後的感受與意見。我們社工作為

專業助人者該如何面對藥癮者，尤其又是女性這樣的生命經驗，這個社會是怎樣

的方式或態度來放置這些女性生命經驗。研究者在台北美沙冬診所擔任研究助理

時，一直把一位個案對話的脈絡放在心中：一般在美沙冬給藥窗口時，藥癮者每

天川流不息的定時喝藥，偶爾會穿插幾位女性藥癮者。有一天，一位已經是媽媽

的藥癮者在喝藥時，對給藥護士說了這麼一段話：「我在打藥時，我的女兒說，媽

媽你打針痛痛，會流血。」我沒有看到媽媽的臉部表情，但我聽到他內心很真實

的聲音，很有力量的一句話，說「我覺得很丟臉！！」，服務者與接受服務者服務

輸送，裡面流動著人的真實情感，觸發我想知道女性藥癮者她怎麼看待自己用藥

這件事情，以及每天來美沙冬門診接受物質濫用處遇的看法。從她的話語中，我

聽聞了她的堅強。研究者認為女性是不得不強壯的，是因為承載了社會規範的責

任，流入世代相襲的血液，成為身體裡最重要的部分。世事逼迫她開始練習堅強，

撐起了生命所有的事情，她怎麼面對自己內心的困惑和感傷，關於內在獨有的、

女人的、母親的、妻子的矛盾和掙扎。小孩看到的是皮膚表層身體流血的痛，媽

媽感覺到的是回應小孩對自己的關懷，其中有著矛盾的情感夾雜強大的社會結構

形塑好媽媽的壓力下，無形中被這樣的氛圍影響包圍著。在社會中，在社區中、

在家庭中，淌著血，受著傷。這樣壓迫的生活處境，對她們的生命經驗是痛苦的、

掙扎的、無力感的。指導教授在過去敘述個案處境時，說明美沙冬療法在台灣剛

推動時，曾見到有一位女性個案與美沙冬門診精神科醫師誠實地陳述，「她懷孕

了」；這位精神科醫生很生氣的回答：「你吸毒還敢懷孕！！」是否表示在物質濫

用時會變成另一種身分，這種身份使女性就要被剝奪母職、即將成為媽媽的角色，

是否要忍受外人的烙印眼光，即使是專業涵養下的醫生也無法接受讓懷孕藥癮者

身體成為一個對胎兒「致命性」的容器。研究者在藥癮服務單位實習時，發現到

女性藥癮者在懷孕週期中因有服用美沙冬（劑量），而有擔心會影響胎兒之健康問

題，特別又是愛滋感染者的女性照護相關問題。女性藥癮者到替代療法診所服藥

時，她可能會帶小孩一同前往，但是診所沒有遊憩室相關設置，可以協助婦女需

要照護孩童的需求，從中可以發現減害政策下仍有很多不利女性進入治療的因素

未被考量。 



3 

 

    身為女性的角色與地位，女性藥癮者是否有更強大的困境或壓迫，身處在性

別角色衝突、矛盾的藥癮脈落裡。本文所要努力的是，研究者與女性藥癮者透過

對話、反思、以及詮釋賦予意義，讓她們說出她們的故事，她們值得為她們自己

寫出一個故事，從中得以貼近她們真實的生活經驗，從主體出發，她們認為自己

是誰，是什麼樣貌，去找到她們的位置。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問題與目的 

根據 Brady 和 Ashley（2005）研究，藥物濫用處遇是有性別（Gender）差異。

女性藥癮者除其物質濫用相關連結問題。除男女生理差異，女性又有其懷孕及小

孩養育問題、經濟問題、家庭和伴侶影響還有心理問題及生命事件創傷、社會烙

印和歧視問題等，這些問題都顯示女性比男性處在更複雜的處境。女性的核心自

我包含了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結的需要，在關係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連結特

別深刻。在藥物使用網絡中，藥物的使用和性行為常誘發一個女人和她的夥伴作

為關係的聯結。女性可能與他的夥伴（主要性伴侶、次要性伴侶）發生性行為，

只是為了與她的性伴侶的關係得以得到承諾。或是與其他偶發性伴侶發生（以性

換藥）方式。因此，女性長久習得關照他人情感及情緒的需要，較少顧慮到自己

利益，通常會做犧牲顧全大局的抉擇（李思賢，2002）。 

身份決定我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因為藥癮者的特殊性身份已迫使女性藥

癮者需要面對自身的身份認同與調適，這樣沉重的生命創傷已是一段艱辛的過

程，她還需面對社會性別角色（Gender role）的壓力，履行傳統社會責任和角色，

進入婚姻和家庭，傳宗接代成為照顧者的社會期望，角色的艱鉅使處於社會邊緣

的女性藥癮者更加困難，因而此族群有其研究有相當重要性，也是研究者投入關

注的開始。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女性藥癮者對其社會性別角色之認同與調適，面對其雙重

角色的負擔，尤其是強烈的傳統形象與價值觀壓力與下－作為一個妻子、母親、

照護者、與家庭互動的情形以了解她們對婚姻、懷孕、養育的看法，她們的矛盾、

衝突、想法為何。進入處遇的決策過程為何，進入物質濫用處遇後有無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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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是否有覺察自己特別的需要與需求。而本文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社工在與

物質濫用案主工作時，能思索在處遇上從案主的主觀經驗出發，她們想要解決的

問題是什麼，而不是以戒毒為目標的方式工作。處遇上能夠融入性別觀點，敏感

於女性藥癮者的性別需求，繼而提出一個適合女性的處遇或計畫、進而倡導女性

藥癮者未被關注的需求與服務。 

研究問題探討如下： 

一、女性藥癮者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前的生命歷程為何? 

二、女性藥癮者如何看待自我與他人關係，有無重要支持？ 

三、女性藥癮者在美沙冬替代療法過程中的感受及經驗為何？ 

四、女性藥癮者對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需求想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壹、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 

根據 DSM-IV-TR 精神疾病診斷手冊（孔繁鐘編譯，1999）： 

一種適應不良的物質使用模式，導致臨床上重大損害或痛苦，在同一年期間內出

現下列各項中一項（或一項以上）： 

1. 一再地物質使用，造成無法實踐其工作、學業、或家庭的主要角色責任（如：

與物質使用關聯而一再曠工或工作表珼不良；與物質使用關聯而曠課、休學，或

被退學；疏於照顧子女或荒廢家事） 

2. 在物質使用對身體有害的狀況下（如因物質使用而功能損害下仍開車或操作機

器），仍繼續使用此物質 

3. 一再捲入與物質使用關聯的法律糾紛（如因物質使用關聯的不當行為而被逮捕） 

4. 縱然由於物質使用的效應已持續或重復造成或加重此人的社會或人際問題，仍

繼續使用此物質（如：配偶爭執有關物質中毒的影響、與人鬥毆） 

二、症狀從未符合同一物質的物質依賴診斷準則。 

 

貳、物質濫用處遇（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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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物質濫用處遇治療方案有數種（Johnson, Bassin & Shaw, 2004）： 

1. 住院治療：由醫院特殊病房或醫療診所提供住院治療，可同時提供戒毒和戒治

服務。 

2. 居留方案：可提供附有治療服務的生活環境。居留治療模式有好多種，例如戒

毒村。這些方案中的治療時間可從數個月到一年，或是更久。 

3. 日間留院病房或日間治療：可以在醫院或獨立診所中提供，患者每天參加到 8

小時的治療，但是住在家中，方案通常會持續至少 3 個月。 

4. 門診和密集門診方案：要求患者每週參加 9 到 20 小時的治療活動。門診方案

持續 2 個月至一年。 

5. 美沙冬診所（類鴉片藥物治療方案）：為依賴類鴉片藥物如海洛因的患者提供

藥輔助門診治療。方案使用美沙冬協助患者不再使用非法的類鴉片藥物。 

 

參、美沙冬替代療法（methadone maintenance, MM） 

    美沙冬（methadone）為人工合成的類鴉片接受器的促進劑，並且屬於長效的

藥物，半衰期約 24-25 小時 。由於它能夠避免鴉片類藥所導致的戒斷症，降低渴

癮(craving)及欣快感，因此被當作治療海洛因成癮的藥物。由於這樣的藥理作用，

美沙冬被運用在鴉片類藥物的戒斷症狀治療及維持治療。最早在 1970 年代，Dole 

和 Nyswander 醫師就開始運用在海洛因成癮患者的維持治療（引自劉邦垠，2009）。 

在台灣醫療治療模式係指藥癮者經精神科評估後，參與毒品病患愛滋減害試辦

計畫之美沙冬維持療法（methadone maintenance, MM），每天定時到醫院美沙冬門

診服用美沙冬，屬鴉片類的物質，目的是在於取代嗎啡做為麻醉劑，是以替代療

法來減輕藥癮者對於海洛因毒品依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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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為文獻回顧共四節，分別探討女性藥癮者的性別角色經驗、女性藥癮者

的社會關係：自我與他人、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與性別差異物質濫用處遇、

最後結合女性觀點的減害來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女性藥癮者的性別角色經驗女性藥癮者的性別角色經驗女性藥癮者的性別角色經驗女性藥癮者的性別角色經驗 

壹、她們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 

性別（Sex）是以生物基礎來分別男性和女性，性別角色 （Gender role）是以

社會用來區分男女有所不同的所有非生物特徵，如家庭中的角色，男外女內的性

別化社會結構的分工原則，延伸為男尊女卑的地位分化，在人際互動上，女性工

作範疇通常是以家庭為中心，互動對象是有血緣情緣的家人（李美枝、鐘秋玉，

1996）。而在女性性別意識形成歷程中，發現有兩個相互關連的價值觀在女性身上

作用，一是男強女弱，另是男主外女主內/賢妻良母價值觀，此意識型態牢牢牽制

至女性成長過程中的性別經驗（畢恆達，2004）。這樣性別角色的刻畫，在從小養

成文化就特別明顯，成為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 

Room（1996）說明，社會文化建構了男女差異，如喝酒、尼古丁和抽大麻，

吸食古柯鹼和注射海洛因這樣互動強烈的社會行為，性別角色期望女性必須承擔

這樣行為的後果。通常女性開始使用非法藥物，是因為男性伴侶頻繁且持續供給

來源，女性因重要他人伴侶的影響，而開始用藥（Trulsson ＆ Hedin, 2004）。Latka

（2003）說明女性 HIV 易感染性的議題，社會角色和性別期待可能加強女性危險

的注射行為。女性藥癮者除危險注射行為容易感染愛滋，尚承受因用藥所帶來在

性行為方面感染風險（盧幸馡、李思賢，2008）。因為女性習慣順從的緣故，讓對

偶優先使用乾淨針具，自己使用藥物順序是排後的，以及無法向對偶要求安全性

行為，故將個人健康置於次位（李思賢，2006）。 

    李美枝、鐘秋玉（1996）說明，女性被要求成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照顧不

但是一種自我認同，也是責任。在家庭中，Travis 提出藥物濫用的女性除了妻子與

母親的角色外，她們對自己沒有個別的感覺（引自董淑鈴，2000）。對家中角色定

位和選擇，並沒有以女性主體獨立思考的方向。性別差異意識使得女性在生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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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藥物使用次文化中，仍保有她們照顧家庭的責任，以此示現女性角色，視

自己為小孩的重要照顧者角色，對照顧家庭成員有其責任感，加強她們身上的社

會價值和照顧責任的重要性，在伴侶關係中，配偶展現了權力和控制，因為對女

性而言，她們被期待成為她們伴侶最重要的社會支持（Trulsson ＆ Hedin, 2004）。 

由此，社會期待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照顧者的角色，實踐照顧者的核心理念才

能獲得他人認同，女性成長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日常生活，舉止言行都無可避

免要做思考與價值的抉擇。 

 

貳、使用藥物的經驗，男女有很大不同 

    從上癮程度發現到，女性可能開始使用酒精、古柯鹼和其他藥物（use of  

alcohol, tobaco ,and other drugs, ATOD）比男性較晚，但對 ATOD 的耐藥性較男性

差，即使使用很少量上癮程度也很迅速（Tiedje & Starn, 1996）。使用藥物模式

中，男性是採逐漸增加使用劑量的方式，而女性在藥物依賴卻可能是突然大量的

使用，更頻繁涉身於上癮超過一種影響心智的藥物，混合藥物濫用，在藥物影響

生理層面，即使是在使用很少藥物的劑量情形下，女性仍經驗更多有害身心的影

響和副作用甚於男性（Salmon et al. ,2000）。Cruz 等（2007）以質性方式訪談美國

和墨西哥邊界城市的靜脈注射者，以性別差異觀點去探求藥物使用脈絡，發現在

取得藥物層面，男性自述會從安全注射區購買和注射；但女性會傾向與較熟悉和

信任的人購買和注射。男性都表示通常都與陌生人在安全注射區共用針具；但是

大多數女性，即使從外面購得藥物，藥物調劑和注射都會在家裡。研究顯示，很

多年輕女生通常經由她們男性伴侶介紹藥物，他們可能是藥頭，以此聯結到藥物

次文化，女孩也採取伴侶的藥物使用模式 （Trulsson & Hedin, 2004）。當伴侶是物

質濫用，女性會比起男性更容易產生物質濫用情形，隱含著女性的低自尊及在關

係中擁有較少權力，傾向去模仿和遵從男性行為（Goldberg, 1995）。在關係動力上，

女性使用藥物通常是與朋友、伴侶和配偶分享的社會經驗。很多女性表達，使用

藥物要在她們熟悉與信任的人週遭的重要性，她們與男性藥癮者的關係是建立在

以性交換藥物或金錢的方式上（Cruz et al. , 2007）。 

     

參、女性藥癮者的性別弱勢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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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藥癮者處於多重脈絡，身為女性的社會身份與照顧者的角色負荷。但又

是藥癮者這樣的主體，站在女人以及藥癮者這樣的位置上，她們多是無聲的，承

受社會觀感加諸她們對家庭不負責任，應感到羞恥的評斷。女性在三個面向被烙

印，身為一個女性和一個物質濫用者、與假定她有雜亂的性行為（Molidor, 2002）。

女性藥癮者面臨的問題複雜且多重，Davis 提出身為女性所遭遇之角色功能的刻板

印象與不平等的社會待遇（引自李思賢，2002）；身為藥癮患者所面對的問題；女

性藥癮者的特殊危險行為具高度愛滋感染風險，包括擁有靜脈注射藥物的性伴

侶、共用針頭、未保護的性行為、為藥物或金錢而性交易等（Lee, 2005）。而國內

女性藥癮者共用針具相關因素研究發現，女性曾共用針具比率高達 75%（Lee, 

2005）。Brady 和 Ashley（2005）發現在家庭中女性通常不是自己要成為藥癮者，

而是受到男性使用藥物影響，有可能受到 HIV 感染是經由與男性伴侶性行為，或

是與男性共用針頭方式。她們為了維持與伴侶的長久關係，可能聽從對方配偶建

議，較少對性伴侶提出使用保險套的要求，而將自我健康以及可能得到愛滋的風

險置於次等地位（李思賢，2006b）。 

女性因為經濟能力無法供應足夠藥物，而發展出以性換藥行為，藥物取得弱

勢情況下，也致使用藥順序性別弱勢，而用藥主控權也屈於弱勢和選擇乾淨針具

也是弱勢狀況 （盧幸馡、李思賢，2008）。對女性藥癮者而言，在藥物注射上充

滿烙印和歧視意涵。Pinkham 和 Malinowska-Sempruch（2008）說明女性藥癮者以

性提供作為交換居住、生計維持、和保護免於性伴侶的暴力，她們事實上很困難

去堅持要伴侶使用保險套、依賴男性給予她注射藥物和注射器具，這些融合的因

素迫使女性增加 HIV 危險行為易感性。李思賢（2006a）進行研究討論女性置身於

對偶暴力高風險中，這樣的暴力與危險通常因伴侶暴力與感染 HIV 是彼此關聯

的，性行為時保險套的使用與否，會迫於男性可能之暴力而犧牲自我健康。Epele

（2002）說明舊金山教會區工作的女性藥癮者每天所經驗到的暴力，性別不平等

增強愛滋易感性的結果，在那裡注射藥物危險情境中，她們仍須有生活維持下去

的經濟需求，以性工作、偷竊、藥物交易進行，面臨到各種危險和威脅以及面臨

男性權威強加女性附屬地位的意識型態。 

綜合上述所言，女性藥癮者除了要面對社會觀感對女性既定印象的烙印，還

有現實上的經濟生存問題，面對共用針頭、以性換藥這樣性別弱勢的處境，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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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身受家庭暴力的威脅，對影響健康的衝擊是感染 HIV 的高風險結果，女性藥

癮者的地位與處境是非常脆弱與艱難的。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女性藥癮者的社會關係與重要支持女性藥癮者的社會關係與重要支持女性藥癮者的社會關係與重要支持女性藥癮者的社會關係與重要支持 

壹、她們的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女性藥癮者的社會網絡，Falkin 和 Strauss（2003）說明，包含自我的社會關

係互動網絡，也有提供藥物的支持來源，女性從她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其他親

戚或朋友那裡接受支持，有些人使她們能夠使用藥物，其他鼓勵她們停止使用藥

物和進入物質濫用處遇。Salmon 等（2000）評估女性藥癮者社會支持面向上，發

現到大部份女性對從朋友和家庭獲得的家庭支持感到滿意。女性的社會網絡由責

任所範疇，也從家庭、親戚朋友獲得社會支持和可利用的社會網絡。女性藥癮者

尚未進入處遇系統前，原本存在社會支持形式中，有些支持者使她們有很多方式

能夠使用藥物，如他們與女性一起使用藥物、給她們藥物、買藥物給她們、給她

們金錢去買藥、提供地方給她們使用藥物（Falkin & Strauss, 2003）。換言之，社會

支持來源可以直接、間接方式讓女性得以使用藥物 

誰是女性進入處遇的社會支持來源，Salmon 等（2000）解釋，社會支持是讓

物質濫用處遇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重要他人提供社會支持，去幫助個人運

用心理的資源，可以面對有壓力的生命處境。在這些女性藥癮者的社會支持形式

中，與她們談論關於情緒議題、給予她們建議、和幫助她們各種現實層面的事情 

（Falkin & Strauss, 2003）。於此，社會支持給予女性藥癮者重要心理與情感支持，

讓她有能力去面對環境的挑戰。 

Cosden 和 Cortez-Ison（1999）從依附理論做探討，早期經驗決定一個人得以

使用社會支持程度的多寡，當照顧支持者與親子情感連結，經歷一個虐待或不好

的關於，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依附就可能傾向性虐待或物質濫用，而沒有可尋求

的支持者，無法發展良好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支持。。。。而女性藥癮者支持來源只有少

數的人，Falkin 和 Strauss（2003）說明，女性長期的用藥歷史已經耗盡家庭成員所

能提供的社會支持，女性藥癮者的社會支持系統是式微的，平均只有二至三位支

持者。其中，女性的伴侶很少作為提供支持者，因為很少伴侶關係是平等相互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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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由主要伴侶所提供的社會支持通常伴隨著社會控制和暴力。所以伴侶的社會

支持是非常薄弱的，對婦女而言很多是無依無靠的關係，女性的原生家庭成員，

如祖母或母親反而會是支持提供者，反而她們的小孩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鼓勵

母親放棄用藥。但是對於女性藥癮者而言，在臨界兩個社會，藥癮與正常生活之

間，很多時候是感到孤立的（Trulsson ＆ Hedin, 2004）。 

Trulsson 和 Hedin（2004）敘述女性從物質濫用到離開物質濫用這樣的歷程，

當她下定決心戒毒時，本來處於伴侶、家庭和朋友都是物質濫用族群裡，後來慢

慢與不是使用藥物的新朋友接觸，離開藥物濫用文化網絡，並從專業人士獲得支

持關係，在這個過程中，社會支持來源和關係已經轉變。 

    從女性藥癮者的原生家庭成員，到另組家庭的伴侶，提供支持的形式可能是

提供使用藥物來源，或是鼓勵她戒毒進入處遇。重要他人可以讓女性藥癮者感受

到情感支持和安撫情緒，讓她有能力處理壓力，而不會感到孤立無援。社會支持

在女性用藥歷程或進入處遇療程顯得重要。 

 

貳、重視關係連結的女性特質 

女性從小就被訓練、被鼓勵要照顧別人，當女孩表現出照顧、同理別人情緒的

行為時，通常會得到母親的鼓勵，進而增強這種行為表現。母女的關係是女性經驗

關係的最初典型，從很小開始，女性就會關心母親的感覺，學習傾聽對方的感受。

Tiedje和Starn（1996）說明當母女的關係穩固，就會有安全感，甚至為了維持關係，

可以付出她們的一切。經由與他人連結的經驗，可以發現女性自我的發展與關係的

密切。 

在文化取向的女性主義中，有兩個理論針對女性的性別角色討論，關係中的

自我理論與 Carol Gilligan 所提出的女性的道德發展理論（引自劉珠利，2005）： 

一、關係中的自我理論 

女性的成長過程，讓女性的自我特質形成一種喜歡和他人建立關係的自我

（connected self），重視關係的自我（relational self），不同於男性強調獨立、與人

分離的自我（separated self）。而且女性的自我（self），還有認同（identity）是從

她和人們的互動關係中、從人們的回饋中逐漸形成的。李思賢（2006b）以華人關

係主義說明，因為關係中的我（self-in-relation）連結關係的緣故，造成愛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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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發生。他提出三項主要情境因素阻礙女性藥癮者改變性交危險行為：（1）

藥物的使用和性行為常誘發女性和她的夥伴作為關係的連結；（2）女性很難把自

己的利益當作優先；（3）關係的改變，包含性行為，這些改變必然使得女性得去

面對一些自己害怕的情境，而害怕失去伴侶是主要的關鍵。 

 

二、女性的道德發展理論 

Gilligan 認為，女性的道德發展，是遵循照顧他人的原則，其主張女性是以

關懷的道德途徑發展，重視人與人的具體關係與關懷之情（引自劉珠利，2005）。 

游惠瑜（2008）解釋，Carol Gilligan 與 Nel Noddings 等人相繼以關懷倫理

來表達女性的道德觀點與道德意識，描述了女性生命的處境、場域與經驗，Noddings

認為道德最重要的價值是在發展關懷的情感與關懷關係。Latka（2003）解釋，女

性藥癮者忽視安全性行為實踐和藥物使用的嚴重後果，源自於較少權力的社會位

置，於是他建議在性行為預防，必須以一個複雜的社會關係作思考。 

女性自我發展的概念是與他人關係連結而來，在關懷倫理道德的核心是情感

價值和依賴情感所維持的關係，在這樣關係之中，女性害怕失去伴侶、對失去關

係有所恐懼。Tiedje 和 Starn（1996）指出，女性是因為自我脫離不了她們的責任

及周圍的人，從人與人的關係中建立自我形象，而這都是源由男性掌控優勢支配

地位。如此，女性長久習得關照他人情感及情緒的需要，在女性藥癮族群上，就

有可能較少顧慮到自己利益，通常會犧牲做顧全大局的抉擇。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與性別差異物質濫用處遇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與性別差異物質濫用處遇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與性別差異物質濫用處遇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與性別差異物質濫用處遇 

壹、我國物質濫用現況 

    董淑鈴（2000）彙整文獻發現，不論國內外在物質濫用領域治療皆以男性為

主，國外著名的酒癮戒癮者匿名互助會（Alcoholics Anonymous, A.A.）的戒癮十二

個步驟也是以男性為主軸。反觀國內，政府注重在毒品宣導及預防的衛生教育上，

警政法務加強對毒品犯罪的防治以及建構戒治的醫療模式，甚少提及對於女性需

求與特殊性提供的服務。楊士隆（2008）對於我國對藥癮者司法戒治模式認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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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涵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毒癮戒治暨社區復健、受保護管束人之醫療戒癮模式、

受刑人輔導方案、社區追蹤輔導、緩起訴戒癮：但他觀察實際上刑事司法之毒癮

戒治體系，僅包涵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監獄毒品受刑人輔導方案與保護管束之

醫療戒癮三個環節，以及試辦中的緩起訴醫療戒癮/替代療法方案。由此政策研究

內容架構可看出，我國藥癮治療與司法戒治也並沒有任何考量性別因素考量。但

是女性藥癮者生命與生活適應可能因藥癮治療缺乏性別考慮而全面惡化崩潰。董

淑鈴、楊明仁、黃正鵠（2000）研究針對戒治所內的女性受戒治者，發現女性藥

物濫用者之復發歷程為一連串的內在心理、外在行為人際互動與生活形態交互作

用，復發歷程包括認知、情緒、人際互動與生活型態各層面。於此，未有適當的

以女性為主戒治模式與治療方案，女性再復發機率可能就會增加。 

 

貳、她們有性別需求 

性別差異在藥物濫用影響層面與問題，女性除了其物質濫用相關問題，還有

心理問題及生命事件創傷等，她們的需求歸結如下（Brady ＆ Ashley, 2005）： 

1. 懷孕及小孩養育問題，她們會懼怕去尋求處遇，怕會失去她小孩的監護權。 

2. 經濟問題，女性物質濫用案主的經濟困難，因為她們較多是低教育程度和低所

得的職業的緣故。 

3. 家庭和伴侶影響，女性物質濫用案主比男性可能遭受早期原生家庭失功能影

響，和缺少親職勝任角色模範，及進入一個由男性伴侶主導的依賴關係中。 

4. 社會烙印和歧視，女性物質濫用案主比男性受到更多社會的烙印和歧視。原因

在於女性藥癮者會有以性換藥或換錢的行為，性工作和藥物依賴間有很強的關

連。 

在性別差異上，女性除了有養育孩童壓力及面臨經濟問題外，較易受到男性

伴侶的影響，及社會烙印和歧視；這些也使女性所要面對的問題比男性更為複雜、

多元。回溯女性藥癮者早期性和生理虐待的經驗，可以發現女性的藥物濫用行為

與其過去傷害經驗有關，包括性虐待、亂倫、家庭暴力及喪子等事件（Becker & Duffy, 

2002）。女性受到環境因素（如：成長於藥物濫用家庭或家庭失功能）影響遠甚

於男性，可能成為性虐待包含性侵的受害者（Molidor et al. , 2002）。 

 

参、以性別差異物質濫用處遇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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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物質濫用上基於特別需求，需要特殊處遇來面對問題，必須以性別差異

作為基礎處遇的考量。在傳統上以男性為基礎的物質濫用計畫，應用在女性身上其

處遇結果的有效性是很差的（Molidor, 2002）。且由於所提供的服務無法滿足女性

需求，對女性案主來說，沒有能提供她們支持以及相關健康照護的環境（Tiedje & 

Starn, 1996）。然而，縱使女性已經為物質依賴議題努力很多世紀，但社會

一般仍將藥物濫用視為屬於男性的問題（Bride, 2001）。近來Brady和Ashley

（2005）的研究，意識到女性藥癮者增加的趨勢，將性別（Gender）差異在研究物

質濫用處遇上列為重要考慮的變項。 

女性藥癮者的經驗與男性非常不同。女性在身體和心理承受比男性更嚴重的

成癮，比男性遭受更深的社會烙印。Simpson（2007）說明女性使用藥物與男性不

同：女性與男性最大的分別，在於懷孕的生命經驗；對於懷孕女性的服務上，有

將近九成的女性藥癮者接受處遇時剛好是適合懷孕的年齡，但緣由身處的結構位

置或照顧議題，很多女性因為審判制度和服務人員的敵意而不願意去尋求產前照

顧。整體而言，面對女性藥癮者增加的趨勢，臨床實務和研究也開始界定和提出

針對女性需求發展差別處遇的必要性，並在傳統的處遇上做改變，除了因

HIV/AIDS 和結核感染率的爬升、雙重診斷案主的增以及較低工作能力問題外，也

開始討論這些針對女性需求所做的改變在工作受雇議題和服務的接近性、可利用

性上是否符合女性的獨特需求（Rowan-Szal et al. , 2000）。Arfken 等（2001）從底

特律政府建立物質處遇系統的資料，檢視在評估上是否有男女差異層面的問題，

以 30 天作為處遇完成的標準，結果發現，與男性相比女性的確在評估上有嚴重的

問題，在門診計畫處遇上女性有較低的 30 天維持率及和較低的處遇完成率，在處

遇上也發現，女性有較多的心理壓力、較多的醫療問題及較差的工作職能、低收

入和更嚴重的成癮，和較少的法律問題。Rowan-Szal 等人（2000）以三個社區 635

的個案（199 位女性和 436 位男性）為基礎的美沙冬處遇服務的性別比較研究，結

果發現女性有更多心理症狀和 AIDS/HIV 危險行為，她們也有較少的犯罪活動、較

少的酒精使用以及較高的戒癮動機。 

目前的處遇計畫以男性觀點為主導，這與女性的需求有著大大不同，因為懷

孕這個特殊的生命經驗，促使必須因性別的相異而在處遇上做改變，另外考量實

務上所遇到的女性議題，希望能夠發展一個針對女性主體的計畫，以符合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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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Grella 等（1999）以次級分析方式，比較單一女性（women-only, WO）和性

別混合（mixed-gender, MG）計畫的特性，單一女性（WO）反映了男女之間更廣

向度的社會經濟差異。單一女性計畫在費用、支付來源、服務提供、針對特別人

口服務、處遇資格、過程和持續層面皆有所差異，最大的不同是針對女性需求提

供特殊服務，聚焦在女性養育孩童的責任上；單一女性比性別混合計畫更可以提

供多元的親職課程、關於孩童和小兒科、產後的服務。Niv 和 Hser（2007）以縱貫

性研究調查 189 位女性在單一女性（WO）計畫和 871 位女性在性別混合（MG）

計畫，關於處遇需求、服務利用性的結果說明其兩者差異；在需求上，WO 計畫的

女性更能發覺關於女性的議題，比 MG 計畫有顯著的酒精、藥物、家庭、和精神

徵狀嚴重程度，發現到更願意接受居住計畫（residential treatment），而不是通常接

受屬於門診照護（outpatient care）的 MG 計畫。國外實證研究說明，針對性別的

物質濫用處遇（gender-specific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可以增進女性持續性照

顧。Claus 等（2007）分別比較只針對女性處遇－長期居住物質濫用處遇（specialized, 

women
,
s only treatment, SP）（樣本數 747 人）及提供一般性別混合處遇（stand mixed 

gender treatment, ST）（樣本數 823 人）；結果發現，在只針對女性處遇的女性比在

一般性別混合處遇的女性，持續完成處遇照顧的比例較高。 

 

參、以性別敏感（gender-sensitive）取向處遇之議題 

 在女性復原的過程中，處遇是很重要的環節；對於處遇，她們關注什麼服務

項目？處遇服務的內容是否滿足女性的特殊需求？有哪些議題她們需要去面對？

回應上述問題，Rowan-Szal 等（2000）提到處遇服務包括醫療、心理、家庭/社會、

職業和經濟協助服務等內容項目。女性在美沙冬替代療法中，發現在心理和家庭

層面有較高的問題發生率，關於她們的小孩、暴力議題以及更甚於男性 HIV/AIDS

感染率等。女性藥癮者與男性藥癮者相比，有較多的心理症狀，包含低自尊、高

度憂鬱、高度焦慮、社會適應能力較差以及較少自己作決定，和有頻繁的自殺想

法，且企圖和使用非法的鎮定劑。 

女性的藥物成癮在上癮傾向以及問題需求與男性不同，女性會因配偶或其他

家庭成員可能是酒癮或藥癮者，使她們連結沮喪或者試圖自殺的傾向更為明顯，她

們並陳述濫用藥物是為了回應嚴重、緊張受到刺激的事件的自我保護，希望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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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尋求健康和家庭問題的協助（Salmon et al. , 2000）。鑑於男性接受處遇，存在

著現實的失業或具威脅的合法問題；婦女在尋求服務上有較多生理、合法的問

題或情感虐待（Tiedje & Starn, 1996）。Goldberg（1995）指出，以男性角度出發

的標準處遇復原過程，但實際上女性在此種標準處遇的可近性上有很多的問題。

尋求處遇過程中，身上肩負著養育孩童的責任，有些是在孩子還很小的年紀、有

一些則是單親媽媽 （Finkelstein, 1994）。懷孕的婦女和有小孩的女性是處遇的首

要考量，著重在女性（women-focused）以及性別敏感（gender-sensitive）（Arfken et 

al. , 2001）。 

女性有心理問題與低自尊感，以及受到藥癮伴侶的影響，說明了女性需要別

人情感支持與關懷；而男性藥癮者處遇的趨向是朝向個體的方式，但對於女性藥

癮者來說，應著重於她們與其他人關係的脈絡，對她們的處遇取向應聚焦在關係

上（Finkelstein, 1994）。Tiedje 和 Starn（1996）以自我關係理論說明，女性在關係

中身為女兒、伴侶和母職的角色上，自我價值感的建立是立基於與他人關係加強

連結上，當女性因經歷失敗或失功能關係，可能會導致自尊降低、嚴重的憂鬱和

較多的藥物使用；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經歷毀壞的失落關係，和更深層面的羞恥及

自尊問題（Molidor, 2002）。Tiedje 和 Starn（1996）為了要幫助酒精使用和藥物

使用而喪失個人價值感與自我分離的女性，提出以關係的取向去思考所處的關係

脈絡，以及如何將服務傳輸給女性的架構。Ganzer 和 Ornstein（2008）以關係觀

點來看待短期和長期物質濫用處遇，以早期驅力理論和自我心理概念為基礎，

關係取向提供一個更脈絡的視野，把內在心理自我、人際之間、和環境因素都

納入考量。 

Salmon（2000）說明女性因承擔沈重壓力，對酒精或藥物有上癮傾向，以尋求

健康和家庭問題的協助；發現到從案主的觀點來看，她們想要以自己的智慧來面

對問題，但關於她們自述懷孕和母職等的女性藥癮復原經驗卻很少，推測她們需

要的資訊內容，可能包含對於女性戒癮上如何提供協助，以及作為一個壓力處理

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解決。另外，可以發現從案主本身經驗可以看出處遇服務有

資訊不對等的現象；也就是她們找不到可以分享自己經驗的來源或參考，以及從

中得到共鳴及認同。以尊重她們的主體性，案主的觀點來看，由她們自己發聲，

她們在乎什麼？Nelso-Zlupko（1996）以質性方式探索藥癮者女性自身的觀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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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敘說、解釋自身的經驗，議題整理如下： 

1. 個人處遇諮商對於女性在決定是否留下或離開處遇，是重要的服務。 

2. 性騷擾在例行藥物處遇計劃是常見的。 

3. 孩童照顧對於女性與孩子同在的復原是一個主要因素。 

4. 很多混合性別處遇團體無法讓女性公開表達女性的需求和經驗。 

5. 如果對於有效的性別敏感處遇服務減少處遇措施，會失去支持和增強女性

的作用。 

從以上幾點可以發現，一個好的諮商服務者與提供孩童服務和以女性為基本

成員的團體處遇是女性藥癮者所想要的。 

在處遇的議題及計畫層級上，女性藥癮者傾向有複雜的個人、人際、家庭和社會

議題需要考量；在社會經濟議題方面，女性藥癮者在生活脈絡中沒有獨立的經濟

資源、有居住的問題、缺少適能的工作技能和足夠的支持系統（Finkelstein, 1994）。

從社會結構層面來看，藥癮者貧窮女性化的特徵越趨明顯，處在不平等的地位、

對女性經濟不利的位置。關於女性低自尊和羞愧感的議題，在十二步驟團體處遇

裡啟發一個正面的反應和回饋，以女性主義觀點喚起案主意識從中反思加諸在女

性身上強烈的無力感問題；在一個充滿安全的環境裡，團體可以讓女性更自在的

討論像性認同、性暴力、或其他受害層面（Molidor, 2002）。女性可以更自在的表

達自己想法，並得到同儕的支持。另外，關於早期創傷的議題，在兒童時期的性

虐待經驗，連結到成人的個人問題，形成較低的自尊，因此在女性處遇中常要

處理早期性虐待的議題（Cosden ＆ Cortez-Ison, 1999）。Sacks 等（2008）研究

指出，146 個無家可歸藥癮女性接受居住服務的物質濫用處遇（residential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12 個月，發現有 60%的女性在兒童時期曾經歷過身

體、性、或情緒暴力虐待，現今仍身處在創傷當中。經歷過早期創傷的女性藥

癮者不比一般女性藥癮者在處遇下心理健康有所增進，建議物質濫用處遇應與

個人創傷經歷做連結。Killeen 等人（2008）察覺女性藥癮者生命經歷融合了創傷

和用藥這兩個面向，以尋求安全（seek Safety）的概念，著重在創傷（trauma-focused）

的處遇，讓她們不再經歷生活負面事件，不再觸發更多的傷害。建議物質濫用處

遇輔以提出創傷議題，以認知行為理論做架構，達到尋求安全的理念架構，讓她

們理解創傷症狀與藥物使用的連結認知，發展問題解決技巧。學者 Covingt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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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了三個理論發展一個嶄新的治療模式，包括上癮理論、女性心理發展理論、

創傷理論等三個理論，設計處遇計畫，說明女性用藥史大多包含三部份：青少年

時期開始物質濫用、處於高危險關係中、和有複雜的問題（包括身體和性虐待、

貧窮）等。 

女性習以為常的壓抑，以及把和他人關係連結置於首位，還有外顯於遵從

順從性的性別角色與功能行為，希望得到家庭和社會認可，但卻與內心的真實

自我分離，關係中只看到自己的匱乏，失去自己的主體性。於是文獻焦點著重

在以女性為主和性別敏感的取向上，應包涵以關係為取向的處遇方式，協助面

對社會經濟、低自尊、羞愧感和早期創傷的議題。 

 

肆、進入物質濫用處遇的相關因素 

在進入處遇之前，女性藥癮者是如何思考、做決定接受處遇服務，許多因素會

影響她們思慮的過程。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將面對更多尋

求處遇的障礙（Copeland et al. , 1997）。以下論述進入處遇的不利與有利因素。 

一、不利因素與不良影響 

壓迫，每天無時無刻面對的無形壓力，她們是最受到壓迫的個體，壓迫成為

使用和維持物質濫用的原因，但也成為她們尋求處遇最顯著的障礙，壓迫使她們

感受到困難，使生命更艱苦。女性藥癮者受到歧視與社會觀感不佳的對待，無法

接受她們物質濫用和依賴所造成孩童疏忽及虐待，造成孩子流產的風險、酗酒、

賣淫、傳播愛滋、和其他非暴力的行竊行為（Goldberg, 1995）。Finkelstein（1994）

說明女性藥癮者有道德層面的問題，因為「性」和「母職」兩關鍵的議題以懲罰

的態度環繞著她們。自尊是一個對女性處遇的重要因素（Molidor, 2002）。羞恥

和內疚感使她們否認上癮問題，不同於男性，她們自身和家庭成員都會對此抱持

羞愧態度，於是必須面對來自家庭和朋友的壓迫，家庭成員反而是她們尋求和持

續接受處遇的障礙，然而在親密伴侶部分，有親密關係的伴侶驅動她使用藥物，

反對進入處遇計畫，不支持女性涉身於處遇中（Falkin & Strauss, 2003）。 

缺乏提供母親和小孩在一起的服務，孩童照顧和處遇的不足是對於藥癮母親

進入處遇的障礙，遂放棄撤出不能滿足她們需求的照顧系統（Finkelstein, 1994） 。

在懷孕或擔任母職的女性，孩童照顧服務可利用性及一個安全居住環境有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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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界定為進入物質濫用處遇的障礙（Cosden & Cortez-Ison, 1999）。女性甚於男性

負擔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責任，當放棄照顧者的角色進入處遇，會傾向經歷更多的

焦慮（Nelson-Zlupko et al. , 1995）。在兒童安置處置與物質濫用處遇不同兩系統之

間，為了取得平衡，國外的經驗一但發現母親有藥物濫用傾向就可能將兒童帶予

保護安置服務。有些女性害怕進入處遇會使她們失去小孩（Molidor, 2002），很

多媽媽不願意進入處遇是因為不希望她們的孩子送往寄養照護（foster care）。

時間和金錢的花費是一個明顯的尋求處遇的障礙，Copeland 等（1997）以質性

研究探究自我管理改變酒精或藥物依賴的女性，尋求正式處遇所經驗的障礙，最

主要的障礙是社會烙印和標籤化、缺少對處遇意見程度的認知、關注於孩童照顧，

對居住計畫的經濟和時間花費顧慮、有些處遇服務是以充滿敵意的模式的顧慮、

對案主的服務模式是以刻板的觀點等。 

綜合所述，無形的壓迫及烙印、女性自我引發的愧疚感、家人持不贊成的

態度、缺少孩子與母親共同的服務，都成為進入藥物處遇的障礙。 

 

二、有利因素與良性支持 

女性進入處遇前就存在社會支持與重要他人支持（Falkin & Strauss, 2003）。社

會支持對處遇計畫的成功是決定性因素，有效的處遇模式提供女性適當的資源在

復原的過程中支持她們，以擴展家庭和朋友社會網絡的社會支持（Salmon, 2000）。

社會支持增強女性維持和成功完成處遇，成為正面的影響力量，持續鼓勵她們復

原（Falkin & Strauss, 2003）。 

母親對於孩子有應盡養育的責任。讓母親可以照顧孩子的可近性服務，是使

她們參加處遇很重要的動機，另外，服務女性在情感的混亂與焦慮失調方面，對

於暴力相關議題處遇也有所支持（Simpson, 2007），對女性來說是適切的服務。居

住處遇計畫提供女性解決其物質濫用問題，允許小孩與她們一起安全的居住，符

合她們的需求（Cosden & Cortez-Ison, 1999）。由此得知，社會支持和妥善的孩童

照顧，是女性藥癮者進入處遇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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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社工運用結合女性觀點的減害社工運用結合女性觀點的減害社工運用結合女性觀點的減害社工運用結合女性觀點的減害 

壹、減害計畫與減害（harm reduction）意涵 

一、減害因應愛滋藥癮趨勢，回應公共衛生議題 

2003 年以前，愛滋病傳染途徑九成經由性行為傳染。張嫚純、丁志音（2006）

提到以注射方式使用成癮藥物的行為是 HIV 傳播的原因之一，同時成為預防愛滋

病傳播的重要環節。因此，目前除了不安全的性行為之外，藥癮者共用針具、稀

釋液、注射毒品已是歐美國家及台灣另一個宣導預防愛滋病的重要途徑。HIV 在

藥癮者族群的高盛行率需要迫切去面對處理，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意識到此問題的

嚴重性，在民國九十五年以「注射毒品，傳染愛滋」為警語標題向社會提出警訊，

於是參考與借鏡國外經驗，在全球防治愛滋與毒品策略下，擬定實行「藥癮愛滋

減害計畫」，藉以減緩 HIV 經由毒品的擴散。為對抗因藥癮者而急速散佈的愛滋疫

情，聯合國的三大主要防治策略，分為上、中、下游，分別是上游：減少供應；

中游：減少需求；下游：減害計畫。針對下游的政策，以減少供給、減少需求及

減少傷害為原則。減害計畫（Harm Reduction Program），是參考世界衛生組織與聯

合國愛滋病組織的防治策略，以及澳洲、英國、美國的成功經驗，希望降低毒品

對個人、家庭、社會的傷害。主要措施包括（詹中原，2007）： 

1. 擴大藥癮者 HIV 篩檢監測，以便早期發現個案，及時給予治療，防止其再傳染

給他人。 

2. 辦理清潔針具計畫，提供藥癮者之輔導追蹤與戒癮諮商，以防止因注射毒品而

感染 B、C 型肝炎及愛滋病毒。 

3. 辦理替代療法，使一時無法戒毒的人，以口服低危害替代品之方式，取代高危

險的靜脈施打，並輔以追蹤輔導、教育與轉介戒毒。 

 

二、減害（Harm Reduction）背景與概念 

在國外，減害計畫（Harm Reduction）已是行之多年。在早期 1980 年代的歐

洲已經開始實行針具交換計畫，為了回應因共用針具或注射器具與 AIDS/HIV 感染

相關連（MacMaster, 2004）。減害計畫是目前全球針對靜脈藥癮者推展愛滋病防治

的主要政策（許淑雲、王俊毅、廖宏恩，2007），其以務實為原則，降低因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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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藥物所導致對於個人健康、家庭或社區的傷害，並不是贊成使用成癮性藥物

的行為，而是以整體社會為出發點，兩權相害取其輕的作法（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5）。減害並非忽視毒品的傷害與危險，戒毒雖是最終的目標，最重要是減少

使用成癮性藥物所造成的負面結果，例如感染 HIV、傳染性疾病、過量使用、暴

力犯罪、死亡等為主要目標，外展至成癮性藥物使用者的所在地，提供衛教與服

務，協助毒品使用者安全的使用毒品。整體來說，減害是減少與藥物相關傷害，

不是採取需要以戒除為焦點的處遇，而是將減害視為一個目標，企圖包涵存在已

久的零容忍措施和唯一以戒除為處遇計畫戒治邏輯，來修正藥物使用者的藥物使

用，減害是尋求減少社會健康和安全的風險，美國社工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建議，減害策略（harm reduction strategies）應該把目標設

定於煙、酒與其他藥癮者，以及感染 HIV/AIDS 的人（Brocato & Wangner, 2003）

。 

 

貳、以性別敏感來看減害 

    1980 年代出現的減害計畫是為了回應對於 HIV 和靜脈注射藥物使用會危及公

共健康的結果。對於女性，尤其是性工作者，這個特別族群，仍有相當程度的社

會烙印和負面意涵。Cusick（2006）說明減害計畫中，提出性工作者工作場域中甚

少有替代、教育訓練和職能計畫的適當處遇；他認為首要任務是減少性工作者易

受傷害的部分，在個人及背景和結構因素，減害計畫必須：包含個人病理、低自

尊、孩童虐待與忽視、家庭失功能和青少年偏差等議題，將關懷延伸到和族群有

關的特別利益。 

Nelson-Zlupko 等（1995）用替代模式的觀點，瞭解到女性使用藥物，是為了

逃離大量環境壓力，企圖解決生命問題的途徑和策略；建議提供女性一個替代的

藥物濫用處遇，以關注在個體性和她們從前和現在使用藥物的經驗，這經驗會成

為一個學習的工具，從中去瞭解什麼是引起女性用藥經驗的根本。女性使用藥物

的理由，Ettorre（2004）說明除表層的愉快因素外，女性將經歷更多問題和強烈感

受到被污名、被邊緣化以及墮落的經驗，他建議嘗試建構一個以性別敏感減害取

向的新觀點，發展一個性別敏感減害模式（gender-sensitive harm reduction model），

讓性別成為一個對藥物文化瞭解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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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工在物質濫用處遇上的角色 

一、藥癮者屬特殊隱密族群 

藥癮者其生活型態及範圍封閉性、不可接近性、族群用藥特性、藥癮文化脈

絡及社會暨心理需求無法深入探求等特性。藥癮者牽涉到很多層面的問題，在社

會、經濟、文化、法律等層面，他們有生理、心理、社會支持需求需要關注。Simmonds

和 Coomber（2009）認為，靜脈注射藥物者（Injecting Drug User, IDU）受到社會

烙印很大影響，當他人以口語或非口語做出評斷，他們會感受到作錯事情，或是

被視為異常，與這些受到烙印的群體工作，該如何對待已將烙印內在化的案主，

這是需要去關注的議題。施打毒品而感染愛滋的藥癮者，具有愛滋感染者及藥癮

者雙重身份，在社會污名及烙印上，除了必須面對大眾對 HIV 的恐懼及誤解，還

需承受吸毒者、毒品犯等負面刻板印象，處境又更為艱難，更可能遭受社會排除，

成為社會邊緣的族群。Shell-Duncan（2001）說明，成癮和 AIDS 的問題是災難式

的與烙印相連，因為是感染議題受到道德的譴責，個人將脫離主流成為邊緣。 

 

二、關注其女性獨特需求 

從這些藥癮者烙印、負面觀感問題意識發展下來，女性在藥物濫用的議題又

更加複雜。女性藥癮者在濫用藥物處遇獨特需求上，特別是懷孕、母職相關議題

，她們更可能經歷經濟困難、低自尊、孤立無緣和缺少家庭支持，這些因素導致

無法尋求處遇（Nelson-Zlupko et al. , 1995）。社工面對物質濫用案主，必須意識到

女性需要一個特殊處遇，去面對這些案主的需求和問題。社工要意識到影響女性

藥物濫用知能，不去責怪女性藥癮者其犧牲和陷入舊有模式模式 (Alexander et al. , 

2007) 。當社工接觸到物質濫用案主，會是第一線服務提供者，像是兒童服務、家

庭服務、職業支持是主要評估的面向及轉介健康相關單位，成為福利系統輸送的

關鍵角色（Hall et al. , 2000）。 

在與物質濫用案主會談討論的議題，可能包括五個面向（Rowan-Szal et al. , 

2000）：處遇議題（處遇計劃、危機處遇和規則/程序）；藥物使用（成癮、酒精使

用、預防復發；心理功能（爭執、害怕、自尊、憂鬱/焦慮）；社會功能（工作/教

育，經濟、法律、家庭、朋友）；健康議題（生理健康、心理健康、AIDS）。Rowan-Szal

等（2000）解釋，諮商師在與女性晤談時，會運用危機處遇技巧，與案主溝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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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而女性通常提出心理以及家庭層面的議題。社工在與女性藥癮者工作時，

可以經由外展的方式鼓勵女性去尋求處遇，社工自身反思社工信念與價值，理解

處理充滿敵意的環境是她們的挑戰（Nelson-Zlupko et al. , 1995）。在充權原則基礎

下，幫助案主以新的方式面對，即使環境充滿障礙仍能展開自我實現。關於性別

意識上，幫助案主意識到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以及關於性、身體、情緒暴力和

使用藥物互動間暴力的關係（Nelson-Zlupko et al . , 1995）。 

 

三、社工在物質濫用處遇的角色 

    Smith 等（2006）在 2000 年第一次針對美國社工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樣本數兩千人，對社工涉身於相關藥物濫用處遇領域所做

的實務調查，發現從現在往回推一年，71%的人對物質濫用診斷和處遇有所相關接

觸及行動、有 53%的人沒有接受任何藥物濫用相關訓練、有超過 25%的案主是有

主要或次要的物質濫用失序行為，只有 2%的人是以藥物濫用為主要實務領域；這

個研究指出，需要更進一步去擴展社工在藥物濫用服務的角色和界定。Cowan 等

（2003）詢問 217 位在酒精藥物處遇臨床實務者的信念，女性有酒精藥物問題，

是否應該與男性酒精藥物問題差異對待？是否提供與女性相關的服務。78%的人相

信女性處遇需求是與男性有差別的，74%的人以處遇取向的範圍來敘述，應包含支

持親職議題和轉介至單一女性的處遇。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需要合併以性別為

基礎的處遇需求進入實務系統，組織必須加強服務人員的訓練教育計畫。 

身為一個社工，其角色就是去促進幫助案主的改變（MacMaster, 2004）。

Goldberg（1995）說明社工的角色，包含個案工作者、治療師、管理者、遊說者、

倡導者、宣傳者、計畫設計者，社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居中調解女性藥癮者面

對各層面壓迫。Sun（2004）提出五個社會工作處遇角色，來說明藥物濫用懷孕女

性（substance-abusing pregnant women , SAPW）的實務原則分別是：教導者、經紀

人、臨床者、調節者和倡導者。在教導者上，以非價值評斷和對案主更理解，提

供物質濫用在營養、健康狀況以及避孕的相關資訊。社工在個案管理服務當中，

協調處理各處遇單位，結合社區提供的藥物濫用服務或其他形式，包含居住、身

體健康、醫療和社會性的服務（Alexander et al. , 2007）。Sun（2004）說明社工的

經紀人角色是幫助建立一個更適合女性的健康環境，運用個案管理的方式幫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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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更多資源：關於生產前的照護、居住、營養、交通、孩童照顧和經濟支持等

，而臨床者的角色去處理案主的羞恥和內疚，加強她的自我效能和強化之前無法

使用的社會網絡、處理雙重診斷問題。調解者幫助她處理爭執；倡導者在政策和

法律上為物質濫用懷孕婦女發聲。依上述可以整理出社工在與女性藥癮者一起工

作時，教導者、經紀人、臨床者、調節者和倡導者都會是其扮演的重要角色，從

全面性的關懷女性需求到以個案管理者的角色協助其連結資源，以提供適切女性

需求的服務。另外，Goldberg（1995）指出社工當服務眾多問題的女性藥癮者，必

須指出受到壓迫的議題以及建議一些治療項目。 

 

肆、運用減害觀點 

一、減害五個假定 

實務上使用減害觀點來發展處遇，減少與藥物相關的傷害，不必要以長久宣稱

的戒毒為唯一解決方式。對於減害五個假定（MacMaster, 2004）： 

1.物質濫用是我們世界的一部份，接受這事實。引導減少與藥物相關的傷害概念，

而不是減少藥物使用。 

2.藥物戒斷的確清楚有效減少藥物相關傷害，但這只是眾多可能對藥物使用者服務

的目標之一。 

3.藥物使用本質上引起傷害，然而，很多使用藥物傷害的結果（HIV/AIDS、C 肝

、過量使用）無法完全排除，除非完全的戒斷。 

4.藥物使用服務必須是友善地為了有效幫助人們和減少相關傷害。 

5.藥物濫用不能僅是個人行為，必須要從一個寬廣的面向來瞭解，從強制和犯罪判

決的途徑到一個公眾健康或社會工作的觀點。 

因此，減害是強調即使吸毒者不願意戒毒，也應該給予相關的服務（謝菊英，

2005）。有別於過去認為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是一種犯罪或是病態的偏差行為，接

受這存在於社會的事實，秉持著人道主義的價值信念，不以道德判斷譴責或支持

使用非法成癮性藥物；Shell-Duncan（2001）說明，減害治療這些問題，經由實證

、漸進和不評斷介入的政策，當藥癮者瞭解自己與藥物之間的關係，就能下定決

心減少藥物所造成週遭人的影響。不同以病態觀點，減害以嶄新的觀點，藥癮者

與藥物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可以從生理、心理、社會面向作探討；不是單純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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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造成問題，而是結合各種因素與環境影響（謝菊英等譯，2007）。於此，減害可

以視藥物不只是單一的問題，而是多元的問題影響案主生活的各個層面（Jakson, 

2004）。 

二、從案主開始，關注與聆聽他們需求 

減害基本原則是從案主開始。Reid（2002）說明，減害反映特別個體和社區需

求，實務者應該意識到在治療過程的期間要以「案主在哪裡」作為起點。當我們

與藥癮者工作，Jakson（2004）描述，貼近案主去探求他們的需求，詢問什麼是與

他們最先要一起工作的議題，而不是管理他們藥物的問題；其強調，當你與案主

的選擇一起工作，陪伴他們會驚訝於有些事情在改變著。減害是與藥癮者合作解

決問題的方式，其目的是不必在減少藥物使用量下，就可減少藥物造成的傷害。

Shell-Duncan（2001）解釋減害推廣的是低門檻接近性服務，替代以設定戒斷唯一

目標的傳統高門檻取向。換言之，即便是還有繼續使用藥物的情形，減害取向仍

提供無條件的接納與支持。減害最主要是根據成癮者自身的倡導，由下而上取向，

而不是以由上而下的政策，很多減害是以地方層級組織作倡導的方式成為基本資

源的提供和接受的據點，發展文化適切的服務供應（Shell-Duncan, 2001）。對於使

用成癮性藥物的藥癮者採階段式漸減的策略，政策制定不是以傳統由政策制訂者

高姿態的方式由上而下制定相關政策，而是以目前藥癮者的想法及需求為主，採

取由下而上的制定策略，對他們提供友善的服務，尋求各種可行的策略及方式來

降低藥癮者的傷害，權衡不同的措施可能的危害、優點及其經濟效益，來達到最

大的效果（柯乃熒，2005）。減害運用在實務與個人相關聯的減害處遇通則，改變

物質的執行程序；減少目標行為的強度或頻率，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物質或藥物去

取代更具傷害性的物質；（Brocato & Wangner, 2003）。減害假定案主繼續使用藥

物，但是實務者的角色是去減少用藥行為的傷害程度，而不是忽視或譴責個人。

為了要減少高危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性後果，提供使用者友善和不評斷的服務，

讓他們回歸社區而不是孤立他們（Reid, 2002）。 

減害需要以完全開放和接納的態度，不以評斷的價值立場判斷案主繼續用藥

行為，從他們的主觀經驗出發，表達他們最想要解決的問題，讓社工可以一起參

與以及和案主一起工作的議題，從案主身上學習，獲取他們面對生命困難的經驗。 

 



25 

 

三、運用減害在女性藥癮者處遇計畫 

    Ettorre（2004）以減害的概念融合了主體、處遇、關係、工作、休閒層級，提

供女性藥癮者的照顧和服務。在主體上，自我照顧和資訊必須適切於她的需求；

對於處遇層級上，減害在關係上為一個增權的工具。藉由增權讓女性在關係上能

夠有所力量勇於提出自己需求，在男女權力關係上，女性因其害怕失去配偶的恐

懼，而不敢提出安全性行為的要求。Latka（2003）以關係為基礎取向去推廣女性

藥癮者使用保險套，和與他的男性性伴侶共同諮商。Pinkham 和 Mailnowska- 

Sempruch（2008）也建議伴侶諮商可以幫助女性去處理，減少性以及注射的危險

行為。Ettorre（2004）也以關係層級討論女性因為想要挽救關係而將個人健康置於

次為的作法，以減害考量關係，應以自我身體為優先，認知到之前的方式為了保

全關係，對自己反而是威脅，故讓女性獨立是一重要的處遇方向。 

    前面曾提及，孩子是母親進入處遇的社會支持重要來源，但也會是很重要的

障礙。Pinkham 和 Mailnowska-Sempruch（2008）提出，母親可能並不想讓她們的

孩子知道她使用藥物情形，提供服務給婦女時就必須思考其性別角色與家庭責任

的影響。整體而言，社會工作者可採取減害運用在實務和發展服務計畫，以及倡

導政策，將減害趨向與傳統社工價值一致，包含案主自決、和社會正義，更廣的

生態取向去幫助案主了解和克服在他們生命中的困難（Nelson-Zlupko et al. ,  

1995）。共同思考使服務計畫更適切於女性可近性、一個低門檻的服務、創造一個

對女性友善的環境（Pinkham & Mailnowska-Sempruc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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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五節，分別論述研究方法、資料收集策略、資料處理與分析、敘說研

究有效性、研究者的角色與倫理考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壹壹壹壹、、、、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質性研究 

    本文為探索式研究，為了解女性藥癮者在社會結構壓力下經歷社會化歷程，

將性別角色、家庭責任置於首位，又必須在自身藥癮文化位置上，為了適應而不

得不做出改變或調整，進入物質濫用處遇後覺察未被滿足的女性需求。在女性主

義質性研究主題範疇，Olesen 提出主觀經驗之探索在女性的主觀經驗和她們的解

釋，從中的質性結果往往導致社會迷思的破解，而引發新的理論發展（引自胡幼

慧，1996）。女性藥癮者的聲音通常是沈默的，但仍然隱藏了很多痛苦的生命經歷，

也許沒有人曾詢問她們內心感受，也有可能因為痛到至深無法表達她們究竟遭逢

了什麼，為了探求女性藥癮者的聲音，她們被迫做出了什麼樣犧牲或傷害和體悟，

埋藏至深處的情緒和生命經驗。故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探討研究參與者

感知的主觀世界，她們的性別角色與用藥文化交織而成的生命適應與必然，在物

質濫用歷程是否有能動性，以及在什麼樣的脈絡下進入物質濫用處遇。質性研究

適合去掌握並理解行動者對於行動所賦予的主觀意義，透過蒐集被研究者的敘述

或提供的文本，研究者可以理解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可以嘗試再現行動者的主觀

意義脈絡（齊力，2005）。 

 

貳貳貳貳、、、、敘事研究敘事研究敘事研究敘事研究 

如果我們把悲傷轉變成一個故事，那麼所有的悲傷就可以承受了。～Isak Dinesen 

    生命感有很大的部分來自生命自身的歷史，我們曾經有的經歷，有個很奇妙

的現象：往日時光透過回憶獲得此刻的新意義。生命的厚重來自於生命經驗的歷

史，也就是來自生命閱歷（余德慧、李宗燁，2003）。本研究想要以女性的觀點來

看女性藥癮者的生命閱歷中，她們自身在藥物使用脈絡裡生命這麼特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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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其在物質濫用處遇中對性別需求的主觀經驗與想法。以女性藥癮者這樣個人

式的生命與情感經驗為出發，想要知道她們如何詮釋自我的生命並賦予意義的內

在主觀經驗，於是嘗試以敘事研究作為本文的研究方法。當個人成為訴說他們自

己生命的自傳性敘說，這些個人建構的故事若典型地與一個社群的生命故事相契

合，將可反映生命本質的深層結構（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換言之，雖是

女性藥癮者個體的困境論述，但也幾乎勾勒她們集體的困境，她們有自己的想法

與不得不做出的生命選擇與抉擇的生存策略。在個人訴說裡，正是因為它們所有

的主體性－這些敘說牢牢地根值於時間、地點和個人經驗，無法擺脫觀點的影響

－我們才會如此重視他們（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 

Mishler 曾言：「故事是理解人類經驗的基本方式（引自吳芝儀，2005）。」女

性藥癮者會如何述說她們的進入藥物處遇，所覺察的性別角色需求主觀經驗。從

中回溯用藥歷程，與親密伴侶、重要他人或家人互動的心情與感受，由她們說一

個故事。於是，個人是如何理解這些行動的－也就是意義（王勇智、鄧明宇合譯，

2003）。從女性藥癮者瑣碎的語句的脈絡中找尋意義感，她們作為一個行動者，一

個敘述者，為什麼活著？這個世界對她們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行動？（成虹飛，

2006）。思考生命的意義從此時此刻開始。對於受訪者，接受訪談談論她生命中的

進程以及她的親密關係，讓他重新對自己的生命做一番檢視與咀嚼，這種回顧往

往讓人不能自己（胡幼慧，2005）。 

從敘說的過程裡，個人可以再度建構一個統整的自我，當自我被去具體化時，

可以在故事中重建自我（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於是在說一個故事時，女

性藥癮者可以思考自己？她們怎麼放置自己人生的經驗，說自己生命故事就已走

上了自我療癒的過程，從中追求生命的意義，以一個敘說故事的方式，重新檢視

生命關鍵事件與難以度過的生命課題，在故事裡反覆自我對話，她們可以感到破

碎的生命經驗得以凝聚，獲得生命意義感和繼續下去的勇氣與信任，並能夠重新

理解與建構自己，就接受自己此時此刻現在這個樣子，從研究參與者的觀點來看

其生命經歷並與她共同找尋和建構新的生命意義，這是研究者選擇以敘事研究方

法最主要的緣由。 

一、敘事分析 

 敘事分析，這是一種帶有許多不同面貌的跨學門研究取徑，目的在於透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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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建構關於個人生命故事（敘事，narrative），從而尋求描述個人的經驗所含

有的意義，故事的敘說是理解生命意義不可缺乏的要件，對象通常是那些處於社

會邊緣或壓迫者（李政覺譯，2006）。敘事研究強調人是透過「說故事」來為生活

尋找意義的動機，將生命中一連串事件集結成條理分明的敘述（陳秋山等譯，

2008）。在訪談中，他們不僅是說故事的人，也「聽到」自己所說故事，藉著「述

說」故事，有機會整理組織自己過往經驗，有機會去深思「為什麼？」。為什麼這

些事會如此發生？會有如此的行動反應？會有如此的影響（吳芝儀，2005）？由

於個人將經驗賦予意義的主要方式，是將經驗轉換成敘說的形式。這對困苦的生

命的創傷和轉變格外真實。（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 

 

二、敘事研究程序 

在敘說的結構，完整的形式的敘說包含六個共同的要素：摘要、狀態、複雜

的行動、評價、解決方式、結局，而訴說者可以從基本經驗裡建構出一個故事（陳

秋山等譯，2008）。 

敘說是指關於結果事件而組織成的訴說，說者將聽者帶入過去的時間或世界

裡，簡要地重述事情的經過，於是個人的意義呈現在它的內容－理念（ideational），

在訴說者及聽者之互換的脈絡（人際）上，事情是如何被說（文本的）（王勇智、

鄧明宇合譯，2003）。於此，敘說分析理論基礎：依 Riessman 於 1993 年說明經驗

世界的再次呈現五個層次，說明研究者與經驗再「呈現」之關係過程（引自胡幼

慧，2005）。 

1. 關注此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 

經驗的再現是回到意識層面的活動，包括了對原始經驗所產生之意念或圖像

之反射、回憶及重組。這些關照經驗的活動是對社會事實的一種建構。 

2. 訴說此經驗（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訴說已經是一種個人言辭上的演出。如何表達，如何將事情原委、秩序組織

化。 

3. 轉錄此經驗（transcribing experience） 

研究者不但參與在對話中，亦經由錄音、轉錄、選擇性節錄成研究資料。 

4. 分析經驗（analyz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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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收入、捨棄、切割、節錄、凸顯、安放標體，並決定表現資料的風格。 

5. 閱讀經驗（reading experience） 

完成分析，最後一步閱讀人的參與。往往解讀出不同的經驗。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資料收集策略資料收集策略資料收集策略資料收集策略 

壹壹壹壹、、、、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來源於臺北市某美沙冬替代療法診所，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

的女性藥癮者。研究者曾在那擔任研究助理，對此研究場域與個案熟悉。研究者

事先進行行政聯繫工作，請允院方同意在美沙冬診所場域進行研究，並向台北市

立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提出同意申請，經 IRB 通過後才進入研究場域，與研

究參與者有所接觸。研究對象將以立意方式選取。選取研究對象依據與進行方式

如下：研究參與者者參加美沙冬替代療法，年齡大於 18 歲，本身有婚姻或養育孩

子經驗的女性藥癮者，願意參與本研究計畫者。招募研究參與者者之進行方法為

個管師引介，徵求藥癮者同意，由訪員與有意願之受試者聯繫，請她至醫院接受

訪視，向其說明研究過程與程序，參與研究者表達其意願後，簽署同意書後，然

後進行訪談。受訪者為：婉婷、曉君以及麗玲（所用名稱皆為化名），三位參者來

喝美沙冬療法時間都接近一年左右。 

 

貳貳貳貳、、、、研究場域描寫研究場域描寫研究場域描寫研究場域描寫 

海洛因成癮個案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之治療，替代海洛因成癮物質的作用以

降低渴求感，減少使用成癮物質的方式。藥癮者經精神科醫師評估符合條件後，

進入每天一劑不間斷的口服美沙冬替代療法，美沙冬診所給藥時間配合個案作

息，開放時間為上午 07 點 30 分至下午 08 點 00 分。 

    藥癮者是如何將「喝藥」成為每天都必需要做的日行活動，他們怎麼渡過一

天中的這個片段，也許早上 7 點 30 分喝完藥再去工作，也許工作完之後下午五、

六點之後才來喝藥… 

     一進入美沙冬門診，要先進入電梯，旁邊貼著喝藥注意事項。到三樓出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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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後，旁邊貼著公文，說明是美沙冬為第二級管制藥品，其醫療使用、儲存保管

等，皆須符合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意思是若為非法使用，或非經醫療使

用，濫用屬第二級毒品，如果將美沙冬攜離供他人使用，病患將退出治療之並移

送法辦，說明是與警政單位合作，建立相關通報。另一是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

申請須知，協助病患因龐大醫療費用，因其醫療需求，卻陷入經濟困境之個人，

家庭，經提供相關證明文件經評估審核後，符合補助者予以醫療補助。      

    從電梯出來會先見到一個長廊，電梯後是樓梯跟廁所，廁所平常並不開放，

只有門診驗尿的時候才開放。左手邊進入玻璃門是照心電圖室，再深入之後是個

案諮商室。直走會先看到是美沙冬門診，是醫師看診的地方，走廊外有長椅子，

供藥癮者等待看診。 

    門診門上貼著相關訊息：緩起訴，在繳費時主動出示，地檢署毒品減害計畫

轉介單，未主動出示者，一律比照一般服務交 790 元，這是緩起訴與一般個案自

費的差別。另外，服用美沙冬藥物是疾病管制局免費提供的，依規定接受醫囑進

行尿液檢驗，如自費未按時檢驗者，醫生會調整美沙冬替代藥品天數，從 28 天降

14 天，降 7 天，驗尿後再恢復原來開藥天數。門診的時候，一樣按照叫號燈依序

看診，然後進入看診，看診後等醫護人員唱名，拿藥單然後去批價，如果有抽血

或驗尿程序，抽血要到二樓，驗尿就在三樓就可以。 

    下一間是團體諮商室，裡面成列是一張大桌子，圍繞著椅子。平常是團體活

動的時候用。之後會看到大海報是「○○醫院社會服務暨醫療救助金申請需知」，旁

邊是就業轉業訊息，隔週固定一個時間在團體諮商室會舉辦就業媒合諮詢輔導活

動，這是與○○就業輔導站合作，連結資源進入。轉彎後，會先看到警衛，他坐在

辦公桌前，後面海報貼著「美沙冬團體」時間與報名事宜。個案在經過警衛後會

看到蠻大張警示公告，禁止違法行為。 

    當進行喝藥動作。程序是：個案通常是來喝藥一下子，所以通常是車子就停

在醫院樓下，到達美沙冬時還戴著安全帽，到了給藥窗口。通常給藥窗口是兩個，

從旁中觀察是，個案會先把安全帽脫下來，然後會說他們的喝藥編號，通常是三

碼，「○○○」。個管師會問，「證件有帶嗎？」個案拿起證件（可能是身份證、駕照、

健保卡證件），給藥個管師確認身份，當說出喝藥號碼，個管師同時輸入電腦系統，

之後個案再說喝藥劑量喝幾 cc。過程差不多是一到兩分鐘時間而已。給藥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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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跟個案交談，關懷他喝藥狀況，以及提醒他看診時間到了，或是單純閒話家

常。 

個案：（給證件後），喝 2.5，我今天想降，可以嗎？ 

個管師：降 0.25 好嗎？ 

    個管師根據劑量會按美沙冬白色瓶裝，用免洗杯裝劑量，然後加水稀釋，不

到 5 秒這個動作。美沙冬劑量是鮮豔紅色的，聞起來是櫻桃香味的。但喝起來是

非常苦澀的味道，個管師會跟個案說，「半杯水！」，個案會說，「加一點點就好」，

個案認為因為很苦所以不想再加水，這樣變的要喝半杯。而加水稀釋是醫院規定

要加水稀釋，為了防範攜含藥出去的問題。 

   個管師會關懷個案的狀況，個案說：「喝 12cc 身體不舒服。」個管師問：「睡

的好嗎？」個案答：「睡眠會中斷。」個管師：「12cc 喝長一點再降，如果配合吃

安眠藥也可以，可以問醫生，下禮拜二、或四門診要看醫生。」個管師：「目前這

樣喝還習慣嗎？」個管師會與個案攀談兩三句，關心他們的生活。或是「好久不

見，喝 7cc 對不對？」個管師已熟習個案的情況，看到個案會問，「昨天怎麼沒來」。

或問工作情形「現在有沒有工作？」， 

    途中個管師除了給藥工作，還有清算報表的工作，途中也可能接美沙冬專線

的電話，有些個案會打來說要請假。個案在喝藥的時候也會順便詢問個管師，何

時要看病。途中如果有個案要找社工，在前面給藥個管師會大叫在後面的社工。

個案說：「可不可以讓我降，跟醫生講他不給我降，要我自己跟小姐講。」個管師：

「先幫你降，下次你可以帶個管進去跟醫生講讓你降，先幫你降 0.25，但你要答

應我每天都要來。」個案：「我不會欺騙你，我會每天都來。」年輕的一男女一起

來詢問，進入美沙冬療程一些事項。個管師解釋：「第一次新案初診是 4300 元，

因為剛開始，一個禮拜看一次醫生調劑量，一次是 790 元，3 個月驗一次尿。」個

案詢問：「美沙冬有什麼副作用？」個管師回答：「噁心嘔吐便秘」「如果要來的話，

禮拜一門診 1:30 到 2:30 就要到，要帶雙證件。」然後給他們一張紙本的美沙冬替

代療法說明單回去。給藥窗口旁有放一些衛教的資訊宣傳紙本以及○○醫院社會服

務暨醫療救助金申請需知說明單。 

                    

叁叁叁叁、、、、非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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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非結構式訪談所獲得的個人經驗的敘說，作為資料主要收集方法。

研究者如要理解受訪者如何組織他自我的世界，受訪者對於各種事件所賦予的意

義，藉由訪談，研究者才可以進入受訪者的觀點世界（簡春安、鄒平儀，2004）。

研究工具訪談大綱及訪談扎記敘述如下： 

一、訪談大綱（附錄一） 

非結構式的訪談以有彈性的、非標準化的格式，提供足夠的結構或引導，訪

問的焦點放在主要的議題上（簡春安、鄒平儀，2004）。 

二、訪談扎記 

研究者於每次訪談之後，撰寫訪談扎記。內容包含：受訪者的非語言訊息。

以及研究者所思所感，當時訪問時遺漏掉的重要訊息或細節，以便下一次向受訪

者檢核及提問。研究者以敘述的形式記錄所直接觀察的環境、當事者及當事者與

情境所發生的互動狀況（簡春安、鄒平儀，2004）。 

 

表 3-2-1 訪談時間與次數表 

 婉婷 曉君 麗玲 

總時數 4 小時 5.5 小時 3.5 小時 

總次數 4 次 4 次 4 次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壹壹壹、、、、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資料處理 

研究者以訪談錄音檔轉騰為逐字稿作為分析，並予以校對。研究者反覆閱讀

訪談逐字稿文本內容，從中尋找脈絡及譯碼的工作，研究者經由反覆檢閱文本，

從中感受與體會敘述者內心感受，以求真實呈現敘述者的生命經驗與故事。 

以下說明資料分析轉譯的流程： 

一、資料分析編碼 

    研究者將刪除內容中不必要的贅詞以形成替代性的文本，將研究參與者談話

內容按時間順序予以編碼，資料分析編碼規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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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資料分析編碼表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碼 

意思 研究參與者編號 訪談次數 談話小節 

代碼 大寫英文字母 羅馬字 阿拉伯數字三碼 

 

二、歸類主題、概念及核心概念 

    研究者將資料全部編碼後，再將其意思表示形成意義單元，根據研究目的，

將其各相關的意義單元歸類到適合的主題，在從主題相近的類目，集合形成概念，

最後歸納成核心概念。 

                 表 3-3-2      主題、概念及核心概念 

主題(核心概

念) 

主軸編碼(概念) 

 

開放編碼(主題) 細部編碼內容(意

義單元及編碼) 

美沙冬支持

團體經驗 

 

 

 

 

 

 

 

 

 

成員是男女混合團體 

 

 

 

 

主體對男女混合團體感

受 

 

 

 

 

 

 

 

主體認知團體進行目的 

團體進行方式與內

容 

 

CIV-043：自由氣

氛，團體動力自己

展開 

團體成員 

 

 

CIV-046： 

以前熟識藥癮朋

友， 

個體是女性 CIV-044： 

女生比較少 

對團體男性（混合

團體）為主體感受

想法 

CIV-053； 

嘻嘻哈哈，就是亂

扯 

女性主體性無法發

揮 

CIV-046： 

很少發言 

團體帶領者是女性 CIV-045： 

感受好一點 

成員認知團體意義 CIV-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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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標 把毒品戒掉 

 

貳貳貳貳、、、、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Lie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提出一個整合內容和形式，並分別以整體

和類別的觀點來進行分析的敘事分析模式（引自吳之儀，2005）： 

（一）內容（content）vs 形式（form） 

敘事的「內容」是指從敘事者的立場關照發生了什麼事、為何發生，誰參與此事

等，其目標是藉由探問故事的意義。 

敘事的「形式」是指情節的結構、事件的順序、與時間軸的相關性、故事的複雜

性及連貫性。 

（二）整體（holistic）vs 類別（categorical） 

「整體」的觀點指將個人生命故事或敘事視為整體，在內容部分可以分數個主要

主題掌握其整體的印象。在形式部分則以其敘事的類型、進展及內聚性來表彰個

人敘事的歷程脈絡。 

「類別」的觀點在內部類似於傳統的內容分析或主題分析，將故事段落依其意義 

概念或主題加以分類和歸納：在形式部分則檢驗其認知功能和情緒表達。 

以此兩向度作分類，敘說的分析可以分為四類（楊宇彥，2000）： 

（一）整體內容分析法 

    聚焦於個體完整故事所呈現的內容，所分析的故事的分段資料，藉由對每一

片段內容的理解進而整合出故事的整體意義。 

（二）整體型式分析法 

將焦點放在尋找完整故事的情節或架構，以找出最清楚的表達。 

（三）類別內容分析法 

如內容分析法，將一些故事的內容作一些區別和界定。 

（四）類別形式分析法 

將焦點重在敘說之定義單位中的抽象文體或語言象徵。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上採取「整體－內容」與「類別－內容」分析模式，「整體

－內容」分析模式是請女性藥癮者敘述她們的故事或是生命中的關鍵事件，經由

敘寫的方式呈現其完整的故事內容，探求在生命歷程中這樣特別的經驗內心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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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經由敘事性思考尋找自我意義。於此，研究者從訪談中找尋敘說者的脈

絡與模式，進入敘說者的生命與內心世界，從中訂定不同主題形成故事主軸，細

膩捕捉敘述者談話中的生活脈絡與細節依時間線軸加以整理成敘說者的生命故

事，然後讀者對女性藥癮者得以理解。 

而在「類別－內容」分析模式部分，研究者參照研究目的，以女性藥癮者性

別色、社會支持、尋求物質濫用處遇上困難與障礙、進入物質濫用處遇覺察女性

需求等相關主題進行歸納整理，將敘述者對話放置到歸類別之下，從中進行分析。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敘事研究的有效性敘事研究的有效性敘事研究的有效性敘事研究的有效性 

質性研究可能會被這樣提問，「這些人的話或故事是真的嗎？可不可信？你如

證明？」但是「真實性」對於敘說研究者而言，其所探討的並非單純的描述是否

為事實（descriptive realism）或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是以說者的「事實

建構」來看問題－即研究者如何捕捉、呈現和解釋經驗－以反應他們的世界觀特

質或說服他人的互動過程（胡幼慧，1996）。於是研究者從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內

容，注重其細緻的細節並粹練成概念，再呈現研究參與者的主觀聲音時，也要顧

慮到讓多數人都能夠理解的層級。 

於是有效性是解釋是否具有信賴度（trustworth）的一種過程。以四種標準來

探究敘說研究有效性（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 

1.說服力（persuasiveness） 

近似合理性，這個解釋是否有道理或能讓人信服，一個文本並沒有穩定不變的意

義。 

2.符合度（correspondence） 

一個研究者可以把結果和解釋帶回到那些被研究者處，將研究成果提供給參與這

個研究的個人或群體，報導人開始被認為是協同作者。 

3.連貫性（coherence） 

連貫性的標準，理想上應涵蓋三個層級：總體的（global）、局部的（local）和主

題的（themal），為顯示解釋並不只有單一特定的目的，連貫性必須盡可能的深厚。 

4.實用性（pragmatic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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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研究最終能變成其他研究之基礎。實用性標準是未來導向的、集體性質的、

且認為具有社會建構的特性。 

5.無教條（no canon） 

在解釋性的研究裡，並沒有教條的取向。             

    關於效度，學者 Ellis 和 Bochner 於 2000 年提及，效度在於作品的真實性，讓

讀者感覺到所描述的是栩栩如生的、可信的、可能的，建議判斷效度的方法：是

否幫助讀者與異己者溝通，是否可提供改善參與者、讀者甚至你自己的生活。另

外關於信度，他們建議研究者可以把作品發給參與者，讓她們有機會評論、增加

資料、改變主意並提出自己的詮釋來檢驗信度（引自何粵東，2005）。 

 於是研究者在進行研究資料分析時，對研究參與者主觀經驗抱持深度關注及

感同身受的瞭解外，要在互為主觀的客觀性思考脈絡下把握說服力、符合度、連

貫性、實用性、無教條原則下，研究者會深刻自覺與反省寫下反思與摘要的日誌，

以覺察自己對於閱讀與詮釋文本的限制，將完稿文本請研究參與者參與共同閱讀

與討論，是否切合其主觀性的經驗作探討，以求能真實呈現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

驗，如有不正確敘述將予以修正，希望以客觀的方式呈現其生命心境轉折與轉變

並得到認可。最後，並將研究過程盡可能詳述出來，以供讀者檢閱，以此提高本

研究的嚴謹度。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者的角色與倫理考量研究者的角色與倫理考量研究者的角色與倫理考量研究者的角色與倫理考量 

研究者是質性研究中最主要的工具。敘說是產生意義的基本結構。敘說必須

被研究者保存下來，而不是將他變成破碎的片段，研究者必須尊重受訪者建構意

義的方式，並分析他是如何完成的（王勇智、鄧明宇合譯，2003）。換言之，分析

與保存受訪者的語句脈絡，給予一個完整細節的分析架構，這樣分析的角色非常

重要。研究者在研究所修習質性研究課程，受過質性方法論的訓練及愛滋防治與

衛生計畫與多元文化議題課程，曾於實習和研究助理都在藥癮實務領域，與藥癮

個案脈絡及文化有所接觸與瞭解，對本研究所欲探討主題與方法，有相當程度掌

握能力。敘說分析的發展重點在於研究者將生活故事和對話的表達本身視作研究

問題而予以剖析，研究者以不僅是將所聽到的故事、說辭、對話視為社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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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當作經驗的再次呈現（胡幼慧，2005）。而對於一個敘說研究者來說，不管是

自我敘事或協作敘事，他所從事的研究就是他的工作及行動場域，也是他生命歷

史中的一部份（范信賢，2005）。於是如何呈現敘說者的觀點，他們如何敘說世界

的看法，研究者忠實的做好再呈現的角色，透過不斷對文本進行閱讀、理解與詮

釋，然後呈現其生命故事。 

研究應以承諾與互惠為原則，陳述此研究對個案的重要性與意義所在，與考

量自身能力所能為受訪者做的承諾條件。在風險考量，向個案闡述絕對不會用於

司法任何用途。在保密上，訪談資料遵守保密原則，不將其資料外洩以保障隱私

權，不作研究其他用途之所用，在結果呈現上絕對不會有可供辨別個案任何身份

資料的內容資訊。本研究在進行之前針對涵蓋研究目的、流程、參與評估及保密

原則等擬定受訪者同意書項目，告知受訪對象說明研究目的與步驟。研究過程中，

如受訪者感到心理狀態的任何不舒服，隨時可以終止訪談。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以

尊重、同理、開放接納的態度傾聽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不作任何價值評斷。訪

談結束後，研究者將持續以書信問候研究參與者，表達關懷之意。此研究並經由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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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她們的故事她們的故事她們的故事她們的故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謊－婉婷的故事 

來喝美沙冬，我必須說了一個謊言。 

「因為人家一定想，你有來喝美沙冬，就是有用東西（海洛因）。不可能想說你…

你就是因為沒有用東西，所以來喝美沙冬，我覺得那樣跟那樣是連在一起的。」 

 

（（（（一一一一））））我與孩子的我與孩子的我與孩子的我與孩子的 365 天天天天 

 

遠方從電梯就開始傳來，「伊伊ㄚㄚ、伊伊呀呀、咿呀咿咿」，越來越大聲，

伴隨很用力的小跑步聲音，含糊叫著「媽媽，媽媽」這樣直直進行的聲線，漂浮

在人來人往，來去匆忙的美沙冬診所，格外讓人仔細聆聽。在轉角，個管師也能

有所感說：「超人弟來了」。於是她打開辦公室的門說；「超人弟你來囉！」，在弟

弟的小手上放著糖果說：「你好可愛！」，超人弟笑得很開懷，然後眼睛瞇瞇，臉

鼓鼓的，很像 KERORO 軍曹裡面的外星青蛙，Q 極了。 

    走在後面的媽媽說：「弟弟啊，你不要跑這麼快。」到窗口喝藥時，她說：「剛

剛帶他去公園玩，跑上跑下的。」望向他們離去的背影，媽媽的後背全濕了。他

們走後，美沙冬診所又恢復人來人往的熱絡，混雜著難以名狀的氣味，一如平常。

「我帶小孩來，喝完就走了，他就在我旁邊。一年 365 天，他就跟我在一起。」 

 

（（（（二二二二））））喝藥背後的謊言喝藥背後的謊言喝藥背後的謊言喝藥背後的謊言 

 

「我從頭到尾的時候，來喝（藥）的時候，到目前為止，我也不講。」 

    這樣短短的那一刻，我帶著小孩來喝藥，喝完我就走了。「剛我也是這樣帶他

（小孩）來，可是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差別。」每天都只有一下下的時間，那對我

到底意欲何在？如果你對我如同蘇格拉底向我詰問。這樣的一下子時間，帶孩子

這樣的身影，一定對你是有意義，那是什麼？我說出了「狼不會來了，狼不會來

了，狼真的不會來了。」這樣的寓意，我什麼都不必說，你是否能夠明白？ 「我

必需要說一個謊言，我出來做什麼事情，然後是固定的一件事情，然後來（喝）

藥這樣子。」 

我想為我親愛的家人這樣做，然後維持我們關係的美好本質，對於我們之間

的感情，我想給予對道德與愛的善意成全。我說了這樣一個謊言，「狼不會來了」。

唯有這樣做，才能保護我的家人平安無憂，也許你對這樣令人心疼的我，也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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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令人放心。 

 

    我必須說我是去工作，但事實是來喝美沙冬這樣的謊言；一個謊言可以牽扯

出多少事情，又可以引發多少平靜？我想要簡單的愛著我的媽媽，我的先生。請

相信我，一無所知的你們會是最幸福的，「其實有時候事情很簡單，跟他們講完的

時候，他們想像空間很大，我覺得不需要跟他們講，他們也沒辦法幫助我什麼。」

這樣子做，原本一切都可以很單純的，一切原本就很單純。一天，你能承受多少

謊言才不致崩潰，然後，你能承受多少或者承受多久？因為接觸溫柔摯愛的部分，

我的媽媽，我的先生，即使這樣，無比悲傷的謊言，竟然可以同時無比溫暖。 

 

（（（（三三三三））））謊言背後的積蓄謊言背後的積蓄謊言背後的積蓄謊言背後的積蓄 

 

「還好，我之前有一些積蓄（笑）」 

    我常常為自己的一切感到慶幸，覺得自己一定是那個最最幸運的人了，我這

麼想著，無論發生怎麼樣的狀態，此時此刻任何一個人，一定都擁有一些特定的

幸運，那是別人都無法比擬的幸運。「如果你沒有積蓄，如果你做事做那麼久，人

家說那你就是每天，出去這樣沒有存到錢，做事做那麼辛苦，沒拿半點（台語）。」 

 

今天，我沒有辦法預料到，我會將我的積蓄如此命名，對於這些，往回看，

我竟能如此感激。當我說了不誠實的話，當我做了這樣不得已的選擇時。 

「就是還好我之前有積蓄你知道嗎？如果之前…」 

    『積蓄』這樣一個適當的名字，往往通往另外的道路。這樣的生命經驗，竟

然成為我的恩賜。「那時候就做了差不多一年，就給我媽媽的錢也夠，我自己身上

有一些積蓄。要不然我現在積蓄從那裡來？我自己車子也買了。」 

 

人生層出不窮的的變化與風采，我還來不及擁抱，就絢爛的在我眼前結束了。

我是以火星的衝勁，燃燒生命的動力前行，我可以衝動的把自己帶離牛角尖，欣

喜往之。我選擇不抱怨這些經歷，光想，也許就累了。「我覺得那時候我錢有賺到，

我管別人怎麼講。如果說我錢又沒有賺到，又被人呸痰呸涎（台語），那根本就不

值得。」無法理解的生命，也許讓你感到痛苦，但是如果你理解了，會輕鬆嗎？

「（到凌晨）五點啊，六點啊都有，不見的說你三點就一定可以下班，如果你那時

候三點，你還有檯坐的話，就繼續坐下去啊。」 

 

我確信，那樣的生命經驗，肯定是你無法體驗過的澎湃，「我那時候，覺得第

一個禮拜，喔靠，媽的領到這麼多錢。」那些記憶，此時像光一樣包圍著我，為

什麼有如此不一樣的差異，因為我現在明白，它留下的是什麼，讓我找到一個理

由的歸屬。「那時候記得是九點上班，日保有五千的，十五分鐘一節，一小時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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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九點差不多上到三點，至少可以賺個五六千塊啊，如果你又加班下去了話，

就開（檯）到早上七點，有時候都會喝醉回家。」 

（（（（四四四四））））與伴侶不可思議的相識與伴侶不可思議的相識與伴侶不可思議的相識與伴侶不可思議的相識 

 

「我們是在那邊認識的，然後他（先生）也是認識我以後，他也就再也沒去那地

方（酒店），然後他也沒跟他的家人說，是在那地方認識我，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子。」 

    若你可以陪我走深一些，漫漫長夜，涵容關於人性裡的複雜：「因為我身邊週

遭的人，上班那些形形色色，我覺得說那些人都不是很相信的人。」然後，即使

你不怎麼明白，你依然堅定在專注聆聽，等待一個可以理解我、接納我、改變我

的空隙，於是我也那麼的渴望與你分享。當我無法言語時，你也能從心裡然後瞭

解。你鼓勵我，一次又一次，我無從連結而感到被拋擲的狀態，然後你堅持要把

我們連在一起，不計代價。「他就是一個人去哪裡就對了，他也不喝酒。就這樣聊

天聊聊聊，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跟我講結婚，然後到現在，為什麼小孩子生出來，

我也覺得茫茫然（笑），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給予我是什麼，一種對對方和自己關係的等待。而我想找的是一個人，也可

以聽我說，那一些淌流的時間，讓生命流動的事。而我重新回頭，看那個時間點

上發生的感情，此刻，我感受到他好深情的內在。「那時候他來的時候，我們都是

純粹一直聊天。到最後，我覺得變成好像是一個聊心事的對象。他家庭背景很單

純，不會說像我其他吸毒的朋友，怕有一天出事連累到我，或者是反咬我，咬到

我這邊來，出賣我。那我跟他講的時候，比較就可以肆無忌憚就講。」 

    

    這樣子，關係輕盈了一些，心裡也紮實了些。我好喜歡，我們無話不談的那

時候，閉上眼睛是因為我想要遺忘，成長背景的破碎，這樣內心的理由。你曾跟

我說，「我常常在想，到我夢中的你，是否會感到疲憊，依然獨自經歷著你的經歷。」

於是你問我：「你經歷了什麼，是不是還有什麼委屈我不曉得？」這時候，我曉得，

曾有一個人來到了離你好近的地方，一個溫暖的擁抱已足夠。「我覺得他有走入到

我的心房，他不會認為說，我是那麼一個，好像一個沒有救的人！」你說：「生活

歷練使你早已洞察人性，舉手投足都顯老練滄桑，世故的令人心疼，但我記得，

某個時刻，在你的眼睛靈光一現，裡面有幽默感和笑聲，帶著孩子式的純真。」

我笑了，只有在你面前，我的願意放下生命經歷的不安，而你也都能夠承擔。因

為我覺得，他也跟我分享很多他的事情，我那時候要跟他講說：「如果我跟你講一

件事情，你會不會嚇一跳」，他就跟我講說：「不會」。只要我跟他講我的事情，他

都會想知道。然後我就講啦，他還說，他不覺得怎樣」  

    我希望你記得我美麗的樣子，在黑暗中，我是內心發著光的這樣一個人，我

們照著藝術照，我挑眉做出要打你的手勢、我扮鬼臉逗你笑的表情、我側面清秀

的臉龐、我微翹的髮梢、我帶笑的酒窩、裡面有我靈魂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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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也不過是這樣子而已。那時候…但是我讓他看到的狀況，還是有稍微隱

藏一些，沒有就真的完全都不顧一個形象，我真的，好像難過就沒有用藥的時候，

很難過的樣子。」我隱藏了某些困難的事物與情感：「我並沒有講到我家庭的狀況，

等於說我還是有所保留，所以到現在我們結婚，他對我的家庭狀況，並不是說很

清楚，講怎樣也是講我自己，我不會去講到我家人怎樣，像我爸爸真的是有夠爛

的，我從來也不跟他講說我爸很爛。」 

 

（（（（五五五五））））感激的傷口感激的傷口感激的傷口感激的傷口-與媽媽與媽媽與媽媽與媽媽 

 

「我只有講我自己單方面，我的家庭狀況我都不講。他（先生）有問我，我為什

麼會來上班？我有跟他講說，為什麼？」 

    我捏了一把泥土，用黑色的黏土捏了一小塊，把他壓的非常扁。我說，「這是

我的狗屁倒糟爸爸，我對他的感覺只剩一點點。」我用一大沱紅和一大沱灰捏了

一個像人的樣貌說，「這是我的媽媽，我對她的感情太過於複雜，無法釐清，愛的

矛盾和對立都在這裡面。我對她的感覺太混亂了，因為她實在太巨大了。」也許，

在那個當下我並不清楚，家庭裡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要面對，而各自保

有可以承擔的姿態，爸爸是、媽媽是、我也是。但是我和我的媽媽，明明彼此都

要好好愛下去的情感，卻因為害怕在當下感受無法去愛的困難，然後承受不住，

選擇轉身逃跑。「那時候就想說，我出監的時候我要工作，我一定要工作，我一定

要賺錢。」                                                                                                                 

                                                                                                                             

  在生命中，關於與母親情感連結的這個東西，總是要經歷很多事情之後，你

的眼裡才會看見什麼，感受什麼，願意變柔軟了。你為什麼而哭？「這些經驗，

付出的代價是很大，你看我那個時候二十幾歲，22歲吧，就關到27歲，女生最黃

金時期都在裡面關（最漂亮的時候）我就在裡面關啦！」 因為碰觸到了心靈傷疤，

而這種心理情緒，是包括家庭的、個人命運的。 

 

想家想家想家想家，，，，數饅頭過日子數饅頭過日子數饅頭過日子數饅頭過日子 

 

「剛...進去的時候，覺得會很想趕快回家啦，真的每天都只有想到回家，在裡面看

到比比皆是，都是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很多啦，就不會去想那麼多了，過一天算

一天就是這樣。可能覺得每天日子，生活這樣過，因為你不可能去改變現況啊？

你就只能這樣每天數饅頭過日子。」 

 

每一個人都想愛，都在愛，卻不一能夠簡單的愛，我與媽媽之間，原本簡單

的愛突然變得很複雜，痛苦異常的愛。「那時候想說，（媽媽）不來看我就算了，

覺得人不能太逞強。」於是這樣，在痛苦中或許藏著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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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認為，我媽媽應該不可能來看我，結果我媽就這樣哭哭啼啼來看我，

我覺得可能是那時候這樣感動我吧，因為我媽媽身體不怎麼好，怎麼坐車。之前

的時候，我媽媽就坐車子來，我聽我妹妹講說，她要做四班車，最後就坐什麼火

車吧。早上的時候我都看第一批，那可見我媽一定很早就出門。那時候是一個禮

拜只能見，會客一次，我每個禮拜都會會客。」 

 

愛，也許有很多種面貌，但是如何去除種種遮蔽，走到愛的本質與真實裡。

那麼，這是一種非常強的愛。「我媽媽都會來看我，不管下雨天也好，一大早就會

來看我。」看到她來的時候，我一下子忍不住熱淚盈眶，「（送走媽媽）就會很想

哭啊，然後在那邊跟她招手，掰掰的時候就會哭，可是他們眼睛已經看不到我眼

眶泛紅。」才意識到，多年來我一直壓抑著想被愛的渴望，這一刻才得到釋放。

我把那塊感傷挖出來，透過感激然後感受到愛。「我覺得每次哭哭哭...，我媽看到

我哭，她也哭，乾脆不要哭算了，跟她嘻嘻哈哈，她至少這樣不會那麼難過，她

也可以外面嘻嘻哈哈的，她也跟我那邊笑哈哈的，我哭她就哭了，那乾脆就不要

哭了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把互相傷害或感覺傷痛的，當作是愛的一部份，「她只認為說她罵完

之後她就很舒服，她可以當面就打你就對了。」交織著感覺到的和感覺不到的，

憤怒、爭執、傷心、沮喪、偏執。親愛的媽媽，你知道嗎？你如何看待我，將來

日後我便會如此的看待我自己。「（她）就開始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然後繼續講

『雞啊，爛啊』，全部都出來了。」你愛無可忍，一個字一個字這樣的辱罵，字字

都成為刺。我把這些刺拔出來，語氣充滿溫柔的探問，這些就是愛了嗎？愛要如

何辨識？愛實在太深沈太複雜了，我感到愛的失落，無法捕捉。「如果我都呆在家

裡，有些事情她看不順，她就開始罵，那我就頂嘴，整個就開始爆發了。那個時

候也不想回家就對了，就乾脆沒有回去。」可否，你可以減緩攻擊的語言，然後

我得以喚起埋藏在憤怒下的愛。「我媽那個時候就變得她情緒有問題，沒有辦法調

適她自己情緒，就常常就會罵我們，罵的跟什麼一樣，罵很難聽，簡直很難入耳，

妳知道嗎？帶有情緒啊！『雞啊，爛啊』什麼都出來了（笑出來）」 

  

（（（（六六六六））））好運好運好運好運-與前男友與前男友與前男友與前男友 

 

「我用『好運』來這樣形容，其實我不敢跟我媽媽講這樣子的話，…不是，如果

我…如果跟我媽媽講這件事情，我不敢跟我媽媽講『好運』這個字眼。」 

謝謝你接納這個時候，我混亂的樣子，裡面有我童年坑坑洞洞的陰影。很多事

情，除非你身在其中，不然你很難體會對方的難處，我感受到我是一個被排除在

外的人，當內在想一個傷心的事情，我的一個眼神，你就懂了，連語言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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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清楚的看見彼此。你在我四周吹起祝福說，「雖然悲傷，但停止吧！」你的一

個眼神就足夠撐起我。「他隨時身邊都有很多東西（藥）。我們為什麼在一起這麼

久，就是中間我去關的時候…」我記得，因為你，所有的發生如此美好，你如此

真心對待我的生命，雖然陽光已淡。「其實海洛因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情，我讀書

的時候就用。高中的時候，那個時候剛好是叛逆期吧，剛好就認識一個男生，他

年長我很多，他剛好是在賣藥這樣子。又剛好就是說，妳知道用這些毒品都不用

花錢這樣子。」 

在別離時，還是想要再認真感受，「我覺得說是更緊密的」在玫瑰花荊棘森林

裡，你保護我不致受傷。「他就跟我說，如果我真的在家呆不住了話，那沒關係啊，

就他家有得住，或我們去外面租房子啊。」 

看到你的眼睛望向我的同時，裡面放置我與你親密的關連，「他說，我給他的

感覺就好像已經到達親人的感覺，因為他的爸爸媽媽都去世了，妹妹也結婚、哥

哥,,,就變成他們家一個人一個家（台語）。」謝謝你做我的父母，然後安靜的平靜

的，接受了別離。「這個緊密感就變成，小孩子假如說，我想要一個東西，我應該

是去跟我爸爸媽媽講，我爸爸媽媽有可能買給我對不對。可是變成不是，我如果

想要什麼東西，我是直接跟他講，他有可能買給我，不要說有可能，根本就會買

給我。」 

 

（（（（七七七七））））和解和解和解和解-與母親與母親與母親與母親 

 

「事後我媽媽都會講說，我們不乖的時候，她通通都不知道，等到最後知道的時

候，就是警察來跟她講了。」 

為了尋找一個沒有思念的地方，我的眼睛始終在追尋你，聲音太過模糊了太

淡了，我遍尋不著。「「「「我二十初，好像 22 歲關到 27 歲。」，還好，因為時間的溫

柔，帶我穿越所有的一切。我一看見你，就心痛了起來。遠方那麼真切且專注的

凝視，啊…憂傷的母親正站立著。那瞬間我忽然懂得她，我多出了許多忽然的眼

淚。「我剛剛（想哭）就是你剛剛問到說，為什麼我媽媽還會（願意）這樣子（做）」 

 

「我認為我媽媽縱使很氣我，她照理來講應該很氣我，不會來看我。在監所的時

候，需要一些戶口名簿，她照理來講，才不管我勒，結果還是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幫我用掛號寄來。那時候就覺得，她如果真的不愛我的話，應該會不管我才對。」 

 

    在這裡，時間變得緩慢、懶散極了，一抬頭就能見到陽光和樹影，我可以安

安靜靜做該做的事。「被關的人，屬於自己的時間很多啦，就會想東想西的，是那

個時候。在外面的時候，是因為外面的（事情）太多了，都沒有空去煩惱。此刻，

當我去聆聽我所愛的人的情緒，竟然需要離開你，我才能好好感受。「我那時候就

跟我媽媽，就認為說那之前的時候，我覺得那都是我自己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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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了一個故事給我聽，我看見我自己的面貌，我與親愛的母親間所有未曾說

盡、未曾理解的部分。如同生命的混亂黑線拋出去的錨，丟入心痛的大海。我一

碰你就心痛，我怕痛所以想要逃避，我知道這一片黑暗的大海，暗潮洶湧，卻是

深情且安全的。「可是不能夠這樣比的，你知道嗎？因為每個爸爸媽媽能夠承受到

子女怎樣，是不一樣的。」即使是這樣，心裡還是感受到很濃郁，像大海般的哀

傷，深層未解決是什麼？「那時候我還沒去想的時候，我光就是聽同學之間在外

面怎樣的時候，再反觀在想我自己的時候，其實我知道是不能這樣比較的，我覺

得她們比我還糟糕的多了。還有那種跟爸爸媽媽大打出手的。我覺得我跟她們比

較起來，還沒有忤逆父母這樣子。 

我哭了很久，可是還是覺得哭不夠。一直以來懷抱著無法被瞭解的傷痛，於

是被那些『雞啊、爛啊』的話語給困住了，一直帶在身上，不敢遺忘的限制信念。

現在，我要打開了，於是我很安靜，安靜的，然後以這樣安靜的心靈與你互通，

感受你的情緒，眼睛慢慢散紅了起來。靜默良久之後，我開始書寫，真心碰觸到

內心深處。我鼓起勇氣，想跟你說話。「我那時候，就一直寫信給我媽媽懺悔說，

出去的時候，我不會再這樣子做（用藥）。」我不清楚，在你那方，你的內在想著

什麼事？此刻，我有好多好多話想對你說，不需要把它裝在防禦的信封，於是我

給你寄了一張美麗的明信片，純白的紙片透露了我的最真實，我的最脆弱。「我那

時候跟我媽媽講說，叫她再相信我一次。」不知道我這樣書寫，你能感受得到嗎? 

 

   你接到開在草原上的白色野百合這樣美麗的明信片。當你翻起了背面，相隔多

年，你再看到我娟秀的字跡，我不知道你作何感想？我清晰完整的表達，總有一

天，我會回到我生命中該走的道路上，因為感動於身邊流動的愛，牽繫著看似遙

不可及的期望，你仍然愛我。當你愛著什麼，或失去什麼的時候。「那時候就是我

媽媽她有存款，一定會坐吃山空的，這麼多年耶。」我想告訴你，我是愛你的，

這是真的。「我在關的時候，等於說我媽媽都沒有工作去貸款，那時候就一直熬，

熬著我出來。我媽媽也看我寫給她的信，對我就是有一種期望，我跟她講說，我

一定會馬上找工作做，幫她解決目前的問題，我媽媽對我也是一直，抱著一種期

望。」 

 

   我讀起從你那到我這邊的信，仿若可以讓我心裡很平靜很安詳，這時候沒有任

何人可以傷害我。你寫給我的信的字句裡面，雖然還是有嚴厲，但卻是我從未見

過的平靜與溫柔。「她寫信的時候，有時候還會罵我。」我把你寄給我的信小心的

收藏，「要心存善念，百善孝為先，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我媽都會

寫這樣子的話。」我想要永遠把它藏在胸口最柔軟的地方，我終於可以把媽媽的

愛放進來，放進心裡底層，我已經有了媽媽的愛了。「我覺得做父母親的，就是小

孩子如果不對的話，小孩子如果跟爸爸媽媽懺悔的話，他都是會選擇，寧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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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的小孩。」原來，可以這樣被愛著，媽媽一雙平穩的手、一個安慰的撫

觸。我從這封信輕微的感受到了，一樣的令人感到些許的悲傷。至始至終你都沒

有放棄我，讓我也不致於放棄我自己，感覺到你的心裡讓我知道，你還是深愛著

我的，這真的是好不容易的事啊。 

    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淚流滿面，我真的很想念你，特別是在夜很深的時候。

這封信很重是因為有些什麼更深的東西，與生命經歷有關。我反覆的閱讀著，忽

然淡淡的哀傷了起來，需要被穿透著。我把每封信、每個單據、充滿你深深的愛

與關懷，我把它黏在剪貼簿上，做了一個儀式，心會在細微之處，讓關係重新被

修補。若我心碎了，就用這本豐厚的剪貼簿 ，一次又一次縫補回來。「因為我們

在那邊總是會有閱讀的時間吧，或者是讓你書寫信的時間，那如果我沒有寫信回

家的話，我就會把那些東西，拿出來翻翻看，或是我媽媽寫給我的信，我全部都

黏起來就對了，然後到我出監的時候，帶一大本，一大堆，兩個那個手提袋都放。」 

 

  當我意識到母親對我的愛，我感受她所背負的沉重。告訴我，我能夠為妳做

什麼，而我願意。你說，我要你走回自己生命的軌道。親愛的媽媽，我曾經承受

不住你的悲苦而逃跑，而今日你給了我承擔的勇氣。「那時候真的出監的時候，我

真的也沒這樣做（用藥）。」這一次我的抉擇，因為愛，所以願意投入，並且很投

入。帶著薄荷般的敬意與愛，如呼吸般的自然，成為祝福，每分每秒都是我對你

的承諾，而這也歷經過了一些時間。 

 

「說我出來的時候，我不會再這樣重蹈覆轍，結果那時候只做到多久，一年多的

時間，我也賺了不少錢，我在關的時候，我媽媽就有拿房契去借錢，還去辦現金

卡，真的，我跟我媽講的，我有做到。這一年多的時候，我也賺了很多錢，我幫

她那些也還完了，現金卡也都還掉了，我自己也買車了，手邊還有一些積蓄。」 

 

  

（（（（八八八八））））兩個人的家兩個人的家兩個人的家兩個人的家 

 

「用海洛因是先生知道，我的家人是我娘家那邊知道，然後結婚的話，就是先生

婆婆那邊不知道。」 

你懂得我，我自己都很難感覺到的東西，放在無名指細縫裡，如此契合。「我

的事情（用藥），就是我們一輩子的秘密就對了。」我停下來，向我擁有美好東西

致謝。轉過來的背面，刻著不是你我愛的姓名，是關於那一些，我與我的家庭之

間，不曾吐露的心事。我也暗暗發誓，如同你對我的承諾，「我要跟我先生結婚的

時候，他曾經有允諾過我說，這就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就對了。」深深的藏在我心

中。  

每一個人生命中都有那些看似遺憾的片段，但我知道，與你的每一天，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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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往的。我追回時間的空隙，竟顯的如此平靜，是此刻你出現的原因。我在

想著，我是怎麼看你以及我自己，然後你能不能接受這樣的真相？我在你身上，

看到我所沒有的東西，我所渴望擁有的，卻也不想承認和面對的，「我跟我現在先

生，跟我公公婆婆，他們家是算，其實也覺得很奇怪，你看我一個用藥的人，會

跟一個完全家庭正常的人在一起。」透過你我把自己這個陰影看清楚，「（國小開

始）那個時候爸爸就是常常回來，常常不回來，常常回來，常常不回來。」什麼

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我爸爸都可以不要我們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說小孩子應該監護權都是歸爸

爸。可我爸爸都不要我們了，結果全部都是我媽媽一個人，她自己把我們扶養長

大。」 

「我對家的形象，我到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覺得我媽媽對我的付出很多，只是

在當時，就好像我們做很多幫助人家的事情，可是如果我們嘴巴沒有修的話。等

於說你做的其實是功虧一簣。那我媽媽當時候就是這樣，對我們付出的愛很多，

可是她就會變成，常常會這樣罵罵罵，罵罵罵...」「那爸爸他不會罵我，因為我爸

爸算是一種見錢眼開的人你知道嗎？到現在我們家四個小孩子，只有我會給他

錢。」 

 

經過多年，內心的想法已是清晰，卻也因為這份清晰，讓人無從閃躲，曾經

我讓自己夠強壯，冷靜的將我對媽媽的信任感與依賴感拋至腦後，我一直有一種

被拉扯的感覺，與你不歇止的爭執。我多想靠近你，我的媽媽，但與你總是如坐

針氈，痛苦不堪。我問自己，我的需要是什麼？我想得到的又是什麼？我想要被

接納、被認同、被肯定，我想要請求你允許我成為我現在的樣子。你知道嗎？關

係中我發現，對於你情感的等候，大於悲傷，於是曖昧多重可能，讓我連結爸爸。 

「我媽媽一直耿耿於懷，像我那時候吸毒，邊吸毒也有邊賣毒品，也是賺自己，

賺蠻多錢的。那時候賺的錢我都沒有給我媽媽，我反而是給我爸爸，我媽媽那時

候就蠻不諒解的，因為我媽媽認為說，她付出的比我爸爸還多，為什麼今天我比

較孝順我爸爸。那時候在關的時候，我不知道那時候是我媽媽心理不正常，還是

說怎樣，她只要有看到我寫信跟她講說，以後我不會對我爸爸這樣子的時候，我

媽媽就比較能夠釋懷。（笑）。」 

那些來不及閃躲的哀傷，早已遺忘的事件，那被忘記的情感創傷到底是什麼？

在心底確確實實存在著，無名的悲傷總在黑暗裡浮出，我幾乎能看到你揪著心，

快要不能呼吸，秘密被別人看見了，該有多麼不堪。「那個時候（高中）我就很害

怕人家知道我的事情，那時候很幾乎十件有十一件事情，都跟我在一起的那男朋

友（前男友）講，跟我同學反而不是講那麼多就對了。」因為內心覺得很不堪的

緣故，那時候我總不能理解，為何我深愛的人何以傷害另一個我也深愛的人，這

是我生命歷程很大的困難，常常向後退，退到孩提時的困難，與父母這樣深的情

節，我害怕著，我與父母的關係都延伸出控制、殘暴、威嚇與陌生、不安。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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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對立，成為一條存在的界線，爸爸變成加害者，而媽媽變成一個受害者角

色，無法勇敢。我的內在分裂了，我感受到媽媽，她被逼到牆角，退縮在牆角的

隱形人，我的媽媽，她好可憐。 

我的童真，裡面有我哀傷的凝視。如果是你，會怎麼辦？我做了一個決定，

我想找回媽媽的位置，在心中尊重她，我保留了她的位置。可是沒有想到，我出

走了我的位置，成為一個拯救者。然後才發現，這樣我跟我母親，情感的流動實

在太困難，我和母親之間的情感，也產生了一個斷裂…每個人都應該回到屬於自

己的那個位置。 

「我覺得到今天為止，我覺得我會這樣做（用藥），我不會歸咎於我的家庭問題，

因為我的家庭問題就是，從小我爸爸，從小都不在我們身邊，我從小是我媽媽拉

拔長大的。我不會因為說是，我…我可以看得到我爸爸動手打我媽媽，我們家庭

的爭吵，跟我阿嬤那邊怎麼指責，罵我媽媽，我不會因為歸咎說是我的家庭這樣

子，今天現在我才會做這樣的行為。」 

 

（（（（九九九九））））虧欠之愛虧欠之愛虧欠之愛虧欠之愛 

 

走出法院那棟白色的日式建築，彎腰撿起濕漉漉的傘。那一剎那，聞到了梔子

花的香氣，它就成為我們的一部份，走後，雨又會飄散了，漫天的花瓣。但曾經

感受到的，就一直在心裡了。「我認識他（先生）的時候，還在假釋，他那時候乾

脆要我不要上班的時候，，他帶我去找觀護人報到，他班也不上了。觀護人要訪

談，他就在樓下等我，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到最後就感動我了吧。」 

 

有時候，是相信超越我們自己的某種東西，某種你無法感覺或觸碰到的，然

後成為信仰。而我的信仰是，在你眼裡，我不至於是一個沒有救的人。心中頓然

明白，充塞了被理解的暖意，你對我的愛是沒有界線的，在那傾洩的月光下，「（療

程）七天，他不知道給你吃什麼藥你知道嗎？打什麼針，我都不知道。我就覺得

昏昏沈沈的就對了。」我唯一清醒的相信，這是一種救贖之愛。「他說他可以改變

我，不要讓我去碰毒品（笑），他要帶我去戒毒就對了，他就寧可自己不上班，帶

我去什麼市立療養院戒毒。」 

 

一種對愛的渴求與恐懼。同時存在著，我渴望感受你莫大的愛，但同樣的我

也害怕，有一天，如果你看到我真實的樣貌，會不會不要我了。最深的傷害是什

麼？一切突然就這麼再清楚明白不過，我激動的久久不能釋懷，這幾年我一直未

能放下的東西，這樣一個不能解決的人生的痛，在這樣生活細微動作之處，我卻

感到生命備受煎熬，而被肢解。「（吃那個藥）沒有辦法思考，因為連下床有時候

都沒辦法，我不知道有發生什麼事情，我只記得我都躺在床上，我覺得好像是什

麼鎮定劑，也不會就是忽冷忽熱，也不會流鼻涕，可是你就覺得昏昏沈沈，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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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就對了。」 

 

於是，我從情感上生出了一種覺醒，在這樣非常平凡而常見的時刻，壓抑住的

情緒就在這個瞬間，恍然大悟，我有很深的愧疚與罪惡感。當我有所感時，這個

源頭在我與媽媽身上，那樣深深的辜負。「我不知道，我都有這種感覺，都有這種

想法，之前的時候，我那男朋友（前男友）讓我讀書的時候，我都認為說，人家

既然已經拿那麼多錢，就是說讓我去讀書，如果我功課不好，那也就算了，至少

我每天要去學校。」 

 

「他讓我去戒藥的時候，我心裡就想，喔忍過這幾天就算了，我出去的時候我一

定去打，因為我快受不了，整天都昏昏沈沈，那很難過，全身沒有力氣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他這些錢不見的要花在我身上，如果他拿回去給他媽媽不是很好，那

就認為說，我還有救，如果他都認為我沒救的話，那可能以後也不會再幫助我什

麼了吧。」 

我不想做一個無以回報的人，你知道嗎？我的媽媽，在我童年的時候、青少

年叛逆的時候、成人被關的時候，你一直在經歷什麼？她一個人在犧牲什麼？她

是為誰而這樣做的，是這樣在這種掙扎中活著，如果你知道。我只怕辜負，更大

的辜負，而我也只能辜負…與母親中間，存在了什麼？你怎堪我一直的辜負啊？

我覺得虧欠，深深的虧欠。媽媽你知道嗎？離開你後，我徹底崩潰，我揮霍究竟

是什麼？是媽媽努力賺取金錢，付出在我這邊，然後愛的徒勞。 

你讓我感覺自己非常卑鄙，就這樣，我拿走了你整個人生的情意，只因為在

我身後看顧我，是你珍視的責任，我就這樣無動於衷的剝削你的情感，不顧你的

感受。我也只能這樣想像你，這樣忍受這麼多不堪，然後抵達你的真實，好不容

易啊。我一直想在這段關係完成什麼？依靠著我要為媽媽做些什麼，犧牲些什麼

而活著，想要清償，償還我的不乖、我的叛逆、我的頂撞、我的無知…於是我們

彼此的情感，以無法理解的方式，相互虧欠也互相為難。「一個禮拜（上班），我

就可以領到差不多四萬塊，然後那時候一個禮拜就給我媽媽一萬塊，每個禮拜都

給她一萬塊」 

你的善意，讓我不用再為媽媽著想了，然後煩惱了。「那時候我說，每個禮拜

要給我媽媽一萬塊，他也要幫我付。」我是帶著對媽媽虧欠的愛這樣活著。但我

接受了你的好意，讓你承接我的負擔，但卻失去了歸屬感，無法平衡，我有種感

覺，媽媽好像不需要我了，我要何去何從，這才是最難的部分。…在家族中，屬

於你的，不屬於你的都在其中。 

「小時候我家離學校很近，我還作娃娃車。因為我就一直跟我媽媽吵，因為我媽

媽在餐廳裡面，給人家洗餐盤子啊，也讓我做娃娃車，另外繳錢，因為我還讀私

立學校，私立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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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怎麼也沒有辦法知道，我是怎麼想你的。對於進入每一個人生命

的更深情結，我每每都害怕，最後只能是一種辜負，或是一種更深的虧欠。我只

是不想你付出在我身上是不值得的，因為你無止盡的付出，這樣的方式。給予與

接受之間，有否達到平衡的一種方式？我是接受的那方，我也想要回報你，那無

以回報的給予令我心痛，你要我給予的，我給不起。我無法償還，還是只能辜負

你了，然後以另外一種方式離開你。「就出來（戒藥）的時候，還不一樣就馬上就

用，就覺得精神全部都回來了。」於是你一直以為，在當時，結婚前，我就把他

戒掉了。 

 

我應該要放棄才對，我知道，這與無盡的慾望不應該是無法分辨。我擁有了

最想要的愛，「我媽希望說，因為他（先生）就是說好像有那種氣質可以感染我，

讓我盡量不要這樣子。」為什麼仍耽溺在此，不肯離去。我覺得我有兩個人生，

我背棄了自己，去成為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地方創造出另一個自己，我仍然

感覺我是分裂的，對自我認同一直都有好深的挫折感。我做不到你希望我做的，

但是我知道自己生命的深處，是存在著達不到父母期待的傷痛。我走著自己的道

路，與你希望的如此不同，於是我們的關係產生了一個困境。「那時候基本上，都

很怕人家知道。怕我媽媽知道，怕我那時候要結婚我先生知道。」 

   當我的生命需要繼續行進下去，我能否為了你，然後放下我的堅持，或是不忍

自己繼續堅持的妥協？我做不做得到，對自己狠心？傷感的是，反過來，問我自

己，我能否真的做得到，對他人狠心？我可以做個自私卑鄙之人嗎？於是我在很

深的心裡這樣說著，請你接受我最底層的真實，請允許我現在做不到。以最深的

意義去愛一個人的陰影，你會知道那有多為難？之前，即使我信任你們會柔軟對

待，但後來，我最終無可避免地傷害了別人。「那這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人

太好命，就開始有錢，又開始作怪，又開始用了，人不能寵的（台語），一寵下去

的時候，又開始想東想西這樣子。」 

 

（（（（十十十十））））搞笑婚禮搞笑婚禮搞笑婚禮搞笑婚禮 

 

走在紅毯時，我思索的不是要換幾套漂亮禮服，要拼命的縮小腹，維持好體

態。然後笑臉迎迎的詢問客人，是否有賓主盡歡？沒錯，新娘子很忙碌，但我的

忙碌還不僅於此，多了那麼點刺激，「結婚請客喝喜酒的時候，我就化妝化一半，

化一化還要跑到旁邊廁所去打一下藥，然後還要出來裝正經沒事。（笑）我那個時

候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好誇張喔。」我沒想到，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竟然如

此詼諧有趣，我怎麼這麼搞笑。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覺察覺察覺察覺察－－－－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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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前進，又總是後退，在你看來是一直不斷的退行。每每覺得自己這次真

的走不過去了，除了身體的慾望渴求外，最難最難度過反倒是在精神層面上的考

驗，人的心到底是怎樣呢？要挖掘我身上藏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暴露著，瓦解我，

我在乎的東西，這樣重大生活現實層面的摧毀。「如果他（先生）知道我在用了，

婚姻也可能不保了。」只有以這樣情感的深度，犀利的指出我的與重要他人的互

動關係，然後得知我的衝擊，以及不得被捲入其中的痛苦，挑戰我的是長期的內

在精神與外在現實和平共處的壓力，這樣的迷惘，我也悵然所失。 

「恐懼很大啊，那這樣我的家人就會認為說，『我好像從頭到尾都一樣沒救了我好像從頭到尾都一樣沒救了我好像從頭到尾都一樣沒救了我好像從頭到尾都一樣沒救了』只

要如果說，我婚姻都還 ok 的情況之下，我媽媽就認為對我還是會有期望的，我現

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維持好我的婚姻，要不然我怕我媽就認為說，『這小這小這小這小

孩可能沒救了孩可能沒救了孩可能沒救了孩可能沒救了』 

 

    如果你對我，這個當事人的陷入海洛因裡無以復加，感到無能為力的情緒。 

我可以告訴你大可不必，正好相反，我如 KALI 女神踩在海洛因的迷幻虛假上面，

沾沾自喜這樣的邪惡真相，一起狂舞。我一次又一次與黑暗交手，覺醒。然後再

交手，再次覺醒。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那也是我的陰暗面，生命中的黑暗面。

他存在著，而我接納，相處很深，於是真實表達…毀滅然後重生，破壞然後覺醒。 

「我覺得其他人可能會有一些什麼原因啊，對於我來講，我沒有什麼障礙，沒有

什麼原因，所有的原因，所有的障礙，都是我自己。因為沒有人知道我來喝美沙

冬，也沒有人知道說我在用藥，偷用藥這東西，所有的障礙，所有的原因都是我

自己，要跟不要都是我自己，其實這…我自己知道，假如今天我不來喝美沙冬，

跑去偷用藥，也是因為我自己，我沒有因為別人的因素，誰誰誰…也就是我自己。」 

 

只有你自己深知如何往前只有你自己深知如何往前只有你自己深知如何往前只有你自己深知如何往前 

 

    我知道我自己是誰，不受任何人影響。不允許任何人侵犯我，當受到威脅，

我會將我口中的蛇吐出去，予以反擊。當我說出『我沒有了』『我沒有在用了』這

樣的隱喻「狼真的不會來了」，我送出的是美麗深沈的生命力量，寧靜關於女性的，

母性的。「（喝藥完五六點）會四處去逛一逛，要不然就是回我媽媽那邊，差不多

到十一二點我才回去，那我回去的時候，開高速公路的時候，已經都不會塞車了」

也許你得明白，這是我最堅定的信念，「那如果說我現在婚姻情況都 ok 了，像我

現在來喝美沙冬，我只要就是這樣持續來喝，到 ok 的時候，不用喝的時候，他們

也不會知道，就看我們自己怎麼做而已。」。但是如果你仔細看，這裡面有我無法

實現，內在最深層模糊的肆虐，而我痛轍自覺，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唯有對真

心想守護的家人，不想讓他們受傷，才會選擇說謊。 

 

「可是我又會覺得，這個謊話好像騙太久，也不想再騙，可是就變成說要怎麼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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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因為如果不繼續騙的話，我要

怎麼講，啊要怎麼來喝啊？我覺得我想不到有什麼方法，就只好繼續騙下去，一

個謊話騙眾人（語氣很低，沈默，無奈），大家相信你是真的去工作了，每天帶弟

弟這樣子，你知道嗎？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心裡面想其實並不然，不是這樣子。」 

 

    也許有一天，可以講開了，然後化成一地月光。「到現在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如果妳之前不要這樣子罵的話，很多情形可能就不一樣了。」我不知道未來還要

多久，依然要一個人來喝美沙冬，即使是這樣繼續騙著，我仍然感激，我在心裡

升起了一個深深的感恩。生命安排我媽媽是這個樣子，如果我媽媽不是這個樣子，

我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勇敢，於是有時候相信母親對我說那些負面的話，都是有原

因的…如果你知道有一種勇敢叫做原諒。 

「像我媽媽罵我的時候，我就跟她講說，媽那已經是以前的事情，你不要一直講

好不好。你一直講也沒有用，那已經是過去了，你要講的是現在跟以後，（笑）我

媽媽也會被我感染你知道嗎？（笑）因為你一直講以前，以前不可能改變啊，我

還跟我媽講說，不然你做那個小叮噹的時光機回到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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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虧－曉君的故事 

我願把傷寫在沙上，隨風而逝。 

 

（（（（一一一一））））    苦撐苦撐苦撐苦撐－－－－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我覺得什麼苦我自己一個人承擔。我覺得不需要就是拖到，就是第三者有沒有。」 

我沒有想過說出我的故事，你聽到會有多沈重，沈重到你不曉得怎麼下筆。

我對你揭露我真實的人生，你後來與文本凝視，不停。你對我說：「我讀懂你的生

命了嗎？我沒想到竟是為你，這樣蜿蜒著許多的敘事。」在愜意慢版的人生中，

我都習慣一個人靜默的受苦，我默默的承受生命所加諸我的一切，以及人之所以

加諸人的一切，喧嘩與難忍，我都吞了下來。但我說的，冷淡漠然的語句，概括

了無情，也許讓你感到無所適從。我想請求你，不要為我掉淚。我所受的內心之

苦超過平常的人，這一切，並不是我深願分享的緣故，而世事逼我竟得如此，百

般堅強。我開始說時，我仍無法將我想流出的眼淚傾瀉如下，一如我無法祝福自

己所有的磨難。我做不到，如果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傷害？  

 

「我覺得我以前很幼稚，很笨啦，很傻啦，真的很笨很傻，而且那都沒有感情的，

真的。自己吃到了虧，然後才來成長，我覺得代價太大了，真的啊，我付出很多

很多代價。真的，付出了，可是我不想說我女兒跟我一樣有沒有，吃虧了才來成

長，哪已經不及了，很痛很痛，可是我覺得想要忘記，我覺得很困難，因為真的

很大的傷害。」 

 

   我想找一個能知道我的困境的人，能夠溫柔凝視我的生命，聆聽我的內心， 

開了一朵生命時間之花，坐下來靜靜的與我一起再次感受，那一些我人生中的片

刻的時間，時時刻刻，我內心深處的聲音。我想讓我的每一個痛苦都開出一朵花。 

 

「這些我都不能夠跟我老公講，跟我阿姨講，我不敢講出口，（藏了）將近快 20

年，我原本打算這輩子可能不會講出來，因為每個人都有秘密，而且那都是最，

很大的傷害，真的。我只不過覺得說，可能是我父母親造成的。」 

 

防禦防禦防禦防禦 

    你不要靠近我，就站在那裡就好。我心裡想著你，但我的身體卻與你十分疏

離，我要完全的切斷了對你的感覺和感情。我有許多內在與外在的傷，以致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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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整個世界都失去了聯繫。請你寬諒我，我害怕自己受到傷害，被你傷害，我對

自己失去了信心和信任，也關掉了內在聯繫的門。這樣的我發展了一個很硬的外

殼來保護我自己，讓身上沾滿了刺，不會受傷。我的敏感成為與生俱來蘊含的智

慧，來提醒我每一次，我無數個感覺到受傷的地方，作為我的我一身盔甲，與堅

強意志。但它也許會有裂縫，有一天你得以從此進來，安穩我的傷口。 

 

「我，我好像一顆刺蝟，我對人家有一種防禦心，我防禦心很重，因為可能是我

以前，我被人家騙過，所以我會保護自己了，對家人也是一樣啦，我覺得兄弟姊

妹那又怎麼樣，只能說我已經看透了，他還是會笑你啊，恥笑你啊，還是自己身

邊存一點錢比較實際，親情那個都是騙人的啦，真的，其實這句話其實都不會去

說，我都知道，我都感受得到。」 

 

（（（（二二二二））））那些時光那些時光那些時光那些時光－－－－出社會了出社會了出社會了出社會了 

 

「不會（流淚），20 幾歲就不會掉眼淚了，出社會大概兩三年了，就比較不會掉眼

淚了，因為我覺得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掉眼淚，那是很幼稚的作法。」 

 

    你看不進我的心裡，沒有人可以瞭解那個時候的我最需要的是什麼？我的眼

淚流進我心裡很深很深的地方，我無所遮蔽的走向我的命運，剛好掉入那個轉折 

的細縫裡，沒有幸運，有人拯救我；沒有巧合，有人救我一把，我應該是非常勇

敢的吧，我把自己完全給了出去，「錢很好賺。可是收入比一般工作，還要高十倍

以上。」這是非常有力量的句子。我想闡述的是關於那些時光，那些心有所感，

我現在回想，我懂得那時，卻說不清楚的自己。「其實我並不後悔我曾經上過八大

行業，那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在外面一般工作是學不到的，我會就是如何去防，

我會比別人就是成長兩三倍，社會歷練，懂得察言觀色。」 

 

   當我一個人靜靜坐著的時候，你知道我內在的感覺是什麼？「因為我覺得我上

那種班，我身邊又沒有，那時候知心的朋友對不對，然後我總覺得每天就是上班

下班，我覺得很累，心理上的疲憊。」我用傷口去感知這個世界，我敏感的傷口

來了又去，我吞下了所有內在的感覺去取悅別人，學會了如何流露虛假的情意。「因

為我每天從下午，一直到早上四五點，甚至還要陪男人睡覺，我覺得很累。可是

我肝臟已經出問題了，喝酒喝過頭了。」 

 

    你哭著問我說，你怎麼走過那樣的時光，怎麼走過去的？「奶奶的親情的力

量（哽咽），走過那一段路，將近快十年。」那是直直的望進去，你感覺她真的有

關心你，奶奶的話語，溫柔的向善意的斜雨，恰好在屋簷前的風景。 

「有一次我跟奶奶講，我很累了，我不想再上這種班了，我奶奶知道我在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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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她都知道。那她會替我流眼淚，可是我爸媽並不會這麼做。（看見奶奶流淚）

心很痛。我覺得我奶奶好像是一個很，慈祥的媽媽，對，我在她身上就是得到父

母親的那個對我關心的不足，然後以及長輩的疼愛。」 

 

（（（（三三三三））））愛的意志愛的意志愛的意志愛的意志－－－－與媽媽與媽媽與媽媽與媽媽 

 

「我總覺得說，我媽媽只是在利用我而已，我已經被她利用這麼久，也夠了吧。」 

你很害怕命運沒有把你的父母放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你會發生什麼事？ 

對於未知，你一直有著隱隱的不安，你總是擔憂未來可能發生令人悲傷的意外。 

鎮日為了自己摯愛的人擔心，懼怕有一天不幸的事情降臨在他們身上，你最害怕

的就是和你所愛的人分離，分離使你感到非常的痛苦。 

    想要和家人緊緊的在一起，於是為了給你所愛的人安定、安穩、安全的愛，

你承接了他們的命運，接受了他們人生的責任，你的生命全部佔滿是你所愛的人，

為他們擔心。從中，你離開原本屬於自己的那個位置，父母變成小的，你變強大

了。即使是這樣，敏感易碎的你，終究還是因此受傷了。 

「其實我從大概 18 歲的時候，我就在八大行業上班了，我記得我第一個月賺大概

賺十多萬塊。我那時候要去上這樣的班，是因為我舅媽的關係，她在那種地方上

班。她跟我說：「要我很不會想，我媽媽就是生病了，然後家裡沒有錢，為什麼不

要就是，要去就是幫助他們。」  

 

    面對這樣的抉擇時，也許你會問我，有千萬種解決問題的方式，為什麼唯獨

要縱身在這樣的命運裡，要這樣義無反顧，不怕粉身碎骨。我生存的價值感，此

時成為一種光榮的展現，尊嚴和需要都失去了重要性，退為其次了。「因為家裡面

還需要我拿錢回去，我妹妹年紀還小，我兩個妹妹就是我靠賺八大去完成那高中

學業的。」 

    我所擔慮的，沈沈背負著，是比我自己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我與母親之間，

是怎樣的一個愛，值得我這般扭曲？因為我認為，也許證明愛的方式有千萬種 

，但是身為她的女兒，我對她的愛，只有這樣，她才一定可以感受得到，接受得

到。不是以冷靜的理智做決策，是我游移的感情：「把那個自尊，把面子踩在腳底

下，因為我那時候我媽媽開刀，家裡面真的很，就是錢，我那個時候負擔真的是

很重，一個月將近六，七萬塊，我只好把自尊心拋下，為家裡面付出，甘願。」 

 

「其實我上班第一個月，我爸爸就跟我拿十萬塊，說他要買車子，那是我的

皮肉錢耶！」我有一種哀傷未曾溢於言表，我感受到我在媽媽的子宮是冷的。在

你的子宮裡，那是唯一我與母親之間的靠近，我所能感受到深切的經驗，我不敢

忘記。你理所當然以你生命的養分滋養了我，但媽媽啊，我與你是心靈相通的，

我感知到你的埋怨，你怪我，你痛恨我，攫取了你愛的養分，那是你所需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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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我所需的，我畏縮著，委屈、卑微且充滿愧疚、罪惡感的經驗，生命中初

次的情感聯繫，我與你之間的共生關係。媽媽我感受不到你支持，給我的滋養。

我覺得在你潛意識裡，甚至想要毀掉我這個孩子。我這麼的看見痛的緣由。 

「我媽媽她會，叫我去上班，因為他們會認為說，哇，錢財這麼好賺，他們還知

道說，我要陪客人睡覺，他們也都知道。」親愛的媽媽，在你的子宮裡，我感受

不到你是愛我的，希望我這個生命，從我無以名狀的時候。我能做些什麼來安慰

你，我只能緊緊的與你相擁，陪你一起落淚，我說，是的，我理解我的媽媽。因

為擁有的愛已然太少，所以會覺得失去的愛更多，我知道只有這樣，以彼此瞭解

的方式才能找到對方。我與你之間，我與媽媽之間需要什麼樣的愛，這樣賴以的

生命底層情感需求。我只想要感受一次，僅僅一次就好，那比擁抱遙遠，卻比任

何話語都親近的距離，愛我好嗎愛我好嗎愛我好嗎愛我好嗎？？？？「我總是希望她跟我講說，叫我去找一份就是

工作，不要再上這種班，其實他們反而沒有這麼做。」 

 

（（（（四四四四））））無情的姿態無情的姿態無情的姿態無情的姿態－－－－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其實我覺得，以前我很傻你知道嗎？我之所以將近快十年的時間，也換來一場

空。」 

    她的眼睛是充滿哀傷的，為什麼她的眼睛這麼哀傷，因為裡面沒有住了任何

人，沒有人願意聆聽。我已經順從到卑微的程度，並且接受了這一切，我成為一

個受害者角色，即使被虐待剝削依然付出，因為如此而傷害了自己。我成為了家

人的奴隸，媽媽的、爸爸的、妹妹們的。他們怎能，如此與之相待？我能進入到

你們的內心，可為什麼我的努力卻無法進到你心底，所有的人都向我索討不屬於

我的東西，人性中最粗糙的對待「我有一次我跟她們發飆了，我，因為就是她們

笑我對不對，我就跟她們發飆了，我就是，（她們）靠我喝酒，陪男人。」人心中

沒有溫暖慰藉，這是真的。我的內心空洞的，缺憾的恐怖，一直無法理解這股深

刻的失落是來自哪裡，這樣的情緒連結過往經驗、從時間線的鋪成，到受孕時期

的情緒刻痕開始，我就特別難過悲傷。 

 

從父母眼中看自己從父母眼中看自己從父母眼中看自己從父母眼中看自己，，，，關係傷口太強關係傷口太強關係傷口太強關係傷口太強 

為什麼是我，不是我的妹妹們？「可是我覺得我這樣付出，你知道我爸爸媽

媽怎麼講嗎？他們說，她們（妹妹）是沒有必要去做那份工作，那其實我幹嘛這

麼傻，真的，我爸媽跟我拿走了將近一千萬。」在家庭裡，委屈自己在一個特殊

命運裡，為什麼不是她們，我憤怒著，而要如何支持，自己這樣特殊的命運？ 

 

（（（（五五五五））））缺口的找尋缺口的找尋缺口的找尋缺口的找尋－－－－伴侶伴侶伴侶伴侶 

 

「我們那時候在一起大概三個月，我們就結婚了，我覺得的太草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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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找這樣的人，可以帶走我的愛與傷，貼近彼此的生命，分享彼此的脆弱，

這樣彼此揭露的親密關係。如果生命的雨，多帶溫柔，可否出現，這樣一個明白

我的強壯，涵容我的脆弱之人。這裡，牽涉到的是我的內心，你也許可以看的更

深一些。「我還沒有結婚以前，其實我有一段很荒唐的過去，就是我已經進進出出

已經好幾次了。那時候是勒戒，然後出來就是戒治。」 

我想要去尋找隱藏的自己，也許是某一段過去我很難忘掉的回憶，因而 

壓抑很深長的悲傷寂寞，一直以來，我從不向外表達情感的需要，我是強壯的，

我不需要，對於愛，我習慣壓抑。如果你可以感知，會知道在我幽暗的心底，擺

著很深長的愛，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陪我找尋這隱藏的深愛。 

「其實我外婆還算蠻開放的，她總覺得說女孩子不一定要結婚，未婚生孩子其實

也沒有關係。18,19 歲，我出社會大概已經 20 多年，其實我也是看過很多形形色

色的人，那其實我覺得她講的是一半，可是我覺得女孩子錢賺這麼多，其實到頭

來還是會覺得很孤單寂寞，那種滋味其實我也是曾經體會過這樣子。」 

 

    我害怕會失去，無論如何你對我的愛，於此，我向你偽裝了。我隱藏真正的

自己，一個隱藏的痛苦，裡面有脆弱、恐懼、羞愧，毫無防備，毫無掩飾，從中

抵達生命的深處是，我有一個很深很深母親的痛。我沒有得到母親的愛，我更想

在你身上得到，愛的極深，不願放手。你說，別用那種心疼的眼神看我。我說，

這世上唯我懂你。因為傷痛，相似的讓我們幸福，得以感受我們情感羈絆如此之

深，「（他）痛，因為那時候腳會痛，他裡面就是有裝那個鐵，就是那個鐵，鋼釘，

就是骨釘，那時候是用抽煙的，那個東西比較好。」在你深情相望的裡面，我看

到我自己，想要用力的抓住你的手，想要與你緊密，然後自我消融；而我甚至願

意讓你把我吞沒。我和你之間，那融為一體緊密感，雖死尤生，痛苦與共，愛，

沒有界線。 

 

 

（（（（六六六六））））蒼茫的感受蒼茫的感受蒼茫的感受蒼茫的感受－－－－用藥用藥用藥用藥 

 

在我迷邃的眼光裡，我看到你理解的凝視，我看到你從你的心裡走出來， 

來到了一個好靠近我的地方。只有這樣蒼茫裡，我可以在不怎麼難過的極致裡，

有你在那方對我溫柔的守候。如果你問我，走在你我兩人如夢如風的道路痛不痛，

我會說，「痛」，仔細看你的手，他會提醒你遺忘的事，深短淺長的生命川流。 

你將香煙裡的菸絲抽出來，將海洛因粉末謹慎的放進裡面，於是我們長嘆了，

美麗的命運，不致卑微。後來，背向湖水的我們，在月光下，你含蓄內斂的將海

洛因粉末放進針筒，一支然後一支，我靜心思索你這樣併陳的用意。 

你為我注入神秘的深藍，我靜默無語，裡面放置了海洛因粉末和水，你仔細

推敲著我的深紅的脈絡，找尋我的血管插入進去,針筒回拉一下,血液抽出來與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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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一起，抽推之間，竟與你如此和諧。 

    是什麼樣的牽絆，讓我們緊緊相連，心靈相通。我細數每一個在你身上的傷

口，一個，兩個…我在心裡默數著，從手背血管開始，手臂、腳背、小腿、大腿、

鼠蹊部、脖子。血管沉下去了，我找不到，於是最後，我看到浮在皮膚的滿佈潰

爛，你只能注射皮膚了，上面揮之不去的陰影，我看到有多難受，我該想見，二

十年，你該有多痛。 

「那時候我跟我先生，我們是用抽煙的，後來經濟不好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就用

那個打血管的，其實我們已經沒有血管可以打了，因為我先生用的比我久，幾乎

都已經爛掉了，潰爛了，已經那個阻塞了，幾乎，就是找不到血管了，因為我先

生已經用將近快二十幾年了耶，我用大概一年多而已啦，前前後後加起來。」 

 

我不想瞭解真實，只想在這關係中逃避現實的粗糙，不想走在這充滿破碎的

道路上。內在的自己，和外在的自己是分裂的，我感到煩躁，整個身體都熱了起

來，為什麼要一直不斷的去面對越來越嚴苛的慾望，逼我離開。當你感覺我不可

理喻的同時，我也深深的為我自己變成這樣，覺得可憐。 

「這針打下去對不對？很茫，對，可是我還想要更茫，我打下去之後，過兩個小

時，我又開始打，其實已經沒有感覺了，因為你原本從一個小隻的毒蟲，你會變

成中隻跟大隻的，因你原本用5cc就有感覺了對不對，可是用後來你要到10cc，甚

至20cc，你會越來越重。」 

 

（（（（七七七七））））自責想自責想自責想自責想彌補彌補彌補彌補－－－－女兒女兒女兒女兒 

 

親愛的女兒，想把我對你的感情，像小王子把玫瑰放在玻璃罐裡仔細收藏， 

「我覺得小孩子是我生的，我就應該要好好的照顧跟栽培她。」然後踩著小徑上

滿地的豆莢與細碎落葉，循著這樣細微的空氣聲，一起出發去找白雪公主和七個

小矮人，當然還要去兒童樂園坐摩天輪和旋轉木馬，於是我深信，那些失去的，

遺憾的童年時光將被我召回。「我爸媽好像總認為整天關在家（台語），不能夠出

門，比如說什麼動物園，我們小時候，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出去玩，覺得都沒有耶。」 

那些被拒絕、被遺棄的記憶、那些被環境硬生生逼起，卻要努力收回的淚水，

看到你的笑臉時，突然湧現…感到一些微微幽幽的哀傷，但這個哀傷是正義的，

是幸福的。 

「可能是我小時候，我媽媽就是把我丟在家裡，親戚家，就是外婆家。我總覺得

說，我都是渴望，父愛母愛都是比較少，父母親都放在我妹妹身上，重心。我不

希望我以前童年過的那麼不快樂，放在我女兒身上。有個影子在，我會去彌補我

女兒，我希望她過的快樂一點，過的好一點啦。」 

 

（（（（八八八八））））冷漠的譴責他人冷漠的譴責他人冷漠的譴責他人冷漠的譴責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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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從你身上要什麼呢？我知道不是我要，別人就給得。也不是我想給，

別人就要了。我們沒有辦法去決定別人給我們什麼，能給到多少，我微微點頭，

我要的你給不起，你能不能放下自己一些東西，然後去犧牲一些什麼…但感情就

是如此。有時候這對夫妻，他們在販賣毒品，還是販賣槍枝對不對，可是我覺得

那是為了小孩子，可是我覺得我老公，他連做都不會去做。我的意思你知道嗎？

你懂嗎？我並不是說叫他一定要販賣槍枝，還是販賣...」 

 

    你的過份疏離，讓親近你的人都很痛苦。你的痛苦會傳染，而讓人感到負擔，

感覺到冷。面對你，有一個沉重的距離，你知道嗎？你的感情很深，相對的也有

很強的控制力。你想要的，我都做不到。我感覺到你的心充滿猶豫，有時候在深

夜，只是坐在幾乎不被察覺的角落望著我，冷冷的，然後那個冷冽的眼神，彷彿

我要把我看穿似的，那樣深不可測的寂寞啊！ 

「我先生講句難聽話，他已經活到快50歲了，他以前那麼風光，然後現在那麼的

那個落魄，他可能自己心理建設不夠好，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走不出那個陰

霾，走不出來，而且因為他腳受傷了，走路會一拐一拐的，叫他去做一份工作，

他會怕被人家笑。因為他臉，他頭會抬不起來，」 

    然而我就是只能這樣看著你，無話可說。我將我內心的伴侶，投射到外在真

實的你身上，於是我看到、愛上這個人。我要你以這樣的方式愛我，你要有穩定

工作的一個家，然後一個歸屬感，這樣的內心之家，成為內心的根。我們沒有辦

法要他人以任何一種形式愛我，如果這樣做，那麼愛遂變成一種條件下的付出。 

「我覺得他可能這輩子，我覺得他工作可能不會去。我是氣他為什麼你不去為了

我跟小孩子去找一份工作，對不對，不一定要說三四萬，兩萬塊也沒關係，可是

他做不下去。因為他會覺得說當兄弟，沒有辦法去工作。那種情境跟那個面子會

掛不住，還有就是他五十歲了，年紀，體力也有限了啦，做不到。」 

 

    我對你常常感到失望、於是內心就會有很脆弱的部分，很多複雜的情緒也就

會一起湧上來，在你的身上有一些我自己的壓抑或逃避。我這樣察覺到了我對你

的輕蔑與看輕，以那樣旁觀者這樣冷的姿態去譴責你，我與我的伴侶的困難，其

實都是自己的困難，我傷感的發現，我對你的指責，竟來是我對原生家庭的憤怒

與控訴，將心裡父母的樣貌，投射在你的身上了。我看到我自己的冷，這個冷裡

面有我非常陰霾與缺愛的童年。 

    愛原來是透過指向別人，最後通往自己的一條通路，我這樣清清楚楚的看見

外在世界每一個個體細微的動作，每一個細微的人心。因為過於敏感以及觀察得

太清楚，但是卻無法接納寬恕自己與別人的狀態…你總是遠離此刻。你知道嗎?我

在我們關係的陰影上，看到我如此憎厭的父母親。我在伴侶關係重覆了我與父母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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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這樣譴責我父親我也這樣譴責我父親我也這樣譴責我父親我也這樣譴責我父親… 

「我老父（台語），我爸那時候說要吃不去賺（台語），他總認為說他沒做沒有關

係，他岳母會拿錢給他對不對，有人付出，他怕什麼，去養成他這種個性好吃懶

做。」 

 

我也這樣譴責我母親我也這樣譴責我母親我也這樣譴責我母親我也這樣譴責我母親… 

「我媽媽每天她都在簽牌，簽牌簽很大，差不多簽大概三四百，有時候一千多，。

我是她女兒耶，她在我面前很大方的拿錢給人家，她不會覺得說很丟臉耶。」 

    

    我舉起這樣批判的手，指向我身邊的每一個人。我無意識的，不自覺的收回

我的熱情與愛，於是我反而與之冷漠以對，堅強的冰冷。也許你會對這樣批判父

母，無情的我，殘忍嚴苛的感到不以為然。但是如果你明白，我為什麼這麼做，

為受傷的感覺譴責別人。那是因為我自己也想冷酷的壓抑逃避我自己的陰影。當

被迫面對自己或對方各種陰影時，往往就更拼命的找對方缺點或弱點。 

「講一句難聽話，我覺得我媽媽很懶惰，她只會拿生病當藉口，不用做，等簽牌

而已。我覺得說我媽媽真的，懶女人，好吃懶做啦，只不過娘家有點錢而已，現

在靠山已經死掉了啦，她現在反而沒後山（台語），要靠自己了啦，他爸媽已經死

掉了，已經沒有靠山，就靠他自己了。我覺得作人家媳婦，是不是要拖地洗碗對

不對，都沒有耶。」 

     

    往往看別人的時候很清晰，知曉別人無法說出口的內在思緒。然而有時候卻

看不清楚自己的心，被這些人性莫名的傷害，卻無法避開其中。為什麼我這般的

冷，這麼深的觸動你，我想想出那個連結。我看到我媽媽也是這麼冷的看著我，

我有一個很冷的母親。我看到小時後的自己畏縮在房間黑暗的一角，這樣寂寞的

自己在等待媽媽回應一個仁慈的眼神，叫我到溫暖的鵝黃燈飯桌吃飯。 

「我小時候到大，我衣服都不是我媽媽買給我，都是我阿姨，我奶奶。一直從出

生到大概十八歲的時候，都是我阿嬷。我媽媽不會拿錢給我。我總覺得好奇怪，

那時候我媽媽怎麼對我，好像不會問我，妳會不會餓啊？從小媽媽就對妹妹比較

好，後來我好像是外人，是孤兒你知道嗎？被人家排斥起來。」 

   從根源真正去看自己的匱乏，小時候的心裡是這樣想著，最害怕的不是自己的

死亡，最害怕的父母的心拋棄自己。我想要一個熱情可以依賴的媽媽，可以安撫

被黑暗吞噬的我的童年。於是我不自覺得把媽媽的樣子放在心裡，將自己防禦起

來，冷才是保護自己的方法，這樣就不會被媽媽的冷刺傷了。 

 

（（（（九九九九））））我忌妒妹妹的人生我忌妒妹妹的人生我忌妒妹妹的人生我忌妒妹妹的人生 

 

「為什麼我妹妹沒有走上這行，為什麼我會走入這行業？我會覺得說，我媽媽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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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會對我這麼狠啊？一般來說媽媽是不是應該會說，你不要做，妳收手好不好？

可是她都沒有，沒有這麼做耶，還把我得錢騙光光，還去偷領光光。」 

    家庭，是我們最早學會忌妒的地方，我是老大，但父母對我的愛，卻被我的

妹妹搶走，我忌妒我妹妹擁有的東西，父母的目光都在她身上。我是一個不夠好，

不值得愛的孩子，什麼時候父母也可以看看我，這樣內心真正的渴望，一直在我

往後的關係煎熬著掙扎著，愛恨糾葛且激烈非常的。我想要愛，我沒有被愛，我

需要你的愛。好好的看自己，即使是索取愛這樣的方式。為什麼你終究無法內心

真實的吐露？我說不出口，我怎麼樣都無法真實的表達自己的需求。碰觸到自己

內在最堅硬的部分，是有關於正義的。 

 

「我講不出來，因為她是我妹妹，我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是她小孩，為什麼

她對我妹妹那麼好，為什麼就是對我待遇差那麼多，其實我覺得我也是有不平衡

的時候，對不對？可是我講不出來（台語），因為她是我媽媽，而且她是我妹妹。」 

 

    這樣的情感經驗有多困難，你知道嗎?「可是我從我爸媽身上，我得不到一些

關愛，跟那個關心。」你是一個在父母溫暖關愛長大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真誠的

表達自己而不感到困難。你可以跟父母說，「請你們愛我」。但是我沒有你這般的

自在與充滿信心，我並不相信我父母是愛我的。我相信他們的話，而失去自信而

沒安全感。我渴望愛，但更害怕受傷，不信任別人對我的愛，如同我也不信任自

己的愛，我常常懷疑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與價值，我無法確定自己的存在，失去對

存在的信任感，我好羨慕你，我的妹妹，為什麼你可以理所當然的活著。 

「其實我覺得我媽媽不應該就是叫我幫她，不應該拿錢給我，就是叫我幫我妹妹

買便當買那麵對不對，我也是人，我也是會吃醋對不對（激動）。」 

    如果你像我一樣，有著被父母傷害的背景。你會理解我無法展開一個自我的

敘述，可以以一個讓自己在情感上，覺得自在的方式發展關係。我只能沉默，一

切非常沈默的接受。深信如此做得以保護自己的生存，為了讓我不會受傷，將妹

妹對媽媽表達愛的需求看作是非常幼稚的做法。 

    敏感的察知對方感受，善於接受他人最隱晦的情感反應。卻又不敢表達內心

的需要，「親愛的父母，我不是別人，我是你們的孩子，我需要妳們的愛。」於是

從小就會隱藏自己，很難在別人面前，表達自己真實的情緒。於是比起互相交鋒，

謾罵仇恨的話語，內心隱而不宣，這就是我和我母親相處的模式，在自我保護機

制下，選擇刻意迴避與難以啟齒，不用多說的迂迴策略，這樣幽微的自我指涉，

在這說與不說之間，進退維谷。 

「你知道她（媽媽）怎麼講嗎？她說，『因仔是吃垃圾長大的（台語）』，就是說垃

圾吃，垃圾大，就說以前小孩子都這樣過來的。」 

於是要表達愛是多麼的艱難，我分辨不清楚對你的感覺，還是有更深的情感…

而今我現在對你們都感到羞愧，一種羞恥感油然而生，我怎麼會有這種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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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你擺出嫌惡的表情，不是覺得你們怎樣，而是被你們這樣對待的自己而感到

噁心，我對妳們有深深的怨恨。本來不應該是敬與愛，為什麼與家人相處是最最

困難的一件事，竟得如此憂傷? 

「其實我們家已經變成說，大家各過各的生活，誰也不會去管誰，即使碰到裝作

不認識啊，可能是我現在走下坡了，他們看不起我了，我們家是向錢看齊。」 

 

（（（（十十十十））））走不出童年的陰霾走不出童年的陰霾走不出童年的陰霾走不出童年的陰霾 

 

生命就是關係，每一種關係都像是和父母的關係，金錢的問題也是。因為父

母沒有給你足夠的愛，於是你想證明給他們看，你是值得的。你說，人的心最深

沉，是隱藏在對金錢的操控慾望裡。 

    「我爸爸媽媽就是說，錢多就會笑。錢多是個樣子，錢少是個樣子，我爸爸

媽媽可能是窮怕了，他們錢又看的很重。」看著你們的家庭，父母對你一生目前

為止造成的影響，回想自己和父母親相處正負情感印象…愛的渴求、愛的匱乏感

怎麼會跟金錢混在一起。於是你的關係一直在不穩定的狀態，一直很沒安全感。 

 

在生命裡與他人深度的涉入關係中，交雜著金錢、情感、權力這樣複雜的深

度關係之事件與感受。還債、討債情緒深藏在無意識中，為什麼給予你這麼多金

錢了，你仍然無法只是把我當女兒對待，「我媽媽一直錢錢叫（台語），很愛錢，

我媽媽死愛錢。」我只感受被你情感的勒索。在關係基礎已然薄弱的狀態下，還

要經歷金錢的操控。因金錢而嚴重受傷，那有多難堪、多難受啊，這麼脆弱的人

心。「假設說，我今天我一個月十萬塊以上，他們對我講話就會不一樣，可是我覺

得這樣子好虛偽。」 

  一直以來，每一件事情發生，每一個當下，選擇不表達自己的需要，都在堆

積說不出口，長期累積這種沒有說出的話，沒有表達的情感，沒有完成的情緒，

是不是無法輕易理解。心裡很多話語，卻不敢說出口，「我媽媽她又不疼我，我說

的出來嗎？（台語），我說不出來（台語），人家只會笑我而已，我說不出來（台

語）」童年過去的問題正在深深困擾著自己，我真的是一個人長大的，感受不到爸

爸的愛，感受不到媽媽的愛。很小的時候，我就不願意求人，也不相信人。人生

的安慰，多半不靠外求，多半來自自己的堅強。還是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各

種意想不到的東西刺傷…習慣活在別人眼光裡，其實非常脆弱。 

 

我讓左手拇指與無名指彼此觸碰著，碰不到彼此，沒有感覺，也感受不到力

量。你說，那是因為小時後經歷了巨大的傷害和痛苦。當我面對心裡與父母的關

係，回想過去童年的那些片刻，我仍不免感到心痛。「小時後不是打，不是打就是

罵對不對，我常常罰跪耶，跪在佛堂裡面，就是跪在佛堂裡面，我還跪過算盤耶，

很悽慘喔。事隔那麼久，我爸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道歉都沒有。我爸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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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會罵罵，罵死了，罵已經習慣了，可是我覺得我很累了，小孩子出生，她還

當我女兒面前這樣罵我。」 

     

    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味道，是那一股腦兒的檀香味，好濃好重的記憶撲鼻而來。 

「我記得我小時候，是被那個煙燻的，燻到就是眼睛快張不開了，那個檀香。爸

爸媽媽很信佛，像我以前學壞的時候，他會去問神明啦！」已經無法把過去的傷

痛連根拔起，只能輕輕撫平，這樣子與父母漸行漸遠，漸無情，那真是巨大的哀

傷。「我印象中，有一次我爸媽叫我去神明那邊，叫那個乩童有沒有，就是綁的，

黃色帶子頭。我爸爸叫我用手伸出來，就是拿一些法寶有沒有，很多什麼鈴子，

往我手上放著這樣打。」 

 

創傷創傷創傷創傷 

 

    即使你這樣看，我不願意真正面對生命，與自我對話，於是覺得所有發生的

一切，都是別人帶來的。如果你願意深刻的去理解，我何以這樣活過來？那些發

生的事，內心深處的無歸屬感，回頭太難。「其實傷害造成，我覺得做不到耶，做

不到（原諒）。」童年的傷痕充分的被揭露，我感到被父母傷害了，我覺得受傷了。

傷痕會累積傷痕，會累積痛苦，這樣互相餵養的關係，心中有個受傷的巨人，大

到讓你無法忍受。「可是我跟我奶奶講一句話，換做是你，被人家關三四年，你有

什麼感想勒？我不是犯人耶，而且出門，我妹妹還要跟在我旁邊耶，我被人家關

兩年之後，他們才肯讓我妹妹跟我出門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妹妹跟我爸媽求情你

知道嗎？...你知不知道，那種感覺？」 

原以為我的創傷是，這些年經歷的深度所造成的，到頭來才知道，這個創傷在

我生命中早就出現了，當你凝視這樣的生命，你怎麼可能不隱隱作痛？這樣童年

原生家庭的傷害，而這個殺傷力的力度，卻是來自我的父母。怎麼可以遇到那麼

多難忍的事情？「其實還是有個陰影在，其實我以前，那就是青春期，我那時候

就是很叛逆，蹺家，蹺課樣樣來，我被我爸媽關起來將近快兩年。我曾經想過說

要自殺，你知道嗎？」 

於是這樣我無法面對父母對我造成的傷害，直到現在，我的內心仍然帶著這

些傷痛。我沒有辦法可以忽視這樣的傷痛，我覺得你愧對我們之間情感，因為這

樣，我終究不可能逃過每一件事，我成為一個，無法原諒父母親對自己造成傷害

的人。「我那時候很恨我爸媽，他幹嘛就是要這樣子對待我，其實我做錯，其實我

並沒有說我對你知道嗎？…可是我覺得她教育方式不對，她應該跟我溝通才對，

可是她用這種方式對待我，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忘不了那段過去…其實我到現在我

還是恨我爸爸媽媽。」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因為吃過虧因為吃過虧因為吃過虧因為吃過虧，，，，讓我更好強讓我更好強讓我更好強讓我更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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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聲音充滿時間你的聲音充滿時間你的聲音充滿時間你的聲音充滿時間 

你有很深的傷口，和悲傷有關。你總忍不住想痛哭，可是沒有任何理由…為

什麼我擁有一對控制我的父母？我恨他們，好恨好很他們，但也是這麼渴望與他

們親密。我深愛你們，卻又如此憎恨你們。「其實那陰影到現在，其實我還記得，

我沒辦法忘記。因為我覺得我父母親為什麼要把我關起來？」。於是成為一個施暴

與受害者的關係，只有以這樣深層的形式結合，你都無法與我分離。 

感覺和感受，一直都會讓人處於很幽微的脈絡裡，交錯的是彼此認知與訊息

揀選而以。我是這麼對於母親愛的渴望，卻又痛恨母親從不給予愛，還有對自己

本身的壓抑。呼應這樣的情感，我走了一條崎嶇的路，  

「我奶奶最疼我，我老父老母不疼我，疼我妹妹，從我阿姨跟我奶奶身上我得到

愛，可是從我父母親身上，我感受不到什麼是愛，什麼是親情？我那時候 17 歲的

時候，我就有前科在了，那要怪誰？去怪我媽，因為我如果沒有跑掉，我是不是

還會被他們關起來，對不對，關多久，其實我不知道？」 

 

逃跑逃跑逃跑逃跑 

    我坐在火車裡，看著玻璃窗外從水泥牌樓到綠油的稻田與整齊的檳榔樹，我

不知道要到哪裡，就在這站下車吧。「身上都沒有帶錢，穿廟裡面的脫鞋有沒有，

一個人去花蓮，其實我沒有去過，人生地不熟的，我穿脫鞋，穿得很邋遢。」然

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這些記憶像經過的風景一樣，一幕幕在我眼前閃過，「一

個山地人，他把我騙走，騙到他的地方，然後把我強暴了，給我一千塊叫我走。…

其實，我印象中他也是有老婆的，早上的時候他老婆把我打一巴掌。」我都想起

來了那些模糊難辯的面孔。「他老闆矮矮胖胖的，把我帶去賓館，然後也是做一

樣的事情。我記得我跟他發生關係，他給我大概五千塊，跟我說，小女孩，這五

千塊給妳，看妳要回家還是要去奮鬥，對你有幫助。」 

 

   我能夠說給你聽的，關於一個故事，一個經驗和一個生命，我真的可以說的那

部分，而你是不是真的能感懷他人？「我去那邊應徵到一間酒家，叫○○大酒家，

他也沒有看我身份證喔，他問我幾歲？我說，我剛滿十八歲，我騙他的。」 

如果你問我，何以我要這麼做？我是以情感來辨別基本良心，對生命的經歷以一

種個人感情的方式，如果生命中沒有一份堅定的支持與關心的關愛做後盾。 那麼

在齷齪的真實人性考驗下，怎樣做都沒有差，因為我無法接受生命此刻的狀態，

內心確實受到很大的傷害。「我記得上班第一天的時候，就被客人包起來了，那個

客人叫做○○○，我為什麼會對他印象那麼深刻嗎？他就跟媽咪說，要買我就是三

天，一天大概三萬塊，我們就去新竹那邊過夜，然後在汽車旅館的時候…就被警

察查獲到了，臨檢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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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情發生很大條耶，因為我是未成年，我媽媽就很害怕說要請律師，我家

人跟對方拿多少錢你知道嗎？拿五十萬，和解。律師費大概花，一庭三萬塊對不

對，花六萬，我爸媽還賺了 44 萬。」 直到這時候，你也沒有辦法想像為何我執

意不掉眼淚。我所擁有的生命經驗，被壓抑的真實情感，該有多難。好想好想不

要傷害自己，也不會造成別人困擾的走下去。「其實我以前每天流耶，可能是已

經流乾了啦，習慣了，我覺得我哭沒有用耶，因為，不能夠去解決問題吧，大概

二十幾歲的時候吧（不會流眼淚了）。我出社會以後，其實我看到那麼多事情，已

經學會很堅強了啦，對啊，一般人是不是會哭，可是我…」 

     

心中的傷口接二連三被命運給挖了出來。我希望可以擁有這麼讓他人易於理解的

生命，不讓自己為難，也不讓他人為難。只是我親愛的父母，我的，能否得到你

們細緻的安撫？如果你知道你的女兒正在遭逢什麼？我與父母，只有內心的溝

通，沒有語言的溝通，我就這麼的，接受了。 

「從哪一次之後，他們眼睛就發亮了。他們甚至還沒問我說，妳這幾天過的好不

好？怎麼樣？其實這件事情，我都沒有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我奶奶，我奶奶只會

擔心我，我有沒有吃飯？有沒有安全啊，我爸媽只會責怪我阿嬷說，你是怎麼顧

的，顧到讓她跑掉。」 

 

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我跟那個社工說，我不想回去，因為我媽媽她會給我關起來，她說，『不會，放

心。』，可是我覺得她騙我，那件事情結束之後對不對，我還是被關了將近一年多

耶。」 

 

我聽你說著，說著，真的好委屈好委屈....是不管走到哪裡，想起來都覺得心

好酸好酸，我的影子拖的好長，那時的你該有多孤單。因為我知道，這是你的心

境，你的感受。我沒有要你堅強或釋懷，我只是希望你仔細的看著他，這樣一個

生命的特別情境，然後再試著去分解，即使那要再碎一次「我也不願意去想，因

為那很痛，其實現在我傷口還在，其實你要（我）去原諒，可是我做不到，真的，

因為那麼大的傷口，我做不到。」 

 

秘密秘密秘密秘密 

 

我的一個秘密連著一個秘密，有如秘密之井，我有很多的害怕，像大海那麼

多的害怕。而秘密也像大海一樣，沒有辦法被察覺…我就這樣看著你痛苦、哭泣、

傷心、難過然後堅強，我相信你必定是經歷了我們無法想像地煎熬。讀著你的心

事，描述那些加諸於你的精神傷害過程…. 

「那時候我舅舅（台語）我姨丈，我印象中他的房間有很多那種A片跟那個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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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種男孩子的陰莖啊，我那時候才大概十二，三歲而已，我就很好奇拿起來

看，我姨丈是不是應該要說，這是小孩子不能看？他沒有阻止我，他就是用手有

沒有，摸我胸部，然後他抓著我的手，去摸他的下體。我那時候不懂，我會覺得

很奇怪，為什麼男孩子會有那一支，而且會有這麼多毛。」 

我想談談尚未透露的事，關於我。我的心很深，深不見底，因為我是這麼深

刻去感覺隱藏的痛苦，赤裸的活剝自己這麼內在的部分。太痛太痛了，怎能忍受

痛？去一層一層的逼視自己，這樣的你該有多難受。「我記得我在那之前還有，

還有一件事更嚴重。」回想那些太過難解的可怕事情，那些事情似乎都存在著，

影響生活。 

「他說你不能跟任何人講喔…那個人叫做○○，因為其實我那時候一個人，我沒有

講話的對象對不對，我應該叫他哥哥，他都從高雄上來，那時候他強暴我，幾乎

一個禮拜，有大概四天至五天，其實我真的很笨，我不知道那是在幹嘛的，整整

大概一年多。」 

  

我對我的父母有很深的憤怒，我氣他們沒有好好的保護我… 

「因為我在蘆洲，我真的很無聊。有時候我身上沒有錢，我會跟我奶奶要個二三

十塊，我自己一個人，騎腳踏車去基隆玩，因為我沒有朋友，真的呀，所以說我

的童年過的蠻悽慘了啦，真的。要怪誰，要怪爸媽對不對？我覺得他們把我生下

來，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照顧跟教育我對不對，他們都沒有這麼做。」 

    我覺得那是那麼重要的東西，「（我的）價值觀，那個貞操的觀念。」我氣他

們沒能讓我信任他們，我氣他們給了我這樣的悽慘人生。 

「你怎麼可以欺負我這個小孩子勒，其實我很氣說我爸媽把我丟在蘆洲，我會發

生這麼多的事情，是要怪誰，要怪誰呢？我媽媽從來沒有跟我講說什麼是MC，女

孩子幾歲的時候會開始有胸部，這是男孩子的陰莖，性器官，她都沒跟我講，講

一句難聽話，亞當跟夏娃吃禁果，她都沒有跟我講，真的，我都不知道。」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她的眼睛位置，彷彿在說一個不屬於她的故事。到底最痛的記憶是什麼？「忘

記喔，其實不可能忘記，我就只有放在心裡，放的很久，因為我覺得，我不想去

想，因為我覺得痛。」如果你這樣問我，最無法承受的是什麼？「因為我覺得事

隔那麼久，他連一句，道歉都沒有…我覺得他應該跟我說，以前他還年輕不懂事，

他會為他所做的行為跟我道歉。傷害已經造成，要彌補，不好彌補啊。」 

  

    非常痛，但是還是想起了，那曾經痛到無法承受的…「我那時候不懂，什麼

是避孕，我不懂，我還因此…以前蹺家啦，就是孩子拿掉好幾個，我阿姨會擔心

說怕我懷孕。因為以前年輕不懂事，小孩子拿掉好幾個，我爸媽覺得不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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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傷難當，當我去拯救了我的母親，我的家庭。可是關於自身，沒有人拯救我，

沒有人保護我… 

「我希望我女兒過的比我好，以後我會跟她講說什麼是月經，女孩子為什麼會有

胸部，她才不會害怕，你交了男朋友之後，一定要戴，保護自己，貞操很重要的，

你不要隨便，要不然你很容易吃虧，因為你不是男孩子，我爸媽這些都沒有跟我

講過，我也是吃過很多次虧，所以我才變的刺蝟，刺蝟保護自己。」 

 

   於是我除了憎恨，我仍然無法寬恕我的父母，無法停止憎恨他們。這樣的恨意

深植心中。「被人家強暴跟從事性工作，那是兩碼事，從事性工作，那是心甘情願，

你收錢，就是買賣。可是強暴跟買賣，那是不一樣的感覺，買賣不會有任何的傷

害，可是強暴，會，真的會有。」如果我的父母能夠保護我，讓我免於受到傷害，

不會吃虧…『如果』，世界最傷感的字詞。我也不至於要到這樣的處境，逼自己堅

強然後才學會保護我自己。「我會走上八大這條路，其實就是怪我，我以前過得很

坎坷啦。然後我被人強暴，其實我不知道那是在幹嘛，我只覺得很好玩，好像玩

伴家家酒一樣。」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寬恕自己寬恕自己寬恕自己寬恕自己                   

                                                      

    我絕對不要像我母親一樣，成為像她這樣的人：「因為我媽媽走路就是靠輔助

器…因為我媽媽就是沒有朋友，也不會出門。」她一直表現她是弱者的樣子，自

怨自艾、自艾自憐。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受害者，很慘很無辜，她殘障了她自己。

「我覺得說她（媽媽）並不適合結婚啦，我沒有看過一個女孩子，這麼的懶惰以

及髒，...而且我跟你講，她又有癌症，我很怕小孩子會傳染到，這是第一點。第二

點她都不會去買菜跟煮飯，家事啦。」 

 

   不能愛自己的母親，就等於不能愛自己生命的源頭，那是一種生命之愛的斷裂。 

我想利用這樣『現世報』這樣的話語，圍出一個靜止不動的空間，讓我和你，你

之於我，我之於你的，以及我們的意義都能得到安頓，或許我失去的東西就能全

部找回來。「人都有，真的現世報…只能說我爸媽以後真的會很悽慘啦，因為沒有

公平啦，待遇差太多了啦，我覺得她並沒有改變，還是一樣我行我素，她以後她

自己造的孽，她自己就要去承認。」 

 

    我們都知道自己的難受，卻不知道對方有多難受。「我媽媽從小就是那個走路

就是不太方便，她腳很奇怪就是說長短啦，腳指頭嚜，走路會比較...」不論他外表

如何多刺，請相信他內在的柔軟與脆弱，你的內心只有感受你自己受苦，有時候

痛苦比真實更容易接受。你的心願意離開那個苦嗎？你的痛苦會給你力量指引

你，承擔過程中發生的所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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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了媽媽的痛苦我感受了媽媽的痛苦我感受了媽媽的痛苦我感受了媽媽的痛苦 

    當你看著一個人時，你可以從他對你不好，或對你說些負面話語中，看到他

心中的痛苦，發現在某時某地他曾受過傷害，你會看到他們的創傷。「那時候我媽

媽生病了，其實那時候我第一個人，我去跟我外婆講，因為她跟我最親。其實我

想過說跟我媽媽講，可是那時候她做化療，因為那已經很痛苦了，我不想...」 

    你與母親的命運相互遭逢，感情更強。從最深層的生命意義，父母沒有解決

的問題，延續成為孩子生命的根。從家庭結構來看，你無意識的在拯救父母的關

係。我爸爸以前外面也是有女孩子啊，被我親眼看到…那時候就是我媽媽生病的

時候？她要去做化療住院，有女孩子打電話來我家…我就跟我阿嬷講，我說，阿

嬤阿嬤，爸爸外面（台語）有女人耶，（有）女生打來說要找爸爸。也許一定要看

到對方比我們難受，我們才會好過些…我媽媽肚子開了一個這麼大的洞，洞大概

這麼大耶，晚上她都要灌腸。已經頭髮都掉光光了，腳非常的瘦，瘦到好像鳥的

腳（台語），我媽媽做化療很痛苦。 

 

我理解了爸爸的無怨無悔我理解了爸爸的無怨無悔我理解了爸爸的無怨無悔我理解了爸爸的無怨無悔 

「我會站在我爸爸的立場上。她（媽媽）這邊（腹部）開了一個洞對不對，我爸

爸每天就是要幫我媽媽灌腸有沒有，糞便。一個大概透明的，灌腸就是用水有沒

有，就灌進去，灌了大概半個小時，他都用一個毛毯把它蓋住，然後糞便，水往

下滴。灌好的時候，我爸爸就要把糞便拿去丟掉，這種男孩子，我問你有幾個可

以做到這種程度？應該是我媽媽自己要弄的，因為那很噁心，是你自己的排泄物。」 

能不能我們接受父母原來的樣子，謝謝父母的受困讓我看見，然後在心裡敬重他

們，那個人，無不美好，無不善良…「其實我覺得可能是我上輩子修的不夠好，

所以才會投胎投到我爸媽這邊，我會這麼想，這樣子比較恩...好受一點。」 

    

   我的最大的苦難來源，是我的父母並不接受我的樣子，我希望爸爸媽媽能夠接

受我的樣子，能夠愛我這樣的樣子，這樣的本質，最真實的樣貌。「我那時候學壞

了，我只是覺得很好奇，其實我本性不壞，我會去模仿人家，吹角度，還是就是

衣服啊…」生命最大的痛就是否定自己的存在，你與父母的關係的內在經驗讓你

隱隱作痛，他們沒有接納你的樣子，他們沒有滿足你基本的感情…但你知道嗎？

後來就並非是爸爸媽媽造成你的痛苦，而是你自己。去從信念、傷口、情緒去看

見真實的面貌，要不然你只看見自己內在受傷的那一面，渴望愛、渴望被關注，

卻又無法寬恕不被父母接受的自己，你要去接納自己最基本的感情，我們要去尊

敬自己及愛自己，…穿越關係，會看見一切，於是回去其實是為了離開。 

「其實我本性，我比較愛玩有沒有，我媽媽並不知道，那時候認為說，我已經無

可救藥了，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會那麼坎坷，我爸媽要負一半的責任，其實還

有我自己。我不該以前那麼的叛逆，我錯我也勇於認錯，我不會去硬凹有沒有，

我不會把責任全部怪在別人的身上，我自己也是要檢討。」（BIV-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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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現在的自己，能不能相信即使被傷害了也沒有關係，因為你可以保護自己

了，如果我們小時錯過了父母的愛，是不是可以練習自己給自己…「我覺得她（母

親）還不夠勇敢你知道嗎？她也沒有就是說去看醫生，然後去做復健，一直這樣

過一輩子啊」 

    

   想像你就站在你的母親對面，然後一步步走到她面前，然後去抱著她。然後在

心裡，告訴自己說，媽媽你這樣做很壞，但我接受，你給我的一切，因為你是我

的媽媽。我的生命來自於你，我透過你擁有生命，我可以寬恕你，因為你是我的

媽媽，但我無法原諒你對我所做的，你仍為你這樣的行為負起責任，但是我會學

習放下心中對你的譴責，然後敬重你所受的苦。 

「我也曾跟她講說，你要動啦，你不去動（台語），誰也幫不了你，一定要去慢慢

走，先走十步，她不要耶，她會怕。腳是你的，我們沒辦法幫你對不對，我也跟

她講過說，『你要不要去看醫生，然後去做復健』，她說不要，她會怕。我覺得她

自己心裡面永遠跨不出哪一步啦。」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與自己的母親和解，這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樣做，

才能了解我們生命中產生的包容。或許從這樣真誠對待彼此開始，這終究也是一

個溫暖的故事…「我有跟她講說，要不然去菜市場，我陪你去（台語），她說不要

不要，比如說，輪椅我幫她推，她也不要，她不要喔。」 

 

終曲終曲終曲終曲 

   我為你獻上一朵白玫瑰，為你那無辜懷養的胎兒；獻上一朵紅玫瑰，為你那失

落十年嬌豔如花的年華，還有最後一朵粉紅玫瑰，為你那沒有得到父母關愛的童

年，希望你暖暖的，就過去了…愛與苦難都是存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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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戒－麗玲的故事 

心靈的盡頭是身體，而身體的盡頭是心靈  -Pual val 

「我希望你這個故事讓很多人看，會有戒心，會讓很多人有戒心這樣子。」 

 

（（（（一一一一））））我又出事了我又出事了我又出事了我又出事了 

             

  我一個人在夜裡發抖，在暗巷裡顫抖著，手握著手機，我記得它的表情是慘

白的冒冷汗了。在黑夜唯獨它持續發著光，那是我當時唯一依靠的微光，我按了

你的號碼。我跟你說：「我又出事了」 

身為我的朋友你著急說：「為什麼又會這樣子了？」 

我一直在啜泣，用很小聲的聲音回答，小到只有我自己聽得到說：「連我自己也不

曉得為什麼會用上這樣子。」 

                                                                                                                             

親愛的妹妹，我想聽你的聲音 

  親愛的妹妹，我想聽見你的聲音，好安撫我當下受到驚嚇的情緒，我很無助。 

你說：「我們也沒辦法幫你啊。」 

我知道，我了解你的難處，但我想要的只是你對我的安慰「那她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她對毒品方面也不瞭解啊，她要怎麼幫，根本沒辦法幫。」 

我每一天就這樣等待著審判，想起你我就想掉淚。 

「我就也是每天這樣子過啊，那不然怎麼辦？…真的很難過，我不曉得怎麼講…

我很怕講到我家裡的事情」 

 

我可能又要進去關了   

我害怕著，又要與親愛的你們分開，這是我的恐懼「就像去年也是出了一點事情，

這個毒品方面的事情，我也是很怕，那家裡也是知道，可能大概又要進去關了。」 

 

 

（（（（二二二二））））我來喝美沙冬我來喝美沙冬我來喝美沙冬我來喝美沙冬 

 

「當初也是因為北檢的緩起訴，就不用關，來喝這個美沙冬替代療法。」 

 

醫生啊醫生啊醫生啊醫生啊，，，，我想要減量我想要減量我想要減量我想要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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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醫生說，「可不可以就是慢慢減少？我想要慢慢的減少美沙冬劑量，我現在喝

８cc（劑量），如果可以的話？如果可能的話？如果順利的話？有一天我想要戒掉

美沙冬，就不用來喝了。這樣一個簡單的心願，我是否能靠我的意志去完成，於

是我開始減了。但很意外的是，我開始難過了…我喝８cc（劑量），一直沒有減啊，

我減了，我那時候減了，7.5 cc（劑量）或是幹嘛，我都會難過，會提早幾個鐘頭

難過」 

 

醫生沒有讓我減量醫生沒有讓我減量醫生沒有讓我減量醫生沒有讓我減量，，，，反而幫我加了劑量反而幫我加了劑量反而幫我加了劑量反而幫我加了劑量 

那醫生就說，「那你可能劑量不夠」，又跟我加了 3cc，就喝 11cc。那自從加了 3cc

之後，就覺得夠了，可以了。 

 

      每天差不多三點多的這個時刻，我會來美沙冬診所這裡喝藥，我會聽到有人

跟護士小姐說；「我今天想要減量」，然後護士小姐回應他要減多少。曾經，我也

以為有一天，生命的某天，我可以說出這句話，曾經，我也以為我可以把美沙冬

戒掉。於此同時，我知道我喝美沙冬會是一輩子的事情。「剛開始是認為說，你利

用這美沙冬，慢慢給他減少，讓他戒掉是最好，可是你不戒掉的話，你也只能喝

一輩子！」 

 

這是我很深的遺憾，非常不平衡 

「我這一輩子覺得很遺憾的事情，我不應該是說走到喝美沙冬這個地步，，，，我認為

我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小孩，不會說走到毒品這方面，不平衡啦。」 

 

（（（（四四四四））））我就是沒有辦法戒掉我就是沒有辦法戒掉我就是沒有辦法戒掉我就是沒有辦法戒掉 

   

   請你相信我，我真的也有想過，我無時無刻都希望，這一次我真的要把它戒掉

了，它害我如此之深，我都經驗了，我都感受了，我都知道。如果我說他是魔鬼，

請你理解，那是我內心的恐懼使然，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但是，請你原諒

我，在某個神奇的時刻，我還是會想去用，我沒有辦法了。「這個東西，讓我喔，

好像說要戒，可是又擺脫不了它。」 

 

要不要走吧，走吧？ 

「朋友說，要去用，然後就去。沾了他以後，這個東西就跟一個魔鬼一樣。」 

 

曾經，有過抗拒，有過平靜 

「要戒的時候就很不好戒。我也是有去找那個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去看，畢竟

我們跟他聊的有限，他只開一點藥給我們吃，比較平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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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重來的人生重來的人生重來的人生重來的人生，，，，我是閃著光我是閃著光我是閃著光我是閃著光、、、、發著亮的發著亮的發著亮的發著亮的 

 

  我好強、我不認輸、我不妥協，驕傲是我另外一個名字，我在事業上做決策，

眼光是非常獨到的，做任何決定，我都有我的理由，我敢衝，我有自信，我不僅

是可以做得到，還可以做到完美。如果，這一切都是真實的話，多好，該有多美

好啊。只是，很可惜那已是，另外一個人的人生。 

「如果重新再來一遍，我沒有碰上這些魔鬼的話，我絕對不可能去碰上這些藥方

面的事情，如果我不結婚的話，我就做生意啊。我一定做生意做的很好，我會有

所成就。」 

 

    我希望夜晚也如同白天，這麼有精神，接著下一個白天，那時候，那一段夜

晚的時間，我沒有想這麼多，只是希望通宵達旦後，第二天還是有精神可以上班。

「晚上就會去朋友家打麻將，認識一些朋友，那熬夜第二天要上班做工作啊，有

一種藥，可以精神上不會這麼疲勞，精神很好，結果就給我用了。」 

 

我什麼都不想管了「就碰到這個東西以後，就開始慢慢，就對家裡面的，事情就

不管了。」第一次用藥所付出的，我的事業和我的夢想「結果，錢就慢慢花掉了，

花的相當的多，就開始塑膠花就沒做了，那我本身呢，也就沒有什麼收入了，就

一直透支這樣子。」(C I-005) 

 

（（（（六六六六））））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我跟天使在一起：「我去做那個幼稚園的小老師，每天就跟車啊，教小孩子唱

歌啊，幫他們就是生活起居。」倏然的，我想起心裡終生不得相見的天使；；；；「我不

是自己也有小孩嗎？有一個小朋友，我第一個那個先生就把他帶到美國去了，我

常常看到小朋友，就會看到，想到我自己小孩這樣子。」 

 

我一個人在生命的道路走著，走向未知 

「有一天，我感覺心裡很煩，下班以後，一個人坐著公車到台北，那時候我家住

內湖，到台北也是逛一逛。」「就感覺想到以前，就跟我第一個先生，在感情方面

沒有結果，小孩子又沒有在身邊，就完全都沒有寄託。」 

 

是天使還是魔鬼？在必然造成痛苦的時候 

也是天注定，碰到以前在監所的同學。她就說：「某某某，那你現在幹嘛？」我說：

「在做事啊，怎麼樣？」她很羨慕我說：「有沒有在用？」我說：「沒有」 

她說：「那我這邊有，你想不想，這樣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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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家人不要我了家人不要我了家人不要我了家人不要我了 

 

  親愛的爸爸，請你原諒我；親愛的媽媽，請你諒解我；親愛的弟弟妹妹；請

你支持我。與你們分離，如同與我自己內在任何一部分分離的苦，一樣的痛苦，

一樣的難受。「後來就是我媽媽知道這個事情了，家裡都知道了，他們說也沒辦法

幫我，我就很痛苦的離開我媽媽那裡了，我就搬出來了。」 親愛的爸爸，親愛的

媽媽，我的生命來自於您們，我知道我要為我這樣的行為負起全部責任，但是離

開你們，卻足以讓我飽受折磨，苦不堪言。 

「他們就是說想救我喔，他問我，到底為什麼又要走上這條路？我也沒辦法，我

自己只好一直哭啊。那我媽也是陪著我一直哭這樣子，當下就覺得，我們全家啊，

我妹妹，我弟弟他們都在，都很難過就對了。」 

 

什麼都不對了 

「那可是後來那幾年，我就用了藥以後，完全就是變了，變的完全就是讓他們失

望啊，什麼事情完全都不對了啊！」 

 

（（（（八八八八））））我無可救藥了我無可救藥了我無可救藥了我無可救藥了 

 

  我的心裡受到了很大的折磨，這對我來說是很可怕的折磨，當時，所有的好

事都遠離我了。我的心只能緊縮著，那是生命殘酷的、嚴重的撕裂與分離，用藥

的慾望如同黑暗無邊的洞，將我強大的吸附起來，我就要與它完全融入了。我拼

命想呼吸，我只剩一層薄膜做隔離，但太薄，太薄，讓我幾乎感受不到父母對我

的愛，我感到我被家人否定了，我感到我被家裡排擠了，我感受他們不愛我了，

不理我了。親愛的家人不接受我了，這是我最感到受苦的地方，我只能選擇至深

的陷入。也許內心深處相信我跟家人之間有愛，只是未解… 

「從那一天我就開始用，用了好幾年，你看要花多少錢？我就開始用好幾年，而

且那時候也不是說我一個人在用，就開始有朋友跟我一起用，幾乎都是我拿錢出

來。」 

 

第二次用藥所付出的，我完全什麼都沒了；；；；「結果沒有多久的時間，大概兩三年吧，

就房子一棟就賣掉了，那時候賣了蠻便宜，大概賣了三四百萬，那時候差不多二

十年前，四百萬蠻大的。」 

 

（（（（九九九九））））親密與畏懼親密與畏懼親密與畏懼親密與畏懼 

 

  親愛的伴侶，我在想著，為什麼會吸引你到我的身邊來，做我的牽手。如果

你是一個情緒控管很好的人，而如果我也能夠不用去承接你情緒的話？我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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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較幸福？我是不是會比較快樂？我眼睛只見到你對我激怒，我的耳朵只聽到

你對我的指責。我知道，內在很深層的自我隱藏著，不願意去面對。你不接受我

的部分，是我自己也沒辦法接受我自己的部分，你一直批判我的部分，也是我一

直批判自己的部分。而讓在我心裡很久的哀傷，悲痛、害怕、沮喪、浮到我們關

係的表面，這裡面揭露我好大的悲傷與恐懼，我們能否一起面對？而我知道你始

終不明白，為什麼我要選擇一條最困難最痛苦的道路，一輩子這樣承受著。 

「我 34 歲跟他結婚了，結婚沒有幾年，我又開始用，因為跟他完全都沒有辦法相

處，個性完全沒辦法溝通。他沒有檢討他的個性，就怪我。」 

 

（（（（十十十十））））我不應該是一個吸毒的人我不應該是一個吸毒的人我不應該是一個吸毒的人我不應該是一個吸毒的人 

 

我歷經了很多外在的變化，也經歷了很多內在的變化，我也想問，我的內在究竟

發生了甚麼事情？海洛因帶給我的生命觸覺是非常強烈的，他撞擊的力道致使我

也難以理解人性的最深處，究竟在想著什麼? 如果海洛因是這麼的令人可憎和可

恨，那麼我緊抓不住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我的心是怎樣去抗拒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能否察覺我內在最深的究竟是什麼？ 

「其實往往有時候一個人在靜下來想的時候，我真的不應該變成這個樣子，因為

我們家裡環境也不錯，唯獨我就是變成這個樣子，好像一個吸毒的。我對我自己

都沒有辦法接受，不要說別人。」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我就是來不及我就是來不及我就是來不及我就是來不及，，，，為你變成一個好人為你變成一個好人為你變成一個好人為你變成一個好人 

 

我感受到我被碰觸了，這是一種碰觸的感覺，非常迷人。我在濃霧浪漫的世

界裡，一直追尋的是這種感覺，所以我一直到處去找尋這個感觸，很深很深，很

深很深的感觸，在迷霧的世界裡，充滿想像，我澎湃，我被洶湧包圍著，我是那

麼想你，也那麼的不再想你，我可以笑著面對，沒有知覺，竟可以不用咬牙也可

以撐過痛苦。因為我知道，我真的好想念你，這是我的真心話。在真實世界裡，

我把自己退到懸崖邊，我已經快要超載了，好怕有一天，他就這樣，在我眼前毀

滅了。我清醒的去感受你對我像大海般的深愛，我清楚的知道那個讓我痛的原因

是什麼？是什麼讓我這麼難受？ 

千迴百轉，放不下的愛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好好面對，那種彼此每

天面對面的深情？你對我的相信有沒有底線，一個相信的念頭可以支持一個人多

久，你對我的情感又會有多深？至死不渝。當你對一個深愛的人可以視而不見，

我想，我想已經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了，我相當的傷感，潛藏的痛楚尤深。最美好

的時光，是回不去的時光。 

在人世間的時候，我不願意看你承受苦痛，我也不忍心要你看我承受苦痛，

然後心痛。痛到心底的是，在每一個沈靜的令人心疼的片刻，我用一種彷若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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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間的用語跟你說，對不起，我來不及為你變成一個好人，我無法釋懷，還是

想深深的去觸動你，然後叫喊，落淚。 

「我真的很對不起我母親，讓她失望，也失望這麼多年這樣子。搞到後來還要喝

美沙冬，把毒品戒掉，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對自己真的沒辦法交代。我就不能提

到我媽，一提到我媽我就會…」 

媽媽走時，我沒有跟她講到話，這是一輩子好遺憾的事情 

「可是那一次我媽媽這麼走（哽咽），我受的刺激也很大，（啜泣），因為我媽媽是

我們家最疼我，最愛我的，所以她走，我有很多話沒有跟她講，我覺得很遺憾（啜

泣）…我這一輩子最遺憾，就是我媽走的時候，我沒有跟她講到話。」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你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減下來你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減下來你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減下來你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減下來 

 

    我是不幸之人。我在心裡說，希望我生命的每一個傷害都能得到安撫。可以

請你給我一個空間，讓我可以褪下我堅強所偽裝的面具，那裡面可以放置我的所

有悲傷和苦痛嗎？要可以容納，包容很多很多，如果可以的話。生命中是否有無

可避免的改變，我太慟而哭了起來。我想要站在一種人性的高度，回不去了，回

頭太難，經由我眼睛所過的生活，我究竟該怎麼活著，你看得到我細密深邃眼睛

裡面的秘密嗎？一開一闔之間都成為我的折磨。生命中偶爾天亮，太多天黑，這

已是絕境，我在內心不只一次的呼喚你的名，我該怎麼辦？這個心事，什麼時候

可以放下？裡面隱藏了我一生中，最痛苦，最晦暗不明的一段時光，也許當下被

觸動了，也許沒有，但總會有這麼一天，他會消失，因為我對你的誠實，讓我得

以勇敢的活下去。 

 

我對這個家無法交代 

「就是我覺得這一輩子，就是感覺對我這個家沒辦法交代，我娘家沒辦法交代，

還有跟我現在這個的家沒辦法交代，因為小孩子也知道我再用毒品啊，也知道我

在喝美沙冬啊，他們也是在鼓勵我喔，你喝這美沙冬也可以慢慢減啊，他們說你

為什麼一直沒有減下來？」 

 

不用減，沒有關係 

那我去看醫生，醫生講過：「那就不要減啊，不要減就喝一輩子嘛！對啊，那就喝

一輩子，不然怎麼辦？你不喝的話，到時候又偷偷去用藥了。」 

 

我該告訴你嗎？ 

「假如說我可能喝藥喝一輩子，這很大的一個秘密，所以我減的時候好痛苦，（啜

泣）你雖然看我現在外表都很不錯，可是真的我的內心真的很痛苦，會有時候想

要，我很想走了算了，真想自殺算了，但是有時候想，你自殺走了，萬一報紙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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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大，好像是很難看的事情，真的很難看。」 

 

「這問題我下次再告訴你，這問題很大的問題，我看要不要，想不想，應不應該

告訴你，因為這是我私人的隱密，真的是私人的隱私。」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恐懼恐懼恐懼恐懼 

    我含淚的靈魂，赤身走向生命的苦痛，我這半生經過人性的複雜，有亮點也

有幽暗，在用藥與不用藥這個人生向度，我像幽魂一樣想活著，也不想活著，我

到底當時，在用藥的時候，是以何種方式在我生命之中定位。在不用藥的時候， 

我對這樣的自己，感到如此的陌生。我感到不安，我想要逃跑。我必須粗魯的，

顢頇的，用粗糙的信念，批判的想法來否定我自己，也許，我那個當下最需要的

是，感受被愛，以及深刻、素樸、細緻的動容安撫。 

    我向內走，走到我內心最深處。不是因為愛讓我向內走，是因為恐懼驅使。

我的內心裝的，塞的，滿滿的，都是恐懼。怎麼會有一個人在自己的潛意識中，

可以塞的了這麼多，這麼多恐懼和驚嚇，令人難以置信。 

    究竟，我經歷了什麼？我的內心該有多難過，這是我心底的大黑洞，一次又

一次讓我捲進去一場又一場黑暗風暴中，這威力強大的情緒，該何去何從？我一

直哭，一直不停的掉淚，直到我感覺到我自己的苦痛崩解…讓淚水自然流出帶走

我所有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創傷，他們都是我瑰麗的石頭。於是我靜默，開始

聆聽，他想要告訴我什麼，我的掙扎，我的苦痛。是否一定要讓身體如此痛的感

覺，才能反映了我積壓了這麼久，這麼長久的情緒。 

   我注視你的眼睛，是帶著神的愛之凝視，你可以說神是在天上的媽媽，也可以

說神是天上的菩薩或佛陀，還是上帝，然後我說，對不起，請你原諒我，你的每

一分每一秒，你都是好努力，好努力活出來的，我從來沒有發現你內在的恐懼，

我的愛實在太淺薄了。 

「這要怎麼講，我也不太會講，其實這也是我心中的秘密，我就要全部，把我的

人生的心路歷程，用藥的心路歷程，要全部坦白的告訴你，這樣子做人比較誠實，

比較實在。」 

 

真實真實真實真實 

 

有一次別的醫師來代診，他就看我的病例。他說：「喔，因為你有在喝那個雞尾療

法，所以你就會覺得不夠，所以你時間不到才會…」那別的醫生大概疏忽了這一

點。他會吸收，稀釋了我的那個。他說：「當然不夠啊，時間不到就會提藥這樣子。」

他馬上就跟我加了 3cc，我本來喝 8 cc，他給我加 11 cc 到 12 cc。 

 



76 

 

我身體有病，這是我的原因 

「我的身體可能是要喝一輩子，我大概是跟別人不一樣，因為我有病喔。。。。」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憤怒憤怒憤怒憤怒 

 

「因為我這一輩子最遺憾，為什麼會得這個病啊？」  

    那個當下，讓我在好好看清楚自己一次，這樣的事件，對我人生是這樣的羞

辱，沒錯，我用如此惡狠的字詞，才足以貼切表達我的生命本質，羞辱是我應得

的狀態。我被所謂的神，還是生命本身，被好好羞辱一番。我是有罪的，因為我

不乖，所以我應該招致這樣的懲罰，你羞辱我必定有您偉大崇高的深意。很狠，

卻很痛。那痛不欲生的感覺來得太快，讓我以為我死了，我離死亡如此之近。我

是否確定，我能好好活著？我想起許多遠離我生命的人，許多遠離我生命的事物，

我強烈的祈求，希望可以到達一個沒有恐懼的地方，這是我簡單的心願。 

    我好好看自己，看進去好深好深，我看到我自己是震驚的，恐懼的。我不願

意再往前，震驚恐懼的背後是憤怒，沒錯，我是憤怒的，我好氣，我好生氣，我

好氣自己為什麼會有這個病。我想以最惡毒的方式回報回去，用攻擊的方式讓我

自己徹底粉碎，而我知道，祂的旨意將透過我而完成。但是你怎能就在旁邊觀看，

即使流淚也絕不插手？我知道這一次，我再也無法榮耀我自己，榮耀我們之間，

我親愛的媽媽，所賦予我的生命了。 

「記得，上次哭的很厲害的時候，我是那一次喔，…我是在龍潭女子監獄的時候，

那要出來的前一個月，就是整個都是好像都要抽血檢驗這樣子，結果我在那時

候…」 

 

我整個人都崩潰了我整個人都崩潰了我整個人都崩潰了我整個人都崩潰了 

「工廠主管叫我要打包這樣子，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子，他們說，我

要隔離啦。那我就心裡就有數了，是什麼原因啦，，，，我就不相信有感染到H啊，就是

愛滋病啊？我那時候整個人都崩潰了，就把我就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我覺得不

可能，我絕對不可有感染到這樣子。」 

 

我相當小心 

「怎麼可能去得這個病？我在用藥這方面很小心，我相當的小心耶，那個筆，我

從來不跟人家共用的，我是用一次就丟，我也不可能會去跟人家借。」 

 

我該怎麼辦啊？ 

「那時候我就在想我該怎麼辦（哭），出來的時候我該怎麼辦啊？我要怎麼去面對

這個社會？面對家裡面，面對朋友，面對親人，我怎麼辦？我…我那時候我對H也

不太瞭解，我怕說我會傳染給別人，或傳染給我家裡面這樣子，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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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去去應對，我跟本不知道啊，所以我會怕啊！」 

 

我沒救了 

「我就出來以後，我的生活很荒唐，也是跟朋友借錢啊，跟家裡拿錢，跟我妹妹

拿錢，這一直用藥，我覺得說沒救了啦，怎麼會得了這個病…」 

 

每件事情都有一個原因 

「可是後來就是醫生告訴我，這個不是原因（共用針頭），原因就是那杯水（稀釋

液）是有問題，因為大家用那個筆去洗，針頭去洗，那個水也是有細菌在裡面，

這樣也是會傳染到。」 

 

我仍然憤怒 

「那時候當我知道，當下我知道，說我有這個，我真的是，…我真的要，我真的

就是放棄我自己，我出來之後，就放棄我自己，真的啊…我很氣，我真的很憤怒， 

真的。為什麼會是我？為什麼會是我？我真的不能原諒我自己耶（激動）。」 

 

當我跌入這樣無以名狀的路長，人困時，請你一定要深深的接住我。那一次，就

來喝美沙冬的時候，要到三樓去找一個○小姐，正好她就碰到我。她一看到我的名

字，她說：「○○○，我找你找了好久了，你要來這裡報到你知不知道？」我說：「我

知道啊，可是我都沒有來」，她說：「現在來我這裡報到，每個月都來，要來跟我

談這樣子。」我說：「好。」 

 

她的眼睛不是望向遠方，只是看著眼眶內未流下的眼淚，那未竟的傷痛要通往何

方。我就重新開始抽血，結果那更讓我（激動），更讓我難過，我那個抽血報告出

來的時候。醫生說：「你在那個監所抽血的報告是CD4的指數就還不用到吃藥的地

步。。。。」他說：「可是你為什麼這一次，那CD4完全就是（掉下來）很多耶，你現在

要開始吃藥了，你知道嗎？」那我聽了我更難過，我說：「怎麼辦？」他說：「沒

有關係，你就當作是高血壓，或是什麼病喔，就是每天吃藥，給他吃藥這樣子。」 

 

最後一次我用藥，付出的是我唯一僅剩的健康，生命事物萬般的重現跟再現，直

到我們內心願意做出回應。「而且我在監所在驗的時候，驗，就指出來其實你有病，

但是沒有說要到吃藥的地步，可是你想到吃藥的地步，你是把自己身體摧殘到什

麼地步？才會要，（哭），（啜泣）我那半年簡直是，我都不想活了，（哭），（啜泣）

我真的，真的不想活了，天天就用藥，天天就用藥這樣子（激動）。」 

 

諦念的本質就是，人突然發現生命並沒有那樣地繁花綠葉、沒有那麼順利、

生命裡有一個底部，那個底部過去沒有被想過。可是今天突然掉落到一個底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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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現這是唯一能夠生存的方式，就叫做諦念。因此，諦念也就是一種決斷，決

斷就是，有一個東西跟原來的東西發生斷裂，雖然發生斷裂，但人依舊決心前往。

在人的生命裡，必然有某種時刻會進入一種新的、更底層、更基礎地方。人的身

體在健康的時候，其實是在被恩賜祝福的狀態，但真正的情況是，人終將掉落到

底限，最後會決斷性地進入一種諦念的狀態（余德慧，2003）。 

 

破舊的美好如同餅乾屑稀鬆平常的掉落，我頑強的底抗。突然就這樣強烈的感傷

起來：「我那個時候就完全放棄自己，那老天是有眼的啦，你不好你不乖，就是要

接受到這種懲罰，真的，以前是不用吃藥，那半年你自己糟蹋你自己的身體，就

弄到後來就是要吃藥。」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轉化轉化轉化轉化 

感覺你的心，如天空一般清新明亮，讓你的心安住在一個遼闊如天空的地方，

寧靜的所在，看著從你旁邊飄過的片片白雲，感受著親親微風，無有抗拒。而那

些人生中所有飄落的東西，都會回到你的心底，那些原本屬於妳的，擦身錯過的

美好。無論如何，請你相信，任何時刻，平靜都是有可能的。每一件最難忍受之

事，我閉上眼睛，進入了很深很深的感覺之中，一份深刻的平靜在我身上發生，

去找尋在生命中，沒有恐懼的任何細微片刻，然後在心裡升起不曾有過的感激。 

 

吃藥 

（醫生）他說：「你不要，你不要放棄，啊你完全都不要放棄喔！」我說：「我該

怎麼辦？我得了這個病，我真的我真的哇，我好怕。」」」」（哭的很大聲）那個小姐就

一直安慰我，她說：你不要擔心喔，就每天要吃藥，要按時的吃藥，…（哭）（哭

的無法說）」 

 

出現副作用 

「剛開始那個藥拿來的時候，我第一天吃的時候，吃的頭很昏覺得不適合，我就

沒有吃。我就沒有吃，我偷偷把他丟掉。」 

 

面對 

後來我就跟那個小姐講說：「我沒有吃。」 

她說：「你怎麼可以沒有吃，因為那個藥很貴，他那個藥很貴，他一個月份都要兩

三萬塊錢這樣子。」 

她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你一定要吃，不然的話…啊你真的你一定要吃，不吃

不行的。後來我就聽她的話，我就吃藥。 

 

那是我正需要陽光的時候，有一些傷感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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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剛開始就是，我又要吃藥（H），又要喝藥（美沙冬），我覺得真的很累，

真的，我覺得人生過得這樣子很沒有意思，我那時候都準備要自殺要死了，炭我

都買好了。」 

 

要去哪裡，要問自己，自己最清楚 

我就說老天是有眼睛的，你就好好的吃藥的話，你這個病毒指數就慢，就掉下來

了，他就真的掉下來了，…看到那個報告，我就很高興，我就真的很高興，我是

真的很高興，我就高興的我就流眼淚了，我就在那個護理小姐面前，我就流眼淚

了。像我心裡想，你自己好好的做，就是也是有回報的。 

 

這次，我的腳步不是由恐懼，是因為喜悅而移動 

「感覺說，只要我好好吃藥，我心裡想，我還有小孩，兩個兒子，他們都還沒有

結婚，我說我不能放棄自己。」 

 

我向天空祈禱，願那深痛哀傷的記憶得已痊癒。 

「我有時候在公車上啦，或是有時候一個人在馬路上走的時候，我就一心想，我

真的要好好過每一天，我真的要好好過每一天，把握每一天。」 

 

無言之愛的仁慈，愛的節奏與美感，到來 

「有時候我反而在祈禱的時候心裡想，我母親如果知道我生這個病的話，她也會

很氣，但是看我現在這個樣子，她也會覺得很安慰，至少她女兒，總是會有一天

她會反省過來，會想到說，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這

樣子。」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序曲序曲序曲序曲 

 

我找到工作了，「我現在，前兩個月也找到工作了，就每天四小時，做環保資

源，資源回收。」，我對我自己許下了一個深深的允諾，我要好好的過每一天，把

握每一天。一切都是來得及的，重新開始，都是有可能的。在苦不堪言的時候，

覺得撐不下去的時候，在周圍的人都不相信你的時候，你能否仍願意信任你自己。

不過，我也苦撐了過來，不論生命任何時刻，你要堅信每一個人都可以活的很好，

好好的用他自己的方式。因為我活著，我的故事。你會感嘆著，怎麼會有人的生

命是這樣的活著，可以鼓勵一些人，不要輕言放棄。「我就是希望說，藉由就是我

這個例子，讓人家看到說，做錯事情你要改過，一切都是不晚的，真的」也許你

幸運的話，碰到像我這樣的生命，如果可以的話，也請你給他溫柔和堅定。 

 

    親愛的姐姐，請放下你心中的重擔，這個重擔有妳的難過，有妳的悲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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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罪惡感。有我的不忍，有我的矛盾，有我的陰影。你在我的生命裡出現，成

為我的姐姐，自有它的原因，很抱歉，我自私且殘忍的放掉這個原因，讓你受苦

了，對不起，請你原諒我。曾經我以為，當時，我就只能陪你走到這裡了，我的

心裡是這樣的想的，相信你可以自己走過去的，但我知道我心裡是很捨不得，很

捨不得的，但也是這捨不得的愛，支持著你和我。現在，我重新，再次牽起了你

的手，走向溫柔的命運裡，我想跟你說，親愛的姐姐，我以你為榮，對我來說生

命無非是榮耀彼此。「（妹妹），都會給我鼓勵，完全都會給我鼓勵，不會說不理我

什麼的。」，我感激尚未揭露的命運與安排，因為我已知道你已完成了，你自己內

在的英雄之旅。 

「我妹妹現在也已經慢慢有接納我了，她會想說，我姐姐現在年紀也是蠻大的，

也願意踏出這一步，去做事這樣子，遠離那個圈子這樣子，對我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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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她們進入美沙冬替代療程的經驗她們進入美沙冬替代療程的經驗她們進入美沙冬替代療程的經驗她們進入美沙冬替代療程的經驗 

壹、從陌生到熟悉 

對於婉婷、曉君和麗玲而言，進入美沙冬替代療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樣 

的初體驗雖是新鮮，但卻不一定是個可以攤在陽光下的事實。 

 

一、喝藥初始動機 

她們是怎麼來喝藥的？從資訊來源的取得方面，婉婷是前任男友那得知：「我 

會來喝美沙冬，也是之前那個男朋友帶我來喝，要不然我只知道西藥房賣的戒斷

的藥。」（AII-050）麗玲因為緩起訴才進入療程，希望早得知如何進入美沙冬療程，

有相逢恨晚之感。 

「早知道有美沙冬，早來喝就好了，就不用拖著現在，花那麼多錢啊，讓家

裡那麼傷心，那我以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來喝，後來就是因為緩起

訴，早知道我就自己自費來喝。」（CIV-051） 

 

（一）喝美沙冬會被抓嗎？ 

 曉君提到藥癮者之前用藥緣故，會擔心警方追捕查獲問題，於是來喝美 

沙冬會有害怕的心理，仍抱持存疑態度，對前來美沙冬診所，尋求協助反造成阻

礙：「因為我們會怕啊，朋友他有先去喝，他跟我說喝了之後，不會難過。」（BIII-061）。

由此可以發現，美沙冬成效是經由藥癮者彼此口耳相傳，然後產生加入的意願與

動機。 

「朋友都已經接觸（美沙冬）大概一個多月了，他們就是每天來喝，不然我們

還是會怕。因為畢竟這群玩那麼大，什麼時候警察會找上門啊，去買筆，去

買針筒的時候，警察會不會在那邊胡亂鬥（台語）。以前就曾經跟警察玩過很

多次躲貓貓，因為上次我帶那個針筒跟毒品啊，被抓到就完蛋了，就要被關

了。」（BIII-063） 

 

（二）喝美沙冬苦不堪言，卻是好神 

美沙冬喝起來的味道很難喝：「味道，喝的味道？當然就是藥是苦的啊，我每

次都有帶糖果，我都會一直喝水。」（CIV-040）。她們都必須忍受味覺的不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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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白色跟紅色，紅色的話比較難喝，白色喝起來比較不會那麼難喝（藥

廠不同），紅色很臭喔，而且很噁心，白色喝起來比較不會那麼噁心，很難喝，

所以都要喝飲料糖果，要甜食才可以（蓋住味道），可是那味道很噁心，真的

很噁心。」（BIII-063） 

研究參與者初次接觸美沙冬都存半信半疑的態度，不是這麼肯定相信美沙冬

可以替代海洛因渴求，後來喝過發現不會有戒斷症狀的出現。 

「我覺得好神喔，它怎麼可以這樣喝一下，然後都不要用藥，到明天，他可以

持續差不多 24，一天吧。就是一天半的時間，都不會覺得有什麼症狀出來這

樣子。」（AIV-002） 

 

「喝了美沙冬之後，真的是很有效，你喝了這個，就是不會想再去用了啦，身

體方面不會難過啦。」(C I-061) 

 

二、持續來喝的動力來源 

    從助力面與阻力面來討論支持每天持續喝藥的良性因素，以及可能中斷美沙

冬療程的障礙因素。 

（一）良性因素 

 1. 生理解癮 

研究參與者都表示，美沙冬可以解生理的癮，對海洛因不會產生渴求，出現

戒斷症狀，是每天來喝藥的最主要原因。 

「至少說不會難過，不會說流眼淚，（不會）全身骨頭會酸痛，你原本都是早

上來喝，（隔天）你不能拖到晚上，你一定會難過，會流眼淚，一直打哈欠啊，

一天還可以，第二天喔，你全身會開始酸痛。」（BIII-062） 

 

「想說繼續來喝，至少不會難過，不會有戒斷的那種難過。不來喝的 

話，一定會不舒服，那之後不來喝會不舒服的時候，一定怎樣，一定偷打藥。

那如果繼續來喝，我不會不舒服，也不會說有那種念頭去拿東西來施打這樣

子。」（AIV-024） 

2. 情緒支持 

   每天來喝美沙冬與個管師互動，是研究參與者正向情緒支持來源。 

「我來喝，我覺得心情方面比較好一點。護士小姐跟你打招呼啊，覺得怎麼樣

啊，等於說一個友情啦。感覺也不錯。」（CIV-026） 

 

「他們會關心你，比如說喝美沙冬很苦的時候，他們會請我吃一些糖果，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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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塊錢，可是會讓我覺得很感動。」（BII-087） 

3. 減少觸犯犯罪機會 

   藥癮者不會因要交易毒品緣故，而以身觸法。 

「你不喝的話，你身體會難過，你一難過，你想到又要去拿藥，拿藥又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就怕警察跟蹤啊。」（CIV-038） 

4. 非志願因素 

    緩起訴個案比較特殊，地檢署觀護人會持續追蹤個案喝藥順從性情形，如中

斷療程 15 天，則撤銷緩起訴：一般個案則是十五天未來喝藥，就撤出治療療程。 

「我有每天就是乖乖來喝，我很少有請假，我每天都一定要來喝的啊，因為我

是緩起訴，不是自費的。」（CIV-062） 

 

（二）不利因素 

    麗玲把喝藥單純歸因於個體時間安排問題，沒有什麼其他因素會影響：「應該

是沒有，就是你時間，跟你喝藥，自己要配合，他（美沙冬診所）時間就是早上

七點半，到晚上八點。」（CIV-007）但還是有影響女性藥癮者不來喝藥的因素，歸

納如下： 

1. 個體特殊性原因：工作要休息 

婉婷因以工作為理由來喝藥，所以必須偶而不喝藥幾天，才符合其理由正當

性。 

「我說謊話說我在工作，不可能一個月下來都沒有休息吧，那我不來的因素是

有時候因為我...我騙他們說我今天休息，說沒休息很奇怪吧！」（AIV-015） 

    因家人皆不知情，婉婷配合家庭因素，要出席家庭活動，而沒有來喝藥： 

「有時候會跟先生他們一起出去這樣子啊，所以我就會不來。」（AIV-019） 

2. 時間與距離成本考量 

對美沙冬個案來說，雖然來喝藥只有不到五分鐘的時間，但從家裡往返到美

沙冬診所的距離，其所花費的時間成本，如果以工作時間所賺取金錢來計算，每

天累積下來不容小噓。而婉婷家從桃園到台北美沙冬診所，需花費兩小時往返。 

「像有時候我也會不想來，一條路很遠。我從開車子來這邊至少要一小時，

很遠啊。我回去比較晚的時候，比較不會塞車，可以很快就到家了。」（AIV-016） 

3. 用藥（海洛因）的原因 

    美沙冬個案如沒有每天按時來喝藥，還是會有戒斷症狀的出現，在沒有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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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冬情況下，沒有辦法解除生理藥癮，還是會想施打毒品以減輕身體不適感：「那

到時候一定，假如說又正好，身上又有藥的時候，就會乾脆就不來喝了。一定會

這樣子。」（AIV-017） 

 

「一天還好（不會不舒服），你說中間沒有偷用東西那不可能，一定有偷用東

西的啦，要不然哪可能。（美沙冬）最多只能維持差不多 24 小時，一天半啦，

有時候不到一天半。」（AIV-020） 

4. 其他：單純不想來喝藥，天候或個人因素 

「有時候出門很冷又下雨，我也懶得過來喝啦，因為天氣不好，太冷了，所

以就是熬到隔天早上才來喝。」（BIII-093） 

 

「我唯一不想來，就是當天不想出門，一定有時候會覺得很懶散的時候不想

出門，我要講說我…今天剛好休息這樣子。」（AIV-018） 

 

（三）自我和家人是重要支持來源 

每天都要喝藥，日復一日成一種生活習慣，這樣重複性事情，需要有心理的 

重要支持做後盾，自我主體，或是重要他人是鼓勵來源。 

1. 自我 

婉婷是這樣一個人支撐自己。 

「有時候好像需要別人鼓勵，需要別人支持，才會有那種原動力。其實我覺

得未必，因為我本身我就沒有讓家裡面的人知道，我就是自己最好的鼓勵，

鼓勵自己的一個啊。」（AIV-025） 

曉君會以自我要求的方式，希望有一天自己不要再喝了，認為喝藥不是一件常態

的事情：「自己逼自己啊，因為我覺得說，我要喝多久？」（BIII-062） 

而麗玲將每天來喝美沙冬定位成「每天來上課」，心理認知認為是對自我負責的一

種方式。 

「等於自己有個責任在，你就是每天就是要來喝就對了，不要去想東想西啦，

能夠減少喝美沙冬，那就讓他減少…，每天來喝算是我現在要上一個功課一

樣，一定要來啊。」（CIV-009） 

2. 家人支持 

   麗玲家人皆知道她喝美沙冬的事情，「現在家庭也不錯，兩個小孩，先生對我

也蠻包容的，也知道我來喝這個東西，」（CII-024）家人從當初對美沙冬認知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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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願意接受美沙冬的效用。 

「當初他們也是不大懂到底美沙冬，是什麼意思？我就跟他們講說，因為喝這

美沙冬，對身體方面都不會想用用藥啦，就完全生理方面不會想用藥，那我

家裡就蠻接受，那就每個月去喝。」（CIV-008） 

     麗玲因為對家人的在乎，告訴自己不可以做對不起家人的事情，激勵自己每

天來喝藥。 

「那萬一又出事情，那更糟糕耶，就萬一被抓到幹什麼喔，那就覺得更對不

起家裡面，而且幫你交那個保證金啊，五萬塊，家裡也繳了嘛，等於說你根

本就是有一個責任在，不可以做對不起家人的事情啊。」（CIV-020） 

 

貳、美沙冬療程遇見的人與事 

   女性藥癮者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會先與個管師會談，然後醫生看診，每天喝

藥是由個管師做給藥程序，必要時社工協助醫療補助，另有支持團體與就業媒合

資源。 

一、初次與個管師會談 

    美沙冬新案進入療程前，會先與個管師做第一次會談，了解其用藥史、家

庭狀況及生活穩定情形。「第一次的時候，他也是問我生活情形啊，狀況啊。」

（CIV-041） 

        「第一次來看診，第一次來掛號，要來喝美沙冬那時候，她會問一些比較

詳細的問題，會問用藥多久。」（AIV-021） 

 

二、給醫生看診 

一般給醫生看診經驗，醫生是問「那裡不舒服？」，在美沙冬診所醫生是這

樣的開場白，問「還有沒有再用？」會道德勸說個案一番。 

「（醫生）他會直接會問說，那你有沒有再用？有用就有用啊，沒用就沒用啊，

他們就會講說，不要再用了啦，應該要改了啦，不要再用了啦！」（AIV-031） 

 

三、個管師給藥親切的服務態度 

    受訪者感受到個管師噓寒問暖的問候，其會定時注意個案服藥及看診情況。 

「貼心喔，會幫你倒水啊，她問你說，夠嗎？很親切啊，問說，你什麼時候要

看醫生，記得喔，不要忘記囉。會打電話提醒你，假如說你忘記，到時候沒

有藥喝。」（CIV-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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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覺得親切有差耶，你知道嗎？假如她們兇兇的說，『你到底要不要

來啊？』我們要不要來關你屁事啊，你講那麼兇幹嘛？」  

 

四、醫院社福室醫療輔助評估 

當個案有經濟困難無法繳納醫療費用，可申請醫療救助金，經由社工做後續

評估。 

「像我看這邊社工也是很辛苦啊，尤其有醫生看診的時候，會有很多人繳不

出錢來啊，去找社工這樣子。像我們（緩起訴）以後期限到了也是要自費 790。」

（CIV-072） 

 

五、就業媒合服務 

美沙冬診所與就近就業輔導中心合作，經由社會資源進入，個案得以媒合工

作。 

「這邊的社工跟我講的，帶我去打電話問的，我說：有沒有辦法幫我找工作

啊？社工就說：有一個機關團體，你去打一個電話去問問看。」（CIV-054） 

 

Neale（1998）說明英國藥癮服務機構提供給藥癮者的支持形式，包括除了替

代藥物療法處方（通常是美沙冬）外，還有提供清潔針具、一對一諮商，關於藥

物錯誤使用，HIV、肝炎和其他個人和社會問題。團體工作（女性團體、男性團體、

家庭支持團體）、醫療照護（健康照護、HIV 和肝炎檢測、家庭計畫、也有為注射

藥物相關的傷害以及感染的處遇。一日康復計畫（教育、職業訓練、個人技巧訓

練和休閒機會）、與藥物相關的建議和資訊（傳單和口頭）。Avants 等人（2004）

先導研究發現到三種社會心理的處遇輸送，是附屬於美沙冬維持療法的服務，包

涵加強了駐點的醫療和精神的照顧、家庭治療、和職業輔導諮詢項目，提供了更

多的受益，甚於日常的美沙冬給藥與個人藥物諮商，於是建議提倡更多的利益服

務，不僅是單純美沙冬而已。由此可以發現，台灣美沙冬診所發展模式與國外經

驗大致相同，但是以一個家庭為中心的處遇計畫仍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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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她們面對美沙冬替代療程的衝擊與難題她們面對美沙冬替代療程的衝擊與難題她們面對美沙冬替代療程的衝擊與難題她們面對美沙冬替代療程的衝擊與難題 

除了每天還喝藥，她們還要面對什麼？是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以下將說明

女性藥癮者會遇到的難題與衝擊，她們如何自我調適？ 

壹、在美沙冬療程裡的調適 

    曉君直言來喝美沙冬最大的生活改變，就是不用再擔心受怕，躲躲藏藏的過

日子。 

「（以前）看到警察就是會怕，可能是自己就是做虧心事吧，現在美沙冬，就

其實很光明正大，不用怕。因為身上沒有帶任何東西，以及已經沒有在用毒

品了。」（BIII-059） 

但除了這一層自我觀感肯定，美沙冬還有其他的地方需要調適。 

一、喝美沙冬產生的生理不適 

   曉君提到剛開始喝會有一些不適應，不舒服的狀況，以及便秘的生理副作用。 

    「剛開始喝的時候額頭會冒汗，前幾天會冒汗，前三天你會很痛苦， 

     可是只要熬，真的熬過去就好了，我是跟我先生，第一天來喝，回去的時候， 

都一直睡覺，那是剛開始適應，會便秘，很嚴重，現在還是一樣會。」（BIII-062） 

 

二、驗尿結果會告訴警察嗎？    

個案對驗尿會有畏懼心理，害怕尿液會呈現陽性反應，而成為法院裁判證據。

會有這層顧忌而擔心：「驗尿的部分，第一次剛驗的時候，那時候還沒驗的時候，

我心裡就想，會不會沒事要我驗尿。」（AIV-035） 

「那醫生也會要求我們驗啦，因為我們是緩起訴的，他會想說，（報告）不會

送到法院，說，『今天驗尿方便嗎？』打個問號這樣子。方便嗎？我說方便可

以啊。」（CIV-059） 

    醫療機構為保護病人自身醫療的隱私，並不會將此做為司法判決證據之用，

藥癮者了解後，就不會對驗尿感到懼怕。 

「我們不是因為出事情，被警察抓的時候才來喝（緩起訴個案）我本來之前

來的時候，覺得匪夷所思，如果我採尿的結果，還是有呈陽性反應的話，會

不會就是說通報警察局，我之前還在想說，到底會不會通報，結果其實是不

會的，這只他們的一個作業程序而已。」（AIV-035） 

 

三、遇到性騷擾 



88 

 

曉君喝藥偶而會遭遇男性藥癮者的嚴詞騷擾，發生不愉快的小插曲：「有一

次，一個男孩子帶著他女朋友，然後虧我，他說我很像他那個什麼國小同學... 可

是他旁邊還有帶一個女孩子，就是他女朋友，而且那女孩子她自己也在喝美沙冬

好不好，對啊，他們都大概就是覺得就去虧，他去調戲啦！」 （BIII-079）這樣的

情況屢見不鮮，問到曉君那怎麼辦，還要忍受嗎？她說：「可是沒有來，你會難過

啊，對不對，還是要來啊！」（BIII-081） 

 

四、面對負面觀感與標籤化 

從用藥到喝美沙冬，仍然要面對污名：「其實我覺得台灣美沙冬，好像不是 

任何人能夠都可以接受的，我們都被人家貼上一種標籤。」（BIII-106） 

加上美沙冬的資訊與觀念不普及化，於是別人很自然就會聯想到用藥的緣故。 

「如果人家知道你喝美沙冬的話，就覺得美沙冬是什麼東西？如果知道的人話就

是說，那你一定有吸毒。可是人家不會想，你因為沒有吸，所以要喝美沙冬，一

定是想說你有吸毒所以才喝美沙冬，其實有時候是並沒有吸毒可是要喝美沙冬。」

(AIII-054) 

 

五、我在男女混合支持團體中感覺很怪 

麗玲參與醫院的支持團體，成員構成是屬男女混合團體。她參加原因是因 

為緩起訴，依規定一年必須參加八次的團體支持活動，而其他成員大部分也是緩

起訴個案。 

「那有時候上課也是會碰到有認識的，就覺得喔，怎麼又是你，你也來回籠了，

就很奇怪就對了。」（CIV-046） 

1. 團體進行自由展開： 

團體屬自由氣氛，團體動力由成員展開，沒有限制團體主題，從成員主體出發

的方式，團體帶領者沒有太多主觀涉入。麗玲體驗到團體有心理支持目標與功

用，但有時團體又失焦，他們由此大吐口水，抱怨司法不公的狀況。 

「參加這邊上課，也是聽聽他們的意見，支持我們。緩起訴禮拜四，跟禮拜二

來上課，也是聽聽大家的，他們也是講一些用毒的心路歷程，講一些法律方面

的不公平，講很多這樣子。」（CIV-043） 

2. 因為是女性，感受不自在 

   參加支持團體，麗玲覺得自己是萬綠叢中一點紅，非常的不自在，覺得『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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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令人感到輕鬆的事情。 

「我覺得上課的時候，女生比較少耶，沒有幾個耶，十個裡面大概兩三個。就

覺得怪怪的，我就拖很久才會來上。」（CIV-044） 

3. 她對男性成員意見無法共鳴 

   麗玲覺得身處在幾近男性團體裡，溝通與分享都無法有交集，成員都是以男性

立場角度在看用藥事情，以及其他瑣碎內容，她覺得沒有值得聽取的價值。 

「我覺得他們上課也是嘻嘻哈哈，就是亂扯，也是沒有講到什麼正當的事情。」

（CIV-053） 

4. 她在團體大多沈默，不發聲 

   她在團體裡一直沒有選擇發言，麗玲有可能是不知道說什麼，或是沒有什麼感

想，所以選擇沉默，不表達自己的聲音。 

「我大概都是聽人家在講，我很少（發言），我都是聽他們在發言。」（CIV-046） 

5. 團體帶領者是女性讓人親近 

    團體領導者是女性的緣故，這讓麗玲覺得團體親近許多：「女生跟女生講話，

比較好，問她各方面的問題啊，她仔細一點啊。」（CIV-045） 

6. 團體目標是希望我們變好 

麗玲清楚明白團體進行的目標與最終的立意。 

「上課希望我們把毒品戒掉，緩起訴，政府也是給我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我看他們（成員）的意思，好像緩起訴效果也不怎麼好。因為聽說回籠也比

較多。」（CIV-046） 

 

但對於麗玲來說，她自我對團體的想法是：「就覺得來上課一個鐘頭就是趕 

快上一上，就是滿八個小時，他有什麼課就一定要來上，上了七堂還有一堂。」 

（CIV-053）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研究場域的團體活動對於個人自我瞭解這層面並不

明顯，女性成員在男女混合團體找不到自我位置，她的主體性無法完全的發揮。

Greenfield等人（2007）說明男女在互動形式上是有差異的，男性優勢的父權文化

可能會影響在性別混合團體中的女性。藥癮者對於參加支持團體感想，Neale（1998）

訪問發現，他們可以從團體中獲得對自我的探索與瞭解，能夠真誠的在團體與他

人真誠分享與敞開，互相交換建議與資訊，能夠充權以及彼此以信任的態度交往。 

 

貳、在美沙冬療程之外，對實踐性別角色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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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是來喝一下下的時間而已，就走了」(AIII-003) 

研究參與者離開美沙冬診所後，要面對什麼問題，回到她們生活脈絡發現，

對性別角色實踐造成了影響。 

一、生活穩定，主動關心家庭 

    麗玲早上去工作，下午再來喝藥，她與家庭關係獲得改善，會照顧家裡。 

1. 她與家裡相處變和諧了 

婉婷直言，美沙冬讓她生活回到正常軌道，最多的改變是與家裡關係變和諧。 

（1）不會因為藥癮問題而使家庭失功能 

「像以前沒有喝美沙冬就知道我生活不正常，有時候跟家裡面拿錢，就是要

去拿藥。那現在是完全不會，沒有這方面的困擾。家裡面也會有感覺說你完

全沒有這方面問題。」（CIV-011） 

（2）自我觀感良好，我進步了 

「差不多喝了一個月，我覺得進步的蠻快。」（CIV-019） 

（3）家庭互動和諧，自我掌控情緒良好 

「家庭比較稍微和諧，我脾氣方面就稍微比較好一點，像我以前，我就是沒有

藥，沒有用藥的話，我脾氣不好。那現在都不會了，比較正常，跟家裡面就

是互動，也蠻好的…跟他們互動好很多啦，尤其是我先生方面。」（CIV-012） 

2.找到工作了 

    麗玲經由就業媒合而找到工作，覺得生活踏實穩定。 

「那前兩個月也找到工作了，就每天四小時，做環保資源回收，到就業中心

去找的去登記…好像你就是有工作，心理方面、生活就有重心。」（C I-063） 

3.開始關心家人，分擔家務 

麗玲坦言，對之前性別角色實踐印象是空白的，只能夠顧到自己的需求。喝 

藥之後，會主動關心家裡。 

「以前我就沒有這個心，去關心家裡面什麼事情，都沒有那個心，現在就會

主動關心家裡面，會去幫家裡面做一點事情，以前是完全不會耶，就顧好自

己就好了，每天就是自己去用藥打藥就好了，每天都這樣子啊。啊現在就不

會啦，你就喝了藥之後，就身體方面，就一切 ok 啦，就不會想到亂七八糟

方面。」（CIV-013） 

喝美沙冬之後，多出時間會關心家人，分擔家務。 

「關心先生身體啦，小孩子的工作啊，都會關心啦…藥喝了以後就完全不會

想去用藥喔，那你就很多事情就會要去做了啦，家裡方面就很會做家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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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以前都不會啊。」（CIV-016） 

麗玲所經驗是美沙冬幫助她照顧家裡這一層面。當問到來喝藥是否會與照顧

家裡產生衝突？她很直接反應，單純只是時間調配問題，喝藥時間跟照顧家裡兩

者妥善安排即可。 

「照顧到家裡，是自己要照顧，不是人家要幫你照顧？因為喝美沙冬時間，你

就是要自己去協調啊，什麼時候有空閒。」（CIV-066） 

 

媽媽去喝藥媽媽去喝藥媽媽去喝藥媽媽去喝藥，，，，小孩誰顧小孩誰顧小孩誰顧小孩誰顧？？？？ 

    但曉君和麗玲卻深刻體驗喝藥與照顧家裡交融的生活樣貌，尤其是思考到母

職這樣共同的生命經驗，兩人的因應策略有所不同。 

「像有時候來喝的時候，外面正好坐一排來看門診的人，人家一定會這樣看，

那之前剛帶他（小孩）來喝的時候，他還很小抱在手上，人家還是會這樣子

看，我就是不管人家看，我就這樣喝了我就走。」(AIII-037) 

她們兩位本身都有一到兩歲的小孩，要想辦法兼顧到母職角色，於是各自發

展不同的策略，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曉君和麗玲發現也有女性帶小孩一起來，喝

藥也得要顧小孩這樣深刻的生活圖像，能夠感同身受。 

「我來喝藥，我誰也不認識，頂多我看到有一樣也是媽媽帶小孩的話，會跟

她的小孩玩一下而已。」(AIII-059) 

 

「我看到也是有很多人都會帶他的小孩子過來耶，或是帶孫（台語）來，因

為就是沒手腳（台語），沒有人手。」（BIII-067） 

 

二、曉君喝藥，請家人幫忙顧小孩     

曉君自我意識到帶小孩來美沙冬診所，要面對他人觀感這件事情：「有時候（小

孩）帶到這邊，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BIII-067）她的解決方式是去喝藥的時候，

請家人幫忙照顧小孩：「有時後我出來喝藥，我都（把小孩）交給媽媽。」（BIII-065）

如果是與先生共同來喝藥，已經培養了一種默契： 「我跟我先生來，就是我抱他

去喝，他喝完換他抱，我去喝這樣子，其實已經有默契啦。」（BIII-068） 

 

喝藥喝藥喝藥喝藥、、、、顧小孩顧小孩顧小孩顧小孩、、、、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兼顧家務兼顧家務兼顧家務兼顧家務 

曉君是家中經濟主要生產者，所以喝藥、工作、照顧小孩、家務這四件事都

存在生活裡，大多時候都是小孩請先生幫忙顧。「我老公她會幫我顧，時間上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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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要去調配。」（BIII-093）  

    「我的工作是下午三點，大概一點起床，上班以前，來這邊喝一下。小孩子

拜託我先生幫我顧一下，因為他腳受傷，他沒辦法工作，所以我是家中的經

濟支柱。」（BIV-001） 

曉君是這樣的家務分工想法：「因為他（先生）負責帶小孩，我都負責洗碗啊，洗

衣服，拖地啊。」（BIV-005）她一天的樣貌，工作前先去喝藥，回家做家事以及照

顧孩子。 

「其實我（下午）三點出去，我11點下班，我回到家大概已經十一點半了，

或是十二點了。我會先把衣服洗起來，然後丟到洗衣機裡面，忙到大概快一

點，我還要洗澡，之後快一點多，才上床睡覺，有時候小孩子都沒睡覺，就

是大概三四點才睡，我要陪她。」（BIV-008） 

 

    曉君除了擔任母職角色，還需負擔家庭經濟再生產的角色。但她對於性別角

色自我價值認同，還是以照顧家庭為重，對於輕忽母親職責而感到自責：「我覺得

我對我女兒蠻虧欠了，因為我要工作，所以沒辦法就是常常陪伴在她身邊。」

（BIV-084） 

 

三、婉婷獨自帶小孩來喝藥 

    婉婷將母親帶小孩這樣的母職樣貌，內化成生活的一部分，她認為，喝藥沒

有辦法，只好把小孩帶到身邊。 

    「我這樣帶他（小孩）來，喝完就走了。反正就如果我在做什麼，他就跟著

我在做什麼，他就在我旁邊。一年 365 天，他都跟我在一起。」（AIV-010） 

 

沒有人知道我喝美沙冬沒有人知道我喝美沙冬沒有人知道我喝美沙冬沒有人知道我喝美沙冬，，，，沒有人可以幫我顧小孩沒有人可以幫我顧小孩沒有人可以幫我顧小孩沒有人可以幫我顧小孩 

1. 婉婷獨自照顧小孩，沒有家人幫忙  

    婉婷雖曾想過，來喝藥可以暫時讓媽媽顧一下，但考慮到家人不知道喝藥這

件事情，自己承擔即可，不用擴及到家人，讓他們擔憂。  

「我媽媽也可能沒有辦法幫到我什麼，如果說我來喝美沙冬，她幫我顧一下

小孩，這是 ok 的。可是我來喝的時候帶他來，對我來講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我就是來喝一下，這樣就走啦。所以我覺得不如不要講，講的話反而讓他們，

好像第一個擔心越多，想越多，不如不要講，我覺得事情會比較單純化一點。」 

（AIV-006） 

2. 隱瞞家人，我用工作這個謊言來喝美沙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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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婷以從事經濟再生產活動這樣正當性理由，隱瞞她來喝藥這件事情。這是

在自我決策下，評估之後以最有利的途徑來進行。 

「我來喝美沙冬啊，我都會騙他們說：沒有在用（藥），（我）在工作，所以我

每天都要固定這個時間出來，然後喝完美沙冬後，我就在外面晃晃晃，晃...

晚一點時候才回去。」(A I-022) 

    她獨自負擔工作本應獲得的經濟再生產報酬，來回折返美沙冬診所的開銷， 

造成積蓄的折損。喝完藥後在外面閒晃很久所產生的時間消耗，如這些時間成本

換算成金錢價值，所付出的更大。 

「可是我現在也很努力的存錢，因為我怕這樣子，我從去年八月份就說，我

在外面工作。到現在，我每個月就在外面晃來晃去，車子這樣開也是要保養，

輪胎磨平了也是要換，這些東西花錢都是支出，加油是不是錢耶。」(AIII-029) 

 

帶小孩來帶小孩來帶小孩來帶小孩來喝喝喝喝美沙冬美沙冬美沙冬美沙冬，，，，更累人更累人更累人更累人 

    婉婷雖然認為帶小孩是自己分內的事情，但是深夜回到家時，一身的疲憊感

受到喝完藥後，帶孩子在外面真的是很累人的事情。 

    「所以喝完的時後，我就必須要到外面溜達這樣子，晃晃晃...，好像要把自

己搞成很忙很累這樣子，其實並不累。有時候太晚回去，你在外面晃的時候，

然後又帶他（小孩），累啊是因為這樣子有沒有，回去才讓人家感覺你真的

好像工作很累，其實事情並不是這樣。」（IV-008） 

 

潘淑滿（2005）指出，在「成為母親」是大多數女性共同的生命經驗，但是

在「實踐母職」的歷程與內涵卻又有著明顯的個別差異。從兩位年輕母親可以發

現，曉君肩負生產與再生產的性別角色，但她仍然感受喝藥或是工作時，無法兼

顧小孩，不得已選擇替代方式時，自我看待仍有失母職責任。婉婷表面上維持生

產與再生產的性別角色，但仍須承受自我消耗代價，唯一讓她安慰是做到母職的

實踐。 

 

四、美沙冬到底要喝多久？性別角色實踐越顯尷尬  

    研究參與者都認為立意良好的美沙冬，可以讓她們解除戒斷不舒服的狀況。

但在社會功能方面，對於性別角色的實踐，反而造成了一個窘境，她們就必須做

好妥善安排，包括照顧家裡（小孩）、工作以及喝藥這三件事情。時間越久，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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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疲憊狀態，變成解了一環又扣一環的狀況。  

1. 喝美沙冬是權宜之計 

婉婷表明是不得已選擇美沙冬，有些無奈的情緒在。喝美沙冬是顧到性別角

色的權宜之計。與自己買戒藥相較，因為考慮到照顧自己及小孩的問題，所以沒

有辦法一勞永逸的自行戒藥。 

「那如果說你自己到藥局啊，買那種解藥，戒藥啦。頂多七到十天就戒起來

了，可是那幾天真的日子會很難過，很難熬啊。因為藥量也蠻重的，吃戒藥

可能你的小朋友也沒辦法顧，因為自己可能都沒有辦法顧好自己。我的狀況

目前來講，我只能選擇美沙冬，如果我要選擇戒藥的話，我必須要找一個情

況說，我可以不要回家，他們也不會發現說我那種症狀，就把他完全根除這

樣子啊，我到目前為止，我還想不出什麼方法，那誰可以照顧我自己，沒有

啊，所以我只好選擇美沙冬啊。」（AIV-043） 

     曉君也說明，與戒藥相比，美沙冬至少可以讓生活維持正常。 

「我覺得用美沙冬之後，生活比較正常，你可以去外面工作。吃藥包好了，

你就是在家裡睡覺看電視，沒辦法出門，因為全身會軟綿綿的，酸痛無力，

沒辦法出門。」（BIII-058） 

2. 美沙冬到底要喝多久？ 

   婉婷提出究竟美沙冬還要喝多久，這樣沒有答案的命題，造成她的緊張與壓迫

感，要喝多久，就得讓這個謊言繼續騙下去。 

「（語氣激動）我就不知道我要喝多久，對不對，如果我喝三五個月，我有來

的時候，啼藥的那些症狀就不會出現，那我沒有來喝的話，啼藥的症狀就會

出現，喝美沙冬就是這個壞處在這裡。你不知道你要喝多久，藥量可以一直

降，可是那很久耶，可能半年一年。」(AIII-041) 

 

「因為現在變成說，如果我不來喝美沙冬的時候，我這個謊話，就縱使我已

經不想說這個謊話，可是變成說不行，因為我要來喝美沙冬，所以這個謊話

必須得要繼續延長，繼續騙下去。」（AIV-004） 

 

曉君覺得每天這樣喝下去不是辦法，美沙冬本來是讓生活可以回復正常，但

一體兩面，也對生活造成了困擾。曉君因為現在的工作是屬兼職，可以彈性調配

時間，喝完藥再去工作。但她想到，如果是正職工作，時間就沒辦法運用得宜，

於是影響找工作的適配性：「每天這樣喝，很多工作都不能去做，譬如說你要看醫

生，要請假是不是。」（BIII-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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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每天都要安排一個時間喝，我覺得很麻煩，還是趕快戒斷這樣子，自

己就是生活可以正常一點，每天來喝我覺得這樣子沒有意義。你要喝多久，

是不是，我現在已經開始慢慢減量了，我想說趕快把他就是戒掉，不要來喝

了，因為我覺得這是浪費時間，多餘的。」（BIII-094） 

 

參、喝藥形象與性別角色內涵不一致 

從上述日常生活片段可以發現，曉君和婉婷勢必要因喝藥而做出一些調整，

不論是與家人協商幫忙照顧小孩，還是選擇編造理由，獨自帶小孩。但華人心理

對於性別傳統角色規範，「好女兒、好妻子、好媳婦、好太太」這樣主觀認知，在

社會處境下的女性藥癮者，面對這樣價值的挑戰，可以察覺性別角色價值觀與意

識形態在重要決策時刻時，或是後來自我反思時，影響著她們。 

一、努力維持一個好女兒，不讓媽媽失望 

婉婷的媽媽肯定有工作的女兒，為了要維持認同與觀感，讓媽媽放心，她更

不敢透露任何半點實情。 

「像這個（美沙冬）就不能讓我媽媽知道，我媽媽一定會覺得，（語氣停頓）

怎麼講，因為我（哽咽）媽媽一定會想說，有工作的時候，至少有一個寄託。

如果她真的知道說，沒有工作的時候，她一定會開始胡思亂想的。」(AIII-030) 

 

二、怕婆婆知道，不能諒解媳婦來喝美沙冬 

婉婷絕口不提自己之前用藥的狀況，盡力做一個好媳婦的本分，不讓他人誤

會。婉婷擔心婆婆對美沙冬資訊不甚了解，會自我解讀與誤解，連結美沙冬與用

毒的關係，而視她為一個吸毒的媳婦。如果婆婆有天知道，即使跟她解釋，美沙

冬可以解除生理的渴求，就不會再去用藥，還是可能一個有理說不清的狀況。 

「我覺得喝（美沙冬），這推廣並不是說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天，萬一不小

心我婆婆知道了，她對這方面知識是完全一無所知的，她一定會把那個（美

沙冬）跟那個（用毒）連在一起，縱使今天我再怎麼樣做解釋，其實是沒有

用的，所以不如她乾脆也都不要知道。」 (AIII-053) 

    面對家人可能對美沙冬疑惑或有錯誤認知時，劉明倫醫師（2009）實務上觀

察到，有些家屬會認為美沙冬替代療法，只是換一種毒品而已。由於社會大眾對

成癮者的負性刻板印象，導致許多成癮者的家屬對參與替代療法有所懷疑，而成

癮者有動機想服用美沙冬，但家屬認為只不過是換一種毒品而已，責備成癮者自

己沒有意志力才戒不掉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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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要怎麼跟家裡人講你來喝藥? 

    婉婷指出一個很艱難的社會處境，她是以編造謊言這樣的方式來喝藥，但對

於他者又要怎麼辦呢？非常兩難的困境，是否決定告知家人，但是告知以後，家

人是否可以接受和接納才是關鍵。 

「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這個角色，我就會覺得說，你每天出去，在固定

的時間出去。你在做什麼？我覺得不一定每個人都有像我這樣的謊言說，我

出去工作這樣子，不見得每個人一定可以出去做像這樣的事情。好妻子，好

母親，好角色，這個其他人要怎麼去講那個謊言對不對？」(AIII-003) 

2. 娘家人可以接受，但婆家人呢？ 

    媳婦是以一個外人的姿態進入婆家，雙方面都必須溝通澄清彼此的價值與期

待。但媳婦與婆家提出喝美沙冬這個要求，比較有失常理，所以婉婷會傾向於認

為，與娘家人比較，婆家人根本無法接受。 

「家人不可能接受這件事情，除非是娘家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婆家不可能

接受，因為婆家她自己的兒子怎樣，犯一百個錯都無所謂，沒有辦法比，我

們犯一個錯。那如果說娘家的話，我可以直接跟我媽媽講，可能跟我媽講是

因為戒斷的關係，絕對不可能講，那是之前有用的關係，可能也是要講一個

謊言這樣子，可是這樣我媽媽可以接受啊！那你說在婆家那可能啊？一定有

在做什麼壞事情，沒有在做什麼，要不然哪有可能這樣。就想一個很正常的

原理，我今天不是她女兒，她不可能用那種心態來對我。」(AIII-004) 

為什麼婆婆與媳婦之間有個無形的芥蒂存在，婆婆在心態上無法接受媳婦違

反常理的行為。孔祥明（2001）解釋，婆婆從年輕媳婦到熬成婆婆，兒子一直以

來就是自己最真實的情感寄託，也是最重要的生活依靠。這種因文化結構限制而

更形強化的母子連結，不但造成婆婆對兒子的絕對偏袒，更對婆媳關係而言成了

一大致命傷。 

 

三、好太太的戒慎恐懼，婚姻可能不保 

婉婷的先生在結婚之前就認為她戒藥成功，如果知道她來喝美沙冬，就知道

後來她又開始用藥了，那麼對他們的婚姻，將會掀起一場不小的風暴。 

「害怕他（先生）知道，我都跟先生說，『我沒有了』『我沒有在用了』你知

道嗎？那如果說讓他知道在用的話，可能我婚姻也不保了。」(A I-020) 

 

四、好媽媽的價值讓自我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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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藥時即使家人能夠幫忙照顧小孩，回歸到家庭主要照顧者這個角色，曉君

仍覺得無法全心照顧小孩，自我認為不是一個合適的媽媽，讓她很不好受。 

「每天都要來這邊喝，都要把小孩子放著，好像很沒有責任耶。帶來這邊又

怕被人家笑，自己大人還喝，還帶小孩子過來這邊來喝，不好。」（BIII-092） 

 

五、家人希望戒掉美沙冬，期待變成沉重壓力 

    麗玲與家人相處互動中，他們都透露出希望麗玲可以慢慢減少劑量的方式，

而最終達到戒掉美沙冬的目標。久而久之，他們也會疑惑麗玲為什麼一點都減不

下來。這讓她有時還是感到壓抑與焦躁，關於減量這件事情，感到無法說服家人，

這樣的壓力讓她喘不過氣來。而事實上麗玲因愛滋感染原因，無法順利減少劑量，

但無法告知家人內情。這樣雙重的負擔，家人無形中的期待，與隱瞞感染事實，

讓她更感沉重。 

「我覺得這一輩子，就是感覺對我這個家沒辦法交代，我娘家沒辦法交代，

還有跟我現在這個的家沒辦法交代，因為小孩子也知道我再用毒品啊，也知

道我在喝美沙冬啊，他們也是在鼓勵我喔，你喝這美沙冬也可以慢慢減啊，

他們說你為什麼一直沒有減下來？」（CII-033） 

 

小結 

    女性藥癮者生活關係裡，總是充滿對他人承諾的責任。好女兒、好太太、好媳

婦、好媽媽，性別角色的價值在人際關係中被定義化約而成規範。在這樣社會認

同的脈絡下，女性因為用藥行為，打破了社會期待女性在關係中扮演照顧者角色，

她所承受被社價值放逐的苦痛與內在衝突。而喝美沙冬後，卻也與性別角色對立

又相容，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生活樣貌都可以發現，她們很努力在喝藥與性別角

色都能平衡的雙贏局面。而從兩位剛轉換到母親角色的受訪者，她們生活的樣貌

描繪了母職的負擔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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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她們的懷孕經驗與對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需求她們的懷孕經驗與對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需求她們的懷孕經驗與對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需求她們的懷孕經驗與對美沙冬替代療法的需求 

    前文提及研究參與者必須平衡喝藥與性別角色兩者。但本節討論他們在懷孕這

個生命歷程上，麗玲短短陳述：「（懷孕）那段時間，我也是斷斷續續有在用，也

是有怕傷害到小朋友，其實我生那個第一個小孩的時候蠻幸運的，都很好，生出

來都蠻健康的。」(C I-018)。但事實上，後來麗玲才說道更深的感受： 

    「懷那十個月的時候，心情怎麼講，就是他有家庭，我那時候心裡不怎麼平

衡，常常也是去找朋友，也是會偷偷去用，可是用完了就很後悔，萬一小

孩子會怎麼樣的話怎麼辦，但是還好我每個月去產檢的時候，一切蠻正常

的。」(C I-018) 

她用藥之後非常不安，直到產檢確定正常後，既害怕又無法追悔的情緒才得到釋

放，可以發現懷孕的女性藥癮者在用藥後，幾近要面臨內心充滿掙扎與恐懼的處

境，與害怕嚴重的後果。 

 

壹、女性藥癮者的懷孕經驗 

一、要生小孩，被發現就完蛋了， 

女性藥癮者已婚又正逢生育年齡，婉婷剛好是這樣。當她面對家人期望，希

望能為孕育寶寶做準備，她被迫面對生命週期的轉變-懷孕的議題：「我們已經結

婚一年了，決定說可以生小朋友了。」(A I-019) 但她還有一件事要去面對，要如何

解決還在用藥的問題？內心存在著害怕被發現的恐慌。 

「因為我是跟我先生講說我沒有用，他問我說，『有沒有再碰』，我跟他講說，

『沒有』，我心裡想說，糟糕，完蛋了。」(A I-019) 

 

二、懷孕前的煎熬-戒藥 

    婉婷的生育決策是先去戒藥，她形容戒藥的過程時，語氣高亢且激動，像是

說你真的無法體會那是有多痛苦的情境：「那個時候就是去西藥房買，人家說戒毒

的那種藥就對了，他不是說每間西藥房都有賣，就是吸毒的朋友口耳相傳的…吃

那種藥就是你會昏睡，你大概吃個七天左右就ok了。我就想說，真的熬過這七天

就好，我一直跟自己這樣講，不要讓我媽媽知道。」 

 

媽媽的韌度與勇氣媽媽的韌度與勇氣媽媽的韌度與勇氣媽媽的韌度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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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婷說讓她願意戒藥的動機是小孩，支持她撐過那痛苦非常的七天：「平常你

說要戒藥的話，可能很難啦。那個時候我覺得應該是他（小孩）影響我就要去做

這樣子行為。」(A I-019) 

 

三、懷孕初期充滿危險-安胎 

    婉婷回想，懷孕初期遇到非常棘手的緊急狀況，任何一個懷孕的媽媽都會嚇

到吧！這樣一個驚魂未定的經驗。 

「我那前四個月的時候，都在出血啊，我打給我先生講，說我不舒服的時候。

喔那真的還有兩次血崩，睡覺起來上個廁所，坐的時候，一起來哇，那個血

就這樣噴出來。我當下拿一大堆衛生紙，把下面墊著，趕快拿手機，跟我先

生講，我可能會昏倒，你趕快回來啦，我先生就趕快開車子回來，就載我去

醫院。」(AIII-039) 

但婉婷會不自覺認為是自己以前吸毒的關係，才造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人家通常安胎要安三個月吧，我到四個多月的時候還要安胎，醫生叫我不要

太累，我說沒有太累，我整天就這樣在家裡，我房間在二樓，只是走樓梯，我

很累嗎？我就想說，是不是跟我之前吸毒有關係。」(AIII-064) 

 

四、一邊懷孕，一邊用藥，身體是火爐 

    曉君在懷孕週期間仍持續用藥，她形容這樣熱的像火爐的感受。 

「（懷孕）還是有在用（藥）啊，只不過用的比較省，一天打一次而已，沒有

打全身會發熱，會很熱很熱，冬天還會很熱很熱，而且會流眼淚。懷孕的時

候，體溫就會比較高，我那時候已經上癮了，身體會很熱。我睡到一半的時

候，自己會醒過來，因為難過、難受，身體會一直熱起來。」（BII-064） 

為什麼你懷孕還要用藥？曉君要面對社會價值觀感的批判及否定，她直述，當面

對生活中的衝突，自我情緒無法調適情形下，就會去用藥：「我那時候跟我老公吵

架，因為懷孕的媽媽心情會比較沈悶，比較容易發脾氣，幾乎兩三天，我們就大

吵一次。我那時候心情不好，我就會去打海洛因。」（BII-029）她知道懷孕用藥會

造成一些不好的結果，但是當內心深層未解決的、壓抑的情緒翻湧而上，別無選

擇而去用藥。 

    「（我）是一個孕婦，我快要生了，對，我也知道我是孕婦，我玩毒品是不對，

可是我沒有地方去發洩，那種心情你知道嗎？很沮喪很沮喪那種心情。因

為我那時候，他（先生）還會動手打我，對啊，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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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我不應該就是跟他頂嘴啦。」（BII-076） 

 

我身上背了一個球我身上背了一個球我身上背了一個球我身上背了一個球 

    懷孕對於媽媽來說應是洋溢迎接新生命的喜悅，但對於曉君而言，卻是非常

痛苦的夢魘：「有時候跟他吵完架，我身上背著球，沒有地方發洩，我就會想要去

用毒品，我的感受就是說，那時候身上背著球，出門都是很不方便，我只能靠毒

品來發洩，那時候的心情，因為我又不能夠喝酒。」（BII-031） 

 

我怕生出一個畸形兒我怕生出一個畸形兒我怕生出一個畸形兒我怕生出一個畸形兒 

Finkelestin（1996）觀察到，雖然新生兒的誕生提供女性藥癮者展開一個新的、

照顧的關係，但在這期間日以月增對於胎兒是否健康的害怕和焦慮。還有他者對

藥癮媽媽的社會烙印與批判，女性藥癮者自我也會產生愧疚感。曉君恐懼著會生

出一個畸形兒的小孩，曾動過想拿掉的念頭。 

「有時候想拿掉，可是我覺得小孩子她是一條生命，又很捨不得，害到小孩子

啊。假設小孩子他是一個畸形兒，因為經濟，我們絕對養不起，真的，譬如

說他有什麼病變，我們真的養不起，只好送給人家，人家對方他會接受嗎？

三四個月，我知道我可能打算把她拿掉，因為那時候還小…」（BII-078） 

而曉君意識到，也願意正視自己用藥會傷害到體內胎兒的事實，並從而覺醒。 

「之前比較矇矇懂懂，那時候我好朋友的老婆，懷孕的時後邊用邊打，用的

很厲害，一天打兩三次。我那時候用的沒有她那麼多，一天一次而已。他

老婆懷孕打海洛因之後，孩子生下來會流眼淚，大概在三個多月，常常送

醫院送急診。聽到的時候自己有覺醒了。怕到時候我會害到小孩子。」

（BII-040） 

 

五、做繁複產檢的諸多折騰 

1. 請你接納一個吸毒的媽媽 

曉君希望產科醫生除了對懷孕健康照護的諮詢外，還能夠給予她們心理支

持：「我希望他能夠鼓勵我，『啊都快當媽媽了，不要再用了！』，或許這句話我聽

不下去，可是我很怕說，醫生知道我在吸毒的時候，用那種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我，

因為我自尊心比較強。」（BII-053） 

2. 焦慮生出一個有問題的小孩，做了更多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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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婷為了要安撫自己的不確定感，於是一直做檢查，想確定小孩沒有問題，

她能夠安心：「我那個時候就擔心，我這樣用藥會不會傳染給小孩？你知道嗎？我

懷孕的時候，去檢查的時候，做多少檢查？」(A I-039) 

「怕生出一個有問題的小孩，我不能做羊膜穿刺，因為羊膜穿刺是高齡產婦做

的。就唐氏症篩檢的時候，抽母血去檢驗，檢查而已。然後五個月的時候，又

到什麼○○醫院，做高層次超音波，就看小孩子頭啊，大腦的發育有沒有正常？

那高層次超音波真的很厲害，什麼骨頭啊，什麼幾根幾根全都照出來，平常超

音波照不出來的耶，高層次超音波全部都照得出來。腦啊，腦幹裡面什麼什麼，

都照的清清楚楚，知道你有沒有問題，可是那要另外花費。」 

 

六、媽媽獨自承擔害怕孤單的情緒 

    婉婷回憶起自己面對懷孕的未知－是否是一個手腳健全的孩子，沒有人可傾

訴煩惱，關於這樣的不確定感獨自承受：「我那時候擔心，我跟我先生沒辦法講的

耶，我不能跟我先生講說，我到底用，吸毒吸到怎麼樣的一個程度（激動），我怎

麼講，用到怎樣境界，是不是這樣？不可能跟他講的。」(AIII-036) 內心有很多想

像，害怕家人會無情的指責。 

「那時候到我要生了有沒有，其實我還是一種很害怕心理，可是我跟我媽媽

也沒辦法講，因為如果我跟我媽媽講的話，我媽媽會跟我講，這是我自己種

的因，我自己要去承受這個果。」 

曉君描述了懷孕時期沒有得到家人關心與支持，非常孤單無助的心境。 

「那時候我都會腰酸，腰都會很重，女孩子懷孕大概七個多月，直到生那一

陣子最辛苦，你都要側睡啊，很多行動都不是很方便，其實那時候我先生都

常常（出去），就是我一個人在家。我一個人在家很孤單，很寂寞，很無助，

我懷孕的時候，我爸爸我媽媽，我妹妹都幾乎不曾關心過我，可是我自己會

就是去買一些什麼水果啦，鮮奶，就是果汁來喝，就是進補，我知道我女兒

太瘦了，我要多吃一些東西。」（BII-042） 

婉婷描述為了安撫自己內在對於胎兒的虧欠，於是藉由吃的方式來填滿自己

被自我責難的匱乏情緒。 

「那時候就很茫然，人家說怎樣就怎樣就對了。就會一直吃，就一直吃，我覺

得那是一種好像，心裡就覺得說愧疚吧，還是怎樣那種心態，就好像用這樣

子去吃來安慰自己，至少他如果缺少這樣的話，我現在猛吃好不好，至少我

覺得可以交代，不會說到那麼嚴重的程度。」(AIII-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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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媽媽與寶寶幸福的連繫 

    即使孩子還未成形，但藥癮媽媽會與寶寶之間存在著更深的連結，寶寶成為

媽媽心理的重要支持，陪伴著媽媽。婉婷這樣描述。 

「那時候我等到都沒人的時候，我先生也不在的時候，我自己就會摸著我的

肚子，然後跟他講話。可是我覺得講的話，有時候就是自我安慰，因為也不

知道他到底聽得到，聽得懂還是，我就跟他講說，其實爸爸跟媽媽是愛你的

啊，我希望說，你生出來的以後是健康的，那我真的我也很愛你啊，也不要

說你不健康，這樣子媽媽怎麼辦？」 

曉君更精準的形容寶寶給他的回應：「其實一直到小孩子會踢我，我才徹底的

覺悟…踢動，用腳踢我，那是一個小生命，我不可以就是再這樣子害他了，六個

多月了。」（BII-041）與曉君談話，她第一次用「幸福」這樣的字眼描述與女兒連結

的內在感受。 

「幸福的，很真實的幸福，那時候我先生他都常常不在我身邊。我懷孕的時

候，每次心情不好，我會去公園對話，就是摸著我的肚子跟她講話。『你要

乖，要聽媽媽…』，類似這樣子的話。」（BII-046） 

 

八、健康的孩子足以讓媽媽喜極而泣 

    藥癮媽媽初見到自己孩子，健康的、平安的，比一般媽媽會更有多的感動，

終於可以放心了：「生出來的時候，因為我是開刀生的，然後那醫生一抱給我看的

時候，我一看到他（小孩）樣子的時候，我那時候，就真的就眼眶就紅，我就覺

得喔，真的當媽媽那種感覺…有那種喜悅的心情。」(AIII-038) 

 

九、希望孩子頭好壯壯長大 

    婉婷注重孩子從出生嬰兒時期到兒童早期的生理成長與發展，於是盡力讓孩

子發育良好，給予孩子營養的保健食品：「花這些錢，我覺得心裡安慰，就想說，

他如果怎樣的時候，至少我覺得我後緒應該做的，我已經做了，他如果真的怎樣，

我也沒辦法。」(AIII-047)。她花這些錢一點不感心疼，只希望孩子健康長大。 

     「他剛生出來那時候，都會買益菌那種東西，那個彼菲德氏菌、咀嚼錠，其

實太多名詞了，你去藥房買250顆八百塊這樣子，一天吃六七顆，總共買

六種給他吃。到現在他就是當糖果在吃，像電視有廣告WAKAMODO是不

是，他那麼小就吃小孩子吃的，嬰兒吃的，純粹就泡在開水裡面，那很難

喝有藥味，硬把他灌，他吃過很多啦。」(AIII-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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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的女性藥癮者是怎樣百迴百轉來到美沙冬診所，她們內在想些什麼，曉

君的例子子，一定要喝到美沙冬是她的想法： 

「我們沒有那個經濟說每天這樣子打打打，因為小孩子要出生要花很多錢，

我們已經負擔不起了，所以才會就是想來這邊喝藥，我怕說再打下去，會對

小孩子不好，這是我害怕的地方。」（BII-071） 

貳、懷孕女性進入美沙冬的需求 

 

「我有跟護士小姐說我懷孕了。我有去檢查，我懷孕已經大概三個多月了，我

有問小姐說，『我懷孕了』，她說我要每天固定來喝，...要我不要再打藥，這

樣子對小孩子不好。」（BII-024） 

 

喝美沙冬無意中懷孕喝美沙冬無意中懷孕喝美沙冬無意中懷孕喝美沙冬無意中懷孕 

 

「其實我懷孕，前三個月我MC都有來，我是無意中懷孕，早在三個多月，想

吐。美沙冬喝完之後，全部都吐出來，醫院門口，我那時候我在○○（美沙冬

診所）那邊喝美沙冬。」（BII-023） 

曉君懷孕了來喝美沙冬，這樣的生命經驗非常獨特。她挺著肚子已經很不舒

服，還要面對他人觀感，曉君知道，「那時候已經懷孕了，大概六七個月，可是我

又穿那個衣服很鬆很鬆，很鬆的衣服，看不太出來…他是覺得很好奇，為什麼懷

孕了，還要來這邊喝。」（BIII-079）即使這樣，飽涵社會價值的眼光，還是讓她倍

感壓力。 

「我的印象是懷孕的時候，肚子很大對不對，很多人都是一直看我。他們認

為說，你是當媽媽的，你還在喝美沙冬，而且問我說，『你幾個月了』，我都...

我的臉很想往那個，往地上鑽，真的耶。」（BII-077） 

一、鼓勵懷孕女性改以服用美沙冬，不要施打海洛因 

婉婷提到其他懷孕女性的經驗，「聽朋友講，來喝美沙冬時候看到一個大肚子

的（台語）來喝美沙冬，他就很好奇問說，『你大肚子來喝美沙冬沒有關係嗎？』

她說：『醫生說沒有關係』」（AIV-034）。 

婉婷的困惑是懷孕到底能不能喝美沙冬？曉君無意中懷孕，懷孕初期個管師

有提醒她還是要來喝美沙冬。但婉婷關注的問題是，很多女性藥癮者可能不知道

懷孕還是可以喝美沙冬，這樣她可以避免持續用海洛因傷害到胎兒，婉婷覺得這

個資訊是必須觸及到女性藥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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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懷孕的時候，如果來喝美沙冬，不會影響到小孩子，其實我也不知道

到底真的假的？對女生來講是需要的，因為有些女生懷孕的話，她不知道，

她一樣照樣施打，小孩子生出來，會有那些症狀出來。我覺得應該提供這一

方面的資訊。或許會讓一些，正好她懷孕的時候，她還在施打的時候，她能

夠停下來。」（AIV-034） 

    研究者所在美沙冬診所場域有提供美沙冬替代療法說明單，內容資訊有：美

沙冬解釋、替代療法名詞釋意、服用美沙冬的好處、服用之後可能發生的副作用、

以及來就診注意事項等。並沒有特別有關性別的陳述，有關懷孕婦女是否得喝美

沙冬這樣的說明。 

「一些好像喝美沙冬必需要知道的常識，孕婦其實也是可以來喝的，對於喝

美沙冬，不會造成其他一些負面影響，我覺得副作用，還是要推廣這一些。」

（AIV-057） 

    婉婷有提到這樣的資訊是否有鎖定目標族群，傳遞給她們知道。除了美沙冬

診所外，該如何觸及她們的問題：「那也是她要有來這邊看門診，要不然的話，應

該好像她也不會知道。」（AIV-034） 

研究者有發現到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美沙冬門診，有特別考慮到懷孕藥癮媽媽

的需求，而設計「鴉片藥癮的懷孕婦女」的單張說明單，首先柔性勸導懷孕藥癮

女性顧慮胎兒穩定，選擇美沙冬替代療法，它說明：注射海洛因時，會造成濃度

不斷波動，子宮內的胎兒亦體會到母體的鴉片類戒斷症狀。美沙冬反而會提供胎

兒穩定的藥物環境。所以如果情況許可，請優先尋求美沙冬替代療法以治療鴉片

類藥癮的懷孕婦女。說明單列點解釋懷孕婦女接受美沙冬療法的優點；與懷孕婦

女接受美沙冬療法的缺點。特別的是，為了讓接受美沙冬治療的懷孕婦女能夠安

心，有一項是說明：目前仍沒有與純美沙冬有關的胎兒異常病例。其他就是美沙

冬療法建議，指出患者所需的美沙冬劑量常於懷孕時增加（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2008）。 

 

二、優先給懷孕女性美沙冬替代療法名額，接受治療 

因衛生署疾管局補助名額限制的關係，於是醫院超過預收個案，達到飽和就

不再增收個案，必須靜待排隊候補。可以想見，當時已懷孕的曉君壓力有多大，「我

都會跟她講，『爸爸媽媽對不起你』，我那時候我會有罪惡感。」（BII-068）因為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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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沙冬，所以只好繼續打海洛因，除了經濟來源外，還需擔心會影響到胎兒異

常的問題。 

 

我是孕婦我是孕婦我是孕婦我是孕婦，，，，而且快生了而且快生了而且快生了而且快生了，，，，不能夠插隊嗎不能夠插隊嗎不能夠插隊嗎不能夠插隊嗎？？？？ 

才只是去年（97 年）初發生的事，曉君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她遇到這樣求

助無門的狀況。她懇求說著，這樣令人不忍的生命情境。「我那時候跟裡面的人講

說，我要一個（名額）。她說要等，『額滿了，額滿了。』很沮喪啊，我說，護士

小姐，『我是孕婦，能不能拜託通融一下』。」曉君害怕這樣繼續下去，很有可能

生下一個畸形兒，可以想見她當時的精神壓力有多大。而她回顧此經驗，覺得醫

院沒有優先考慮，顧到她是孕婦這樣的需求，足足等了 45 天才得以喝藥。 

「我要等那麼久，我怕我再打下去，小孩子會變成畸形兒，我很害怕，這是我

害怕的...地方。其實這邊，我是產婦對不對？可是他們就是說還是一樣照排

的，可是有時候你要體諒到，可能兩個月去打，小孩子會不會變成畸形兒，是

不是，我覺得這個地方做的不夠好。」（BII-069） 

曉君希望醫院的作法是，能夠先體諒她是一位孕婦，優先給她一個名額，接受治

療。 

「為什麼我那時懷孕的時候，不能夠就是，...怎麼講就是說，不用、不要等那

麼久，因為我覺得，我怕說我再打下去對小孩子不好勒，不能夠插隊嗎？，我

是孕婦了，而且快要生了。」（BII-068） 

研究者發現台南永康榮民醫院美沙冬替代療法中心，除了針對服務對象說明

外，他對於優先收案條件詳列：1. 曾經嘗試別種戒癮治療方式無效者、2. 孕婦、

3. HIV（＋）者。可以發現到有關注到懷孕藥癮女性需求，而特別讓其優先進入治

療（台南永康榮民醫院，2009）。 

 

三、關懷懷孕媽媽喝藥狀況 

曉君提到自己懷孕喝美沙冬的經驗，還好有個管師的關懷，讓她心理得到支持。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很無助，反而是那個○小姐（個管師）給我關心，真的讓

我有勇氣來這邊喝藥，應該是她（孕婦）比一般人都更需要關心和溫暖。」

（BII-116） 

 

孕婦來喝美沙冬需要多大的勇氣孕婦來喝美沙冬需要多大的勇氣孕婦來喝美沙冬需要多大的勇氣孕婦來喝美沙冬需要多大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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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君覺得孕婦要面對他人異樣眼光，而最需要的是鼓勵與支持她，持之以恆 

每天來喝藥。 

「應該是關懷吧，其實孕婦來這邊喝，比一般人自尊心還需要更強。畢竟你

挺著大肚子，你必需要忍受人家異樣的眼光來看待你，還要忍受小孩子的那

個重量，我覺得孕婦應該是需要更多的關懷，跟那個關心吧。因為當媽媽真

的是很辛苦，背著小孩子，來這邊喝，那需要多大的勇氣你知道嗎？」（BII-114） 

曉君提到孕婦有可能因為每天來喝藥面對他人眼光，感到心理沈重壓力，於

是中斷美沙冬療程，撤出治療。 

「我聽過一個真實例子，有一個孕婦在○○美沙冬診所那邊喝，人家就會一直

看，一直就會這樣子啊（指指點點），到後面的時候她就不去喝了。」 

婉婷曾在預備懷孕之前成功戒毒，但後來又開始使用藥物。  

「那時候都戒掉，不會難過。我覺得做媽媽就是一個很偉大，就想說會影響

到小孩子，我還沒懷孕的時候，怎麼樣也戒不掉，結果一懷孕的時候，就想

說我不想生出一個有問題的小孩。」(AIII-035) 

在實務中有觀察到，對很多女性藥癮者來說，懷孕是最主要來尋求處遇的動

機，但是這樣的動力會隨生產完而減少，生產完後又復發這樣的高可能性，於是

必須提供一個持續的照護處遇，除了提供產前，尤其是特別在關鍵性生產後的照

顧服務（Kissin et al., 2001）。 

 

四、懷孕女性藥癮者美沙冬劑量臨床指引，美沙冬與婦科資訊橫向聯繫 

    劉邦垠（2009）實務觀察到，在衡量懷孕婦女給予美沙冬劑量，並沒有建立

明確的指引，實務上仍有擔心會危害到胎兒及母體的顧慮，而對於懷孕婦女美沙

冬的藥物動力學研究（pharmacokinetics）仍是不夠。而他接觸的個案到另一家醫

院生產，對方醫院可能就不清楚懷孕女性藥癮者每日服用美沙冬劑量情形。於是，

如果她到別家產科醫院，產科醫師可能並不知曉她服用美沙冬的病歷，建議美沙

冬與婦科資源能夠彼此橫向溝通。 

 

五、外展觸及藥癮者媽媽，關注她們產檢照護問題，連結婦產醫療資源 

曉君選擇沒有告知醫生自己的用藥史，因為產檢一切正常與害怕遭致負面 

觀感。 

     「我懷孕的時候，我有在用海洛因對不對，可是我對醫生（婦產科）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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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跟醫生講。那是因為產檢每次，都很健康，一切順利，所以我都沒

有講出來，因為我怕講出來，我怕醫生會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我，我不是

一個好媽媽。」（BII-050） 

但是 Kissin 等人（2001）建議更多的外展去接觸藥癮媽媽，因為她們大多是

正逢最適生育的年紀，擴展至婦科或產科醫院診所，追蹤她們在懷孕卻仍然持續

用藥的危險性。這樣媽媽用藥影響胎兒能夠及早發現，給予醫療諮詢與藥物診斷，

讓傷害減少到最低。Jansson 等人（1996）說明，懷孕的女性藥癮者可以進入藥癮

和懷孕中心（Cender for Addiction Pregnancy, CAP）接受整合式的服務，中心的理

念是對於女性藥癮者的照顧，關注她們難產或早產的高風險率，物質濫用處遇有

照顧小孩的設施，還有包涵生理健康的層面、婦產科專業醫學諮詢、家庭計畫諮

商和小兒科，CAP 中心計畫提供交通、懷孕期間婦女營養攝取、和小孩照顧服務，

試圖去移除懷孕女性進入處遇的障礙。 

 

六、協助藥癮寶寶出生到成長健康管理，建構健康網概念 

（一）新生兒的戒斷問題 

對於新生兒戒斷症（neonatal abstinence syndrome）的疑慮，使得臨床醫師給

予懷孕婦女美沙冬的劑量會趨於保守。有些研究顯示，接受美沙冬維持治療患者

出生的嬰兒，會有 72 小時的戒斷症狀（引自劉邦垠，2009）。 

很難想像藥癮寶寶與健康寶寶的差異，他們也會經由母子垂直感染，有像媽

媽一樣的戒斷症狀。與同樣兩位都是媽媽的研究參與者相談，發現到新生兒的戒

斷問題是她們都很擔心的，以及關於孩子戒斷嚴重度及要持續多久時間。 

「媽媽在懷孕的時候，一樣施打毒品，小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也是啼藥啼、

打哈欠這樣子，你看一個嬰兒他有那麼多症狀，他是不是很難照顧，以後小

孩子一定很難過，很痛苦，我們大人在啼藥的時候，都會坐立難安，何況一

個嬰兒，他又不會講，，那我在想那小孩一定很難過。」（AIV-034） 

這方面的資訊需求提供，可以減輕她們的壓力。孩子生出後的戒斷症狀：「小

孩子生出來，要注意什麼，譬如說流眼淚，還是流鼻涕，還是打噴嚏，就是副作

用。」（BII-115）小孩子有那些情形，就需特別注意以及提高警覺。新生兒需要更周

全的照顧，包含監視戒斷症狀、必要的藥物治療和達到安全的解毒（detoxification）

（劉邦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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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的孕婦，其實生完之後，她有可能害怕小孩子有什麼副作用啦，這是

很害怕的事情，可能兩歲以後才發生，或是三歲以後，這些是我們想要得到

的資訊，其實我們都不知道」（BII-121） 

 

（二）母親慢性毒素影響小孩健康發展 

    懷孕的海洛因成癮患者，在暴露非法的海洛因使用之下，會帶來對母體及胎

兒的雙重危險，包含血液中嗎啡的不穩定性、未知藥物污染和可能的感染，例如 B

型、C 型肝炎病毒或 HIV 的感染（劉邦垠，2009）。 

兩位媽媽都有一個共同的擔憂，孩子出生時，害怕小孩是畸形兒或是有生理

相關功能問題。孩子慢慢長大，又害怕之前因為用藥的關係，而影響到小孩子。 

「就會覺得很忐忑不安啊，怕怎麼講，在我身體裡面的毒素還是會像跟母體垂

直感染，感染到小孩子。」(AIII-035) 

雖然出生的時候一切正常，但害怕以後還是會出現症狀，措手不及的情形會

發生。「到現在我還是會擔心，因為我怕他說不健康的時候，他現在還小，不會說

發現，然後長大的時候，有一天症狀就出來了 …」(A I-039)孩子一個噴嚏，都可能

讓媽媽異常的緊張，於是提供給她們孩子健康的資訊就很重要。 

「我覺得女兒比較好動，這是不是正常的現象？我問過人家，他們說這是正

常，因為我之前給他用藥的關係？是不是？她很好動，很難會停止下來，太

過於好動了，我很煩惱這個地方，是不是我之前用藥的時候害到她。」（BII-120） 

 

參、性別角色相關需求 

    來美沙冬診所是生活的小片刻，對於女性藥癮者而言，回歸到自身經驗，察

覺在性別差異脈絡下，她們有什麼樣的想法與需求，即使是一個概念都表達了隱

含的期望，歸納如下： 

一、考量母親和小孩都安全的環境，做整體規劃 

（一）對美沙冬空間設置需求：育嬰室跟遊憩室 

女性帶小朋友來美沙冬診所，但小朋友本身可能會有突發一些狀況。 

「比如說換尿布，他突然來這邊放屎（台語）怎麼辦。…我們出門前，就是

該換過的，都有給他換過了，才會把她（小孩）帶來這邊。」（BIII-077） 

 

婉婷認為長時間候診時時，有育嬰室方便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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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如果這邊有個地方，育嬰室，假如說像他（小孩）在嗯嗯好了，不

用說趕到車上去，才能幫他擦有沒有，有一個地方就是育嬰，服務小朋友的

一個小臥室，我覺得會比較好，比較理想。可是其實想一想又不需要，因為

來喝美沙冬，只是一下下時間而已啊…看門診的時間，我需要有一個育嬰的

地方，不過那也是短時間，不是說每天在看門診。」（AIV-013） 

   在候診的時候，等候時間非常不一，讓小孩暫時在一個地方，有好玩的事情可

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至於哭鬧或感到無聊。 

「暫時先在那個地方，可是要有玩具室吧，比如說溜滑梯，還是很多球吸引

他。… 應該是像好像麥當勞，他們都會去設計比如說玩具室，其中就是有網

子，很多那種就是球，她可以在裡面玩。」（BIII-076） 

Smith（2008）建議物質濫用處遇可以提供給小孩一個照顧、支持、和養育的

環境，對於青少年，如果他們要傾訴，服務人員要以傾聽及溫暖不批判的態度，

讓他們感到舒服，而年齡較小孩子，提供讓他們感覺到安全的環境。而國外實務

觀察，小孩照顧可近性和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是女性尋求處遇的最主要障礙，

發展一個符合女性藥癮者和她們小孩的需求的居住處遇計畫，這樣的作法可以吸

引在生產前後的女性藥癮者進入處遇（Greenfield et al.,1998）。 

 

二、美沙冬男女分開來喝模式 

    女性藥癮者來美沙冬診所，有可能會遭遇到性騷擾的經驗，男性藥癮者經由

言詞的方式，讓曉君明顯感到不舒服的感受。她很希望男女可以分開來喝的模式，

這樣會讓她感到不會有被侵犯的感覺。 

「如果說可以的話，我覺得應該是男女分開，因為有時候男孩子的嘴巴比較

賤。他就會說，『小姐，你長得很漂亮，你幹嘛會來這邊喝？』我會覺得說，

你講這麼雞婆，關你什麼屁事啊，有時候他們很無聊，他們就會去虧女孩子

有沒有。」（BIII-078） 

 

「因為那個（男女分開），較有那種隱私感吧，我覺得男孩子嘴巴本身就很賤，

就是愛玩啊，可是我覺得女孩子，禁不起人家開玩笑。有時候都會這樣子看

你呀，去到樓下的時候，他還會問你說，『你是抽煙的還是用打的？』」（BIII-080） 

麗玲也提到「女生跟女生一起喝藥，男生跟男生一起喝藥」這樣的概念，原

因是有可能會遇到熟識的藥癮朋友，想到過去一些的經驗，而會有疙瘩不舒服的

感受，或是因而又想用藥，從中推測也許是認識的男性是藥頭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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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是說女生跟女生一起喝藥，男生跟男生一起喝藥，可是我認為是

辦不到啦…，因為有時候畢竟會碰到…男的跟女的，分開來對不對。這樣比

較好吧，就像有些人講說異樣的眼光吧…反正就是喝完，就趕快走，那怕是

碰到你熟識的人，也就不要囉唆就走…反正你是要喝這個，你不要動那個歪

念頭了嘛。」（CIV-042） 

 

三、美沙冬以社區工作模式，外展據點 

每天都要喝藥，婉婷提到出遠門幾天的安排，會是難題。她比喻美沙冬是與

生活綁在一起。  

「我今天如果說想要出國去，那就根本不可能啊，因為我出國的話，我怎麼

來喝美沙冬？對不對？好像變成是說，都在一起（台語），繫在一起了。」」」」

(AIII-042) 

1. 攜藥返家 

曉君提到一個攜藥返家的概念，這樣不用每天都要來診所喝藥。 

「可是我覺得政府為什麼不能就是說，一次給我們大概三天份的量呢…可是

每天來喝藥，很多事情都會不方便，都會造成很多困擾」（BIII-059） 

 

劉明倫（2009）說明當藥癮者提出每天來服藥很麻煩，能不能帶幾天份的藥

量回家這樣的問題，他解釋這樣的用意，美沙冬的藥效大約可維持一天，故接受

替代療法的成癮者必須每天至門診服藥，如此的不方便限制了個案的生活空間與

型態，造成戒癮者在交通及生活上的負擔。但由於美沙冬本身仍然有成癮性，由

戒癮個案帶回家服用可能造成藥物流入黑市，或因不當使用、誤食（常是小孩）

導致生命危險。除非有更有效監控藥物使用的方法，目前仍無法讓戒癮者將美沙

冬帶回家服用。 

2. 美沙冬據點深入社區 

    婉婷和曉君都提到，如果離自己居住最近的地方就可以喝到，可以節省距離

時間成本。 

「可以在哪個地方…比方說區公所，鄉公所還是什麼地方喝，幾點到幾點可

以這樣喝，這樣離家近，又方便這樣子，又不會讓家裡人發覺，又不會覺得

很奇怪。」(AIII-050) 

 

「這有的人，為了每天喝美沙冬，從三重跑到台北來喝，很遠，有的人騎著摩

托車帶著小孩來。就可以在你附近的醫院喝，不用跑這麼遠啊。」（CIV-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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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沙冬送達家裡 

    為了解決女性性別角色壓力負擔，婉婷和麗玲都提出把藥送到家裡的想法，

但她們都覺得這是不切實際，不可能做得到的想法。 

「那也不可能護理人員送藥到你們家裡面吧，可能嗎？可以嗎？…那最好就

是有特定的那個醫護人員，送藥要家裡面那是最好，但我想是不可能的事情」

（CIV-067） 

 

「也不可能說美沙冬啊，每天我送到你家門口給你喝。不可能的事情啊，送

到我家，那是不是也是要家人都不在的時候，對不對。」(AIII-003) 

婉婷希望喝藥的過程像下樓拿報紙這樣的簡單。 

「我希望他們打電話來，假如幾點的時候要喝，大概他們那個時間就會到家

裡，我直接從家裡走下來，喝一下我就上去，可以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還

以為我到樓下去拿個書報而已，這樣子做不會有人知道。」(AIII-050) 

 

四、單純性別藥癮支持團體 

    麗玲認為，單純性別團體，成員都是女性，團體氣氛會比較放鬆、團體動力

是一種正向支持的氣氛，彼此可以分享生活經驗與內心感受，會感到自在及敞開。 

「男生跟女生在一起上課，我覺得這真的是要分開的。那喝藥是無所謂，喝

了藥馬上就走了，上課方面我認為是男生女生分開來，真的就比較好。」

（CIV-048） 

1. 女性主體得已發聲 

   麗玲想像團體成員都是女性圖像，如果她是其中一員，聲音得以出來。 

「你上課就會聊一些家裡方面，或是喝了美沙冬有什麼感覺，可以毫不猶豫

的講出來。男生跟女生這樣子在一起，就會不好意思，只能聽人家講，那女

生跟女生在一起就不會。」（CIV-049） 

2. 單純性別團體內容 

    在女性團體，麗玲願意揭露到家庭的部分。 

「我就會聊一些生活方面啊，喝美沙冬怎麼樣，上課會更自在，上的資訊方

面更多，我覺得女的…就會聊一些生活方面、家裡方面、小孩方面。」（CIV-048） 

3. 營造正向支持互動氣氛 

「女生跟女生之間會彼此互相鼓勵，話就會談的更多一點，一定是男女會有

分別，你是女生講出來的話，男的未必聽的懂。」（CIV-052） 

El-Bassel 等人（2001）建議在美沙冬處遇可以以自助團體的方式，讓女性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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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者討論彼此的經驗和展開她們的支持網絡。而 Luthar 與 Walsh（1995）指出單純

女性團體，成員有更多的可能性，去談論關於做為女性獨特的經驗，包括身為母

親和作為女性的不適應、其他性和身體虐待的議題，在支持的環境中，團體提供

女性更多元的角色模式，理解和認可女性的經驗，探索其他生命領域的主題。 

4. 藥癮媽媽支持團體 

婉婷不認識其他的女性藥癮者，藥癮媽媽彼此之間沒有一個適當的機會，可

以分享彼此的生活樣貌，個體所覺知的感受。 

Luthar 和 Walsh（1995）建議可以成立一個支持團體的環境，讓女性藥癮者分

享彼此情緒及關於養育孩子的議題。藥癮媽媽可以在團體裡，有機會經由彼此互

相學習，討論重要的問題，給予彼此經驗的協助，去擴展或分享做為女性或做為

媽媽的經驗，運用內在資源去處理養育孩子的複雜多元挑戰，形成一個團體文化，

讓成員共同在團體經歷此時此刻。 

 

五、女性藥癮者失去親職監護，親職教育訓練，積極性家庭維繫需求 

   婉婷提及一個藥癮媽媽例子，因親職責任疏失，社會局評估後，以兒童最佳利

益為考量，為保護兒童安全，要求讓小孩安置。 

「有一個媽媽，她也是一樣吸毒，因為來找他都是男生，都是藥頭，那小孩

子又很皮啦，假如說，捏那小孩子幹嘛，那個媽媽都無所謂喔，反正就只要

有給她藥這樣就好了，我覺得這樣小孩子很可憐，後來那小孩子就送什麼社

會局去了，我覺得好可憐。」（AII-026） 

但是藥癮媽媽的用藥問題懸而未決，要接受小孩離開自己身邊的事實，對她

而言也是一個重大的衝擊。Kissin等人（2001）觀察到女性藥癮者的孩子被迫帶離

安置，媽媽因而失去了合法監護權的情況，女性習以為常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孩

子，生活會開始呈現不穩定及混亂。女性藥癮者也許本身因為家庭或社會相關精

神問題，或是她們的低教育程度，無法給予孩子良好品質的生活，他們建議幫助

女性藥癮者的需求，協助她們促進親職能力技巧與提供一個文化敏感性的家庭計

畫或諮商。 

 

六、女性藥癮愛滋感染者身心靈全人照護 

1. 生命轉折－情緒支持，創傷後症候群（PTSD）的關照 



113 

 

    麗玲也是愛滋感染者身份，可以想見其身心煎熬。因為用藥而致感染愛滋的

嚴重性結果，讓她曾經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 

「而且我在監所在驗的時候，驗，就指出來其實你有病，但是沒有說要到吃

藥的地步，可是你想到吃藥的地步，你是把自己身體摧殘到什麼地步？才會

要，（哭），（啜泣）我那半年簡直是，我都不想活了，（哭），（啜泣）我真的，

真的不想活了，天天就用藥，天天就用藥這樣子（激動）。」 

pohl指出，許多愛滋感染者，當他們是在尋求藥物濫用處遇而被診斷出來感染

事實，與愛滋感染相關引發的情緒，如痛苦、焦慮、恐懼、緊張等有時會導致戒

癮後再度使用藥物（引自董淑玲，2000）。Hough等人（2005）說明，當得知自己

感染事實，個體遭受到生命驟變的情況，很多愛滋感染女性將面臨許多挑戰。麗

玲自我放棄照護與健康管理，要關注到在生命的轉折下，她所遭受到的衝擊與壓

力，可能引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給予心理輔導與情緒支持，社會心理資源得以

進入，女性藥癮愛滋感染者特別需要全人照護─身、心、靈的關照。 

2. 美沙冬會診進入愛滋醫療資源 

麗玲因緣際會有次是愛滋專業背景的醫生來看診，才恍然大悟為什麼喝美沙

冬總覺得劑量不夠的問題，原來是與愛滋藥物混合，減低美沙冬藥效性。後來醫

師有注意到藥物混合影響美沙冬的問題，就幫她加了劑量。 

「(醫務長)他就看我的病例，他說，因為你有在喝那個雞尾療法，所以你就會

覺得不夠。那別的醫生他大概疏忽了這一點。他會吸收嚜，稀釋了我的那個…

他說當然不夠啊，時間不到就會啼藥，他馬上就跟我加了 3cc，我本來喝 8CC，

他給我加 11CC 到 12CC。」（CIV-029） 

3. 愛滋衛教與健康照護資訊需求 

不論是藥癮愛滋感染者，還是藥癮者，關於美沙冬與愛滋的認識與基本瞭解，

對自我健康照護與管理技能，仍是要宣導的觀念。 

「我希望他們多上點課，美沙冬的課，還有 H 方面的課。我覺得 H 方面，現

在有的人資訊還是瞭解不多。」（AIV-057） 

Killeen 等人（2008）討論到女性藥癮者教育課程的內容，安排的主題像是女

性生理、性行為、懷孕和小孩養育、HIV 和 AIDS 等資訊，傳遞的媒介可能是影音、

說故事、文本的閱讀和討論自我健康管理的技能。 

 

    麗玲初得知感染事實，選擇不告知家人，「我也不敢跟家裡面的人講…那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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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先生，他們完全都不知道，到現在都不知道。」（CIII-007） 完全沒有任何非

正式社會支持可以幫助她。Hough 等人（2005）回顧女性愛滋感染者研究發現，

她們比一般未感染女性，社會支持較於薄弱，實務工作者描述，感染者的家庭成

員並不會以友善姿態來協助她們，特別是她們病毒感染途徑上是濫交的性行為或

是用藥共用針具的情形，她們的家庭對此事實感到負擔沈重，女性感染者的支持

系統受到限制。 

 

七、女性藥癮者長期悲痛（Chronic sorrow），需要社會心理支持系統 

回顧曉君和麗玲的生命經驗發現，最感到困擾是情緒問題，生命議題夾雜著

長期的情緒失落，在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方面，個人自我情緒管理技能無法調解

長期累積的負面情緒，得以運用內在資源發展解決問題方案，於是經年累月常常

深陷崩潰情緒。 

「那經過這十幾年，我也是你說有戒，也是沒有戒，也是斷斷續續有找朋友，

有時候心情不好啊，不知道，情緒不好。」(C I-017) 

 

「因為我總覺得以前的路，我，走得很坎坷，感情也好啦，工作上也好，甚至

講難聽一點，我現在結婚生孩子，還是需要我付出，我總覺得我好累喔。很累，

因為我先生錢賺得不多，所以有時候要靠我，所以我覺得很累，身心靈很疲憊。」 

   (B I-058) 

Smith（2008）以長期悲痛來描繪女性藥癮者情緒的特性，是指週期性的復發，

滲透性的傷痛或其他與愧疚相關的感覺，與內在重要的失落有所關連。於是協助

女性藥癮者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給予其情緒支持就很重要。 

 

八、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相關服務需求 

曉君與伴侶，從親密的關係轉變成施暴與受虐的關係，促發的近因是雙方一

言不合引起爭吵，曉君遭受到肢體暴力對待，被最親密的人傷害，造成內在信念

崩解，大過於身體的疼痛，親密與暴力變成關係的雙面刃。親密暴力加上對偶使

用藥物，問題就更顯複雜。 

「那一天我就有掉過眼淚了，我跟我老公吵架，他拿椅子丟我，我一個人跑去

公園，我買一瓶啤酒，我喝到一半的時候，我眼淚，我眼淚就，可能是我...我

覺得心很痛，因為真的很痛，那種痛到我不會講耶，我總覺得說，我對他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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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麼多，你捨得用椅子丟我？那椅子還斷掉耶？那個心，心很痛，我覺得他

可以講髒話，可是我覺得他不需要用椅子丟我是不是？我最討厭男孩子打女

人，打一次就有第二次。」（BIV-108） 

    Kunins 等人（2007）以焦點訪談紐約物質濫用處遇計畫的相關人員，發現到

親密暴力在物質濫用處遇是常見的現象，通常發生在女性個案身上。服務人員對

於理解親密暴力、藥物使用、和物質濫用處遇，深感到一個複雜的相互關係，於

是建議合併親密暴力特性的物質濫用處遇。Engstrom 等人（2008）建議提供美沙

冬處遇女性一個綜合的處遇，包含合併心理健康服務和轉介至特別機構，像庇護

所、或依法申請保護令，讓其有足夠資源，讓女性生理、心理和心理社會得以安

全，以多面向的方式進行處遇來增進女性自我效能與對自我的肯定、充權使個人

力量感增強，影響她們對環境的評估，得以聚焦問題處理然後終止暴力。 

 

小結 

    在美沙冬場域探索女性主體的意見，如果這些生活經驗與感受沒有經由敘說

的方式，賦予她們經驗的意義，我們不會發現她們的想法與需求。她們的經驗是

豐富的、特別的、只有她們可以回答這個立場的問題。如果她們未曾言說，那麼

我們可能真的信以為真，相信這樣五分鐘的過程，對她們實踐性別角色不會造成

多大影響。從三位女性藥癮者主觀經驗得到對於美沙冬性別角色需求，環繞在照

顧小孩經驗與懷孕的重要生命議題，在社會邊緣的位置的她們，希望美沙冬替代

療法可以幫助她們扮演好性別角色，得到社會身份的認可，回應社會主流價值的

期望，不希望受到排斥，在社會性別角色的腳本裡找到自我認同。而女性藥癮者

親密暴力議題及社會心理支持需要，還有女性愛滋感染衝擊等，都是女性在美沙

冬脈絡下所要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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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女性藥女性藥女性藥女性藥癮者自我與他人關係癮者自我與他人關係癮者自我與他人關係癮者自我與他人關係  

 

從女性藥癮者生命歷程可以發現，很少講述關於自身，為自己表達些什麼，「其

實我自己，我比較不會替我自己想，我都替家人想比較多。」（BII-006） 她們話語

所論述的內涵，都是與他者的關係，描述了與他人相處，非常細節與瑣碎，她們

對連結重要她人的關係有深層的需求，內在自我是與他人關係做思考。Miller 以女

性主義取向的關係文化理論，挑戰了傳統心理學的描繪，關於個體的生命，都要

獨自去追求實現自我的個人目標，才會進入親密的層次。但其認為女性的生命途

徑是非常不同，她最主要是與他人建立連結感，發展一個自我和自我價值感，喚

起了個人意識行動，這樣連結的關係決定了女性心理健康（引自 Covington, 2000）。 

 

壹、自我價值感受到貶抑 

一、自我覺察：女性用藥付出了慘烈代價 

曉君用強烈的『悲慘』字詞來形容一個女生用藥的意向，「深深體會到吸毒，

對一個女人來講也是很悲慘的事情。」(C I-014) 男女用藥的生命歷程非常的不同: 

「我覺得女生用藥跟男生用藥感覺很不一樣，女生用藥人家好像呸痰呸涎，說

的很難聽，但是男人（台語）就沒關係，人家說浪子回頭金不換，女生的話

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來去形容。」(A I-017) 

     婉婷說明女生付出慘烈代價，指出兩個很重要的議題，「結婚」與「懷孕」。 

   「結婚離開原生地，不用理會旁人觀感，這樣對我也比較好。如果說在木柵的

話，那左右鄰居可能都會知道，我現在住在桃園，那邊對我來說算是一個重

新開始的地方。」(A I-017) 

     對女性藥癮者而言，有個可以重新開始的地方，拋開用藥的生命經歷，都是

困難重重。女生要負擔的性別角色責任－生育，也這樣牽制在身上。 

    「懷孕的時候，如果女生用藥，用海洛因的話，小孩子出生的時候也是一樣

會有那種症狀，所以我覺得女生要付出的代價也很大。」(A I-017) 

    麗玲以自我經驗說明，女性藥癮者用藥必需經濟無虞，可以負擔花費。「因為

女孩子，你吸毒那麼久了，一定要有收入來源，你沒有收入來源的話，像我是因

為家裡有一點積蓄。」(C I-014) 她從他者那聽聞女性用藥是處於劣勢的情形，是一

個很掙扎的生命情境。 

    「有些女孩子就是為了這一些毒品方面的事情，這樣去上班啦，賺錢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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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痛苦，生活方面相當痛苦，就常常為了要去打一針幹嘛，做一些不願意

做的事情。。。。」(C I-014)「有些女孩子也是，重操舊業這樣去上班，到深色場所

去上班。」(C I-016) 

 

二、她人悲慘，我很好運 

    婉婷如此陳述她雖用藥，但並不悲慘，感到萬幸。 

「通常人家都會認為說，女生用藥就會是這樣子（以性換藥），我就認為我蠻『好

運』的就對了，我覺得有用藥的時候，我不用說一直找藥這樣子。如果我男朋友

他沒有藥就對了，他還有錢，我直接拿錢跟別人買這樣子，我就覺得我蠻好運的。」

(A I-016) 

 

三、用藥順序：男生先用，才換女生 

婉婷和曉君有與男性伴侶共同用藥的經驗，接受藥癮文化理所當然的規則，

伴侶需求滿足後，才輪到自己。 

    「他有朋友，他就去用藥的話，那如果說換他用的時候，他用完就直接交給

我，就換我用。」(A I-014) 

   「那時候都是用抽煙的，那時候經濟還過的去，跟老公，我們都是用抽煙的，

他先抽，一支煙他先抽，大概抽一半，其他都是給我。」（BIII-029） 

 

四、他人觀感：女性一砲換一砲 

   曉君女性主體意識很強，不希望別人對女生用藥有所誤解，所以她很堅持藥物

都是她自己工作賺錢所買的。「我只是（拿錢買），我不想讓人家以為我用身體跟

人家換的，其實我不會去做那種事情，這不是我的個性。」（BIII-021）她用「一砲

換一砲」以及「褲子很鬆」比喻形容，他者對女性用藥通常指涉是以性換藥的方

式，她深刻察覺到女性用藥是非常不受他人尊重的情境。 

    「女孩子用毒品好像是不對的，女孩子會被人家看不起你知道嗎？他認為說

你好像就是褲子很鬆，你是不是用身體去跟人家交換這樣，男孩子都會都覺

得說，女孩子你一定要靠身體去跟人家交換，比如說你跟藥頭在一起，是不

是。」（BIII-083） 

曉君提出了一個自尊的概念，社會給予女性藥癮者的眼光太沈重，她們必須

要經歷社會價值投射的期待，自我要調適被汙名的對待，都需要花上一段過程。 

    「我覺得女孩子到現在還是被人家說很開放，還是會被人家看不起，人家就

是會指指點點，有些會認為說，你是跟人家用一砲換一砲，可是我並不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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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啊。都認為說女人是會跟人家用身體去交換這樣子，可是，我覺得這樣

子幹嘛，好像沒有自己自尊心你知道嗎？」(B I-009) 

 曉君認為很重要的價值，是受到別人的尊重，不必忍受他者的眼光： 

「我覺得人真的尊嚴很重要，不要把尊嚴踩在腳底下，尊嚴，我覺得做人要爭一

口氣，不要說白活了，要過的就是有尊嚴，然後出門就是說不要被人家呸痰呸涎

（台語）。」（BIII-108）Dodge 和 Potocky（2000）認為處遇要加強自尊的概念，

讓女性藥癮者認知到被人貶低這樣的處境對她們造成了限制，讓她們從被社會批

判價值的生活，轉變成自我肯定與感受被尊重的經驗。 

 

五、女生排斥以性換藥女生，不願意物以類聚 

    婉婷很清楚表明無法接受女性友人以性換藥的方式，知道以後，經過價值觀

磨合，不願意再與她來往，對她也出現一些負面觀感。 

    「怎麼講會以物易物，用原始的本錢去跟人家拿。聽到以後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對了，算了反正不關我的事，她覺得她願意就好了。她想說我不知道，那

在我面前還會裝的「假高尚」、「假高尚」（台語）。」(A I-015) 

    即使是同樣身為女性立場，婉婷不敢置信，不願意接受她這樣作法，她採取

遠離她的策略，不至於讓他人誤會，認為她也同樣也是。 

    「人家一定會想說物以類聚嘛，是不是這樣？所以我就少跟她靠近，她居然

用她的身體去跟人家交易。」(A I-016) 

 

女性用藥形象與傳統性別角色規範衝突，因而承受社會烙印。ET-Bassel等人

（2000）指出大麻癮君子、或吸毒成癮者的形象烙印在女性藥癮者依賴藥物身上，

讓她們置身於高度暴力的處境中，因為藥癮圈接受對女性暴力的文化，而這樣的

暴力直接指涉女性藥癮者的性別角色經驗，女性使用藥物是不適當的性別角色呈

現，增加其遭受伴侶暴力的危險，簡化認為女性使用藥物是以性換藥的失當舉止。

Lee等人（2005）說明，社會觀感以「糖果妹」（Sugar Girls）來形容以性換藥的女

性，社會烙印於女性藥癮者認為用藥與雜亂的性行為有所關連，對她們持很深的

負面態度。再者，將其歸之為感染HIV高危險群的污名，參與者強烈的控訴：癌症

不會傳染給重要他人，不會對主體造成歧視，但感染HIV高風險，投射她們是因為

從事性行為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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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女性藥癮者與他人的關係 

一、與母親，充滿糾結矛盾關係 

    劉惠琴（2000）說明男女雖在生命之初都與母親共存，源自子宮時期的延續

就保留許多源自母親的特色、發展和習慣，但女兒心中的內在母親卻比兒子心中

的更具威力。訪談女性藥癮者與母親之間的情感議題，發現女兒們承受著媽媽們

情緒宣洩的精神壓力，婉婷回想與母親相處片段，都是與母親爭執居多，與媽媽

都處在緊繃且充滿衝突火爆的關係。 

    「我媽那個時候就變得她情緒有問題，沒有辦法調適她自己情緒，常常就會罵

我們，罵的跟什麼一樣，罵很難聽，簡直很難入耳，妳知道嗎？帶有情緒啊！

『雞啊，爛啊』什麼都出來了（笑出來）」(A I-007) 

    曉君與母親無法真誠的清楚表達與溝通，彼此存在許多誤解。她印象所及童

年生活不是打或罵的教育方式，讓她難以寬諒，女兒必須要透過打罵的方式去體

會與揣摩母親的愛意，這樣關係的樣貌，劉惠琴（2000）說明子女們必須能對母

親的處境脈絡，有機會去覺察、理解並接受，才能正確解讀。  

    「小時後不是打，不是打就是罵對不對，我常常罰跪耶，跪在佛堂裡面，我

還跪過算盤耶，很悽慘喔。事隔那麼久，我爸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一句道

歉都沒有。我爸媽對我只會罵罵，罵死了，罵已經習慣了，你知道嗎？可是

我覺得我很累了，小孩子出生，她還當我女兒面前這樣罵我。」（BIV-073） 

 

我拯救了我媽媽我拯救了我媽媽我拯救了我媽媽我拯救了我媽媽 

    長大之後，曉君因為母親的緣故而犧牲尊嚴到特種行業工作，母親以自我利

益為出發，沒有給予她想要的關懷，反讓母女關係品質惡化：「我是我們家一個搖

錢樹，以前啦，對，可我是她女兒，她有跟我說：『你怎麼不要去上班，小費不是

很多嗎？很好賺嗎？』我媽媽耶。」曉君深感這是一個彼此都痛苦的母女關係。「等

過陣子，就是錢存比較多的時候，我就會選擇搬家，因為我覺得其實她痛苦我也

痛苦。」這種存在於母女之間的情緒糾結，Cocola 和 Mathews 以母親迷宮（mother 

maze），這種特殊的情感存在於意識中及潛意識中，往往也決定了母女雙方相處的

模式（引自劉惠琴，2000）。Smith（2008）與女性藥癮者深度訪談發現，當生命中

沒有母親形象的人出現，她們會產生情感逃避性格，源自於童年時期的母愛失落，

對愛的需求與一直延續到現在對母愛的渴望，女性藥癮者這麼描述，「我常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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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死亡，有太多東西是她所無法給予我，而我想要的，對於母愛的追尋也讓我

持續用藥。」而一位受母親童年虐待的女性藥癮者如此控訴，「你無法瞭解，這個

人不是任何人的母親，而是我的母親。」簡短句子訴說了她與母親之間彼此疏離，

卻也是過度緊密的糾纏關係。 

 

二二二二、、、、與婆婆，包裝自我，維持平衡關係 

    婉婷以外人身分嫁到先生家，與婆婆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彼此調適生活習慣，

但發現婆婆並沒有給予她與先生相同的對待，相處後發現彼此不同價值的生活樣

貌，產生嫌隙的關係，她的因應之道是盡量不要與婆婆多有互動。 

「為什麼我那麼不尊重他媽媽，你知道嗎？像他媽媽，我在她旁邊喔，她說

買東西回來的時候，就問她兒子要吃什麼，我在旁邊耶，你當我隱形人是不

是。」（AII-036） 

婉婷雖然與婆婆日常生活多有摩擦，常常會有不歡而散的情況。但她以包 

裝自己的策略，娘家境況很好的方式，給自己做足面子，不會讓自己在婆婆面前

矮一截，在婆媳關係找到平衡。 

「其實我們家還蠻亂，我就會很怕我婆婆知道，所以我就會在她前面時候，就

是會包裝得很好，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家人。我都包裝得很好，然後我就不

要讓她看出來怎麼這樣子。」(A I-028) 

 

三、與伴侶，愛恨交集複雜關係 

1. 該不該結婚？ 

    女性藥癮者，當面對是否要結婚的重大抉擇，思考到自己用藥是否對婚姻有

所影響，以及是否能讓伴侶信任，對維繫婚姻彼此都能有共識。婉婷自我價值建

立完整，對自己有信心，並不認為用藥的面向會影響到婚姻適配，她的婚姻是在

彼此信任前提下締結。 

    「我自己是一個很好的人，我覺得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而

已。我是這樣想，如果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的話，誰會看得起我，或許我

先生可以去找一個，以他的條件來講可以去找到一個更好的女生，可是我不

會這樣認為，我覺得如果我自己都看扁我自己的話，誰看得起我。」(A I-027) 

    曉君想在婚姻尋求一種感情慰藉，希望以一個新的家庭替代內在情感匱乏，

逃避原生家庭不圓滿的遺憾：「你知道我為什麼會想到結婚嗎？其實那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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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逃避現實吧，其實我以前我童年我並不快樂。」(B I-012) 曉君經驗與對方互動

的婚姻，檢視彼此價值與意識形態，對方無法符合心中理想期待。  

    「我總覺得說在八大行業，你找不到好的男人，可是在一份正常工作，你比

較可能找得到，比如說顧家，愛小孩之類的。」(B I-067) 

   麗玲曾抉擇是否要進入婚姻關係，用藥的緣故讓自我價值感到低落，批判與否

定自我，無法抱持正向觀感，而放棄結婚念頭。 

    「後來他也是為了我，跟他太太離婚了，那我也是沒有跟他結婚，因為自己想

說，我有這個嗜好，不想說連累別人。」(C I-007) 

用藥的生命歷程是否造成進入婚姻的障礙？麗玲的先生責怪她為什麼先 

前不坦承，這讓她內在產生矛盾，是不是自己做錯了。                                                                                                                             

     「他常常埋怨說，他不知道我有這個底子，說打藥這個底子，如果他知道    

他不會跟我結婚，他也怪我，為什麼沒有跟他講，當初為什麼沒有跟他講。」 

       (C I-058) 

2. 維繫婚姻：小孩是婚姻的根 

在婚姻主軸上，婉婷是「惜花連盆」（台語）信念，婚姻與照顧小孩是一體兩

面的事情。 

「先生如果愛小孩子，就一定也愛太太。疼花連盆（台語）對不對，如果有一

天跟我先生吵架，我絕對不會帶他（小孩）走，你帶小孩子走，啊到時候先

生來帶你的時候，先生是帶你還是帶小孩啦（激動）。要是沒有讓他們知道，

帶小孩的時候多累，到時候他來帶你走的時候，才是真正帶你走。」(AIII-071) 

 

幸福的犧牲幸福的犧牲幸福的犧牲幸福的犧牲 

婉婷選擇她所願意信賴的價值，婚姻與小孩勝過一切，曉君也深有同感，犧

牲可以換來幸福。 

「我知道結婚以後，一定要犧牲很多，我現在還是過的蠻幸福的。好的地方

是多一個小孩子出來陪伴我，可是犧牲的地方就是比較沒有時間去做你自己

的事情，因為你要顧小孩。」（BII-007） 

    她們甘於這樣的倚賴婚姻、照顧小孩的生活方式，生活一切都要以家庭為重， 

但是對於自我而言，多少有一點落寞，無法像婚前一樣隨心所欲：「其實這樣子有

利有弊，對小朋友是比較有時間陪他，可是自己變成說會很無聊，會很無助，不

知道該怎麼辦。除了就是看電視，陪伴我這樣子。」（BII-003） 

「以前的時候的確是比較多采多姿，比如說跟朋友去釣魚，釣蝦啦，然後去

洗溫泉啦（現在）幾乎都很少出門耶，出門也是要花錢。減少很多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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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娛樂方面。」（BII-008） 

 

隱忍的退讓隱忍的退讓隱忍的退讓隱忍的退讓 

   曉君避免與伴侶雙方爭鋒相對，發生一觸即發的衝突，當親密關係彼此權力競

爭時，她會選擇退讓，隱藏自己真實情緒。 

「看心情，只要（他）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去忍他，盡量不要去惹他，我

會去看他喜怒哀樂，其實有時候婚姻就是靠兩個人一起去經營的啦。」

（BIII-040） 

 

「他生氣的時候，兩個人起口角了，你假如就是嘴巴不要再火上加油，其實

實在沒有事，一方冷下來，其實就沒事了。一個個性很強，可是另外一個個

性一定就是要弱勢一點，兩個人硬碰硬，一定會有火花的。」（BIII-041） 

 

Finkelestin（1996）說明女性從小被教導去否認自己的需求，要去照顧伴侶， 

以他們的需求為優先。自我反省與責難，歸咎於是自己讓關係出現問題。她們以

伴侶的關係為重心，捨棄其他關係，因為這樣，表達自我真實情緒是非常困難的。 

 

3. 共同用藥，依賴緊密關係 

    曉君的婚姻，錯綜與伴侶一起用藥的面向，藥物是彼此分享的事物，成為一

種親密的儀式象徵：「其實我先生，他對藥看的不會說很重，只要我開口，他都會

給我。」（BIII-032）雖然如此，但常因為用藥觀念不同產生爭執，成為伴侶口角的

導火線，甚至遭受暴力的危險。藥癮伴侶之間無法以正向連結，展開良好的互動

循環，雙方沒有與對方真誠溝通，澄清傾聽與關注需求，彼此互相投射負向經驗

與負面情感，讓用藥危險的因素適時進入，成為惡性循環，婚姻系統處在不穩定

及不安全的狀態。 

    「有一次，我因為心情不好，又把全部的那個用完了，他起來他很抓狂（台       

語），說，我很么壽（台語），我都沒有留給他。他說：「我用了這餐，可是我

知不知道下一餐，那個在那一邊？」他會難過，其實那一次是我不對的地方。

（用掉）今天的份量，晚上的時候怎麼辦，可是我都不會就是準備到下一餐，

我覺得他動手，是我不對。」（BIII-015） 

      Finkelestin（1996）說明女性藥癮者因為想要連結關係，卻因為受他人影響，

容易感受到無助和自尊低落。她們還是願意繼續留在不健康、暴力的關係，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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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一個人會感到更害怕，這樣的關係回應到自我是無價值的，以及不被愛的。

女性藥癮者因為從來沒有經歷支持或成熟關係的經驗，於是已習慣充滿問題和痛

苦的關係，她們沒有辦法相信，她們值得更好關係的信念。 

 

    婉婷與前男友因為用藥面向讓關係更為緊密，他提供經濟來源與用藥管道。

「他剛好是在賣藥，又剛好就是說用這些毒品都不用花錢這樣子。」(A I-003)  曉

君的伴侶無法給予她正向情緒連結，無法表達內在翻攪的痛苦經驗，她以用藥的

方式抒發排解。曉君將理想伴侶投射在先生身上，對他抱持著過度期待，「我是氣

他為什麼，你不去為了我跟小孩子去找一份工作。」（BIII-019） 這樣的認知也造成

她失落的情緒持續存在。女性藥癮者與伴侶關係有五種方式，會使其用藥再度復

發而阻礙女性的復原：1. 男性友人和伴侶通常介紹女性用藥，而很多女性開始用

藥是為了與上癮的男朋友連結。2. 不論男性伴侶是否為第一個使女性用藥的他

人，他通常供應她藥物然後上癮。3. 上癮的女性藥癮者充斥了對男性伴侶的失望，

例如無法給予小孩良好的生活品質。女性藥癮者期待伴侶提供情緒和經濟的支

持，但這樣的渴望最終是失望的，只能靠藥物的安慰。4. 很多女性自述生活中遭

受伴侶的暴力，藥物幫助她們對非互相移情的暴力關係，能夠感到麻木與失去感

覺。5. 通常女性從伴侶那接受較少的支持進入處遇，但男性卻接受更多其他的支

持（Covington, 2002）。 

 

四、與孩子，相互共生依靠關係 

1. 媽媽一邊用藥，一邊帶孩子 

婉婷提到用藥的媽媽自顧不暇，無法留意到孩子，造成疏忽的情形。 

   「像我看到人家吸毒的人啊，那父母親顧小孩的時候，都顧的哩哩拉拉，有一

個媽媽，她也是一樣吸毒，因為來找他都是男生，都是藥頭，那小孩子又很皮

啦，捏那小孩子幹嘛，媽媽都無所謂喔，反正就只要有給她藥就好了。」（AII-026） 

2. 給孩子一個正常的家 

   曉君渴望給孩子一個正常功能的家庭，至少不是父母喝美沙冬的生活樣貌。 

    「其實我很渴望說，給我女兒一個正常的家庭，因為我覺得我跟他爸爸在喝美

沙冬，我覺得好像有點對不起她。因為這不是正常生活跟家庭…父母親工作很

正常啊，白天上班，下班就可以帶小孩子啊，其實那種家庭才是我所羨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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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嚮往的。」（BII-015） 

3. 交融愛與愧疚的感受 

     曉君對女兒的關愛很多，卻是連帶對於女兒那一份愧疚感去愛，於是更多。 

「我覺得對我小孩子，我很愧疚，真的。我沒有留下什麼錢給她以後，因為她

要跟著我吃苦，因為有時候她生出來的時機好，可能她的命運就會不一樣。我

沒辦法給她就是很好的物質生活，穿名牌啦，用很好的東西，因為時機已經不

一樣了，可是我只能說，我把我全部的愛留給她這樣子。」(B I-060) 

4. 孩子是人生一路走來的最後的依靠 

    曉君在經歷生命的痛苦經驗與關係上很多創傷後，把所有的情感都放在孩子

身上，女兒是她唯一的避風港，心理的重要支持來源。 

    「小孩是我唯一最大的支柱吧。大人可以肚子餓，可是小朋友不能餓對不對。

其實我女兒是我最大力量的來源。有時候大人會很煩腦，可是小孩子一笑，那

所有的煩惱已經沒有了。」(B I-059) 

 

    「我告訴我自己，有一天我再走上八大行業，瘦下來了時候，為了我女兒，我

絕對一毛錢我不會再給我媽媽，因為我已經，我累了，我已經累了，我已經不

想對她付出這麼多，我已經累了，我要替我女兒著想。」（BIV-045） 

    Kissin 等人（2001）實務觀察發現，女性藥癮者可能會放置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例如這個小孩要去符合媽媽的需要，給予她愛或是使她的

生命是有價值的，但這樣會讓孩子擔負一個不適當的責任在身上。 

     

小結 

「性別角色」與「他人關係」是她們關心的生命議題，她和重要他人的關係

連結等同自我實現的價值，內在自我與他人關係總是以巧妙的方式共存著。從女

性藥癮者自我與他人關係可以看到，在與母親關係相處，心理一直有個理想上的

母親形象，與現實生活相處的母親在彼此撕裂拉扯，非常矛盾卻又互相凸顯對彼

此性別角色的期待與落空。在經營婚姻關係，她們為了維持婚姻和諧，將自己的

情感需要放置次位，從伴侶互動關係中發現，她們在鞏固婚姻的實質努力上，比

對方付出更多。對於小孩，女性藥癮者視之為生命中重要的依靠，寧願犧牲自己

來給予孩子最好的養成環境的曲折價值。女性藥癮者以關注他人（母親、伴侶、

小孩）的需求，全心全意的接納，全力實現他人需求的可能性。Carrol Gilligan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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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女性在關係上，是以一種關懷典範的詮釋方式，女性自我概念發展是建立在社

會化過程中，這樣的社會關係是以一種連結、回應與關懷他人之需求為主的觀點

（引自潘淑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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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歸納三位研究參與者主觀經驗發現，她們對於美沙冬替代療法與性別角色交

錯之生活經驗，有她們的因應之道與解決策略，並因家庭系統支持多寡程度與女

性勞動參與的因素，使她們想要兼顧喝藥與性別角色社會功能，無可避免造成衝

突與挑戰，因此就凸顯了女性濫用藥物處遇相關議題。 

 

壹、美沙冬替代療法，給予女性藥癮者移動的可能 

    因美沙冬替代療法政策使然，使她們得以不再受啼藥之苦，而造成生活失功

能的情形，得以回歸正常去適應社會性別角色期待，她們移動回到主流的機會增

加。但個體必須承載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婉婷是獨自帶小孩來診所、曉君來喝藥

請家人幫忙照顧小孩，負擔家庭再生產的功能，當無法兼顧小孩，她覺得無法建

立主要照顧者的自我認同。麗玲雖然沒有明顯母職角色壓力，卻得背負家人希望

戒掉美沙冬的價值期望。因為社會與家庭結構因素使然，她們即使在不同情境下，

仍盡力扮演好性別角色。 

一、交融性別角色的經驗：兩難 

她們每天進入美沙冬診所，維持喝藥的順從性，還有包含精神科醫生診斷劑

量評估，與個管師或社工會談，以及其他可利用性的社會資源，如藥癮支持團體

與就業媒合服務或醫療補助申請，可以知道女性藥癮者與男性藥癮者服務內容並

無二致，其中並沒有特別以女性為主體設置的服務或設施。但結果發現，每天來

喝美沙冬雖可維續生活功能正常，女性藥癮者不會對海洛因有所渴求，而違反了

性別角色限制的行為模式。但在現實日常安排卻也產生很多不方便，與妨礙性別

角色實踐，形成解了一環又扣一環的情況。性別角色意識型態與擔任家庭照顧者

的價值觀仍根深蒂固影響她們，在短暫喝藥過程之後，她們面對背後不同的挑戰

與掙扎，各自發展不同的方式來調適性別角色與喝藥的協調性，尤其是身兼母職

的考量，自己獨自帶幼兒來美沙冬診所，或是必須要與家人協調幫忙看顧小孩，

可以知道她們在喝藥又要兼顧母職角色的兩難。除了家庭功能外，女性可能還會

要維持家庭經濟的生活水平，這樣雙重的身份更使她們負擔沈重。而她們希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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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冬替代療法可以幫助她們在傳統價值規範與社會關係中發現能動性的可能。 

 

二、內在與性別角色內涵：衝突矛盾 

    女性藥癮者潛移默化受傳統文化所制約，好女兒、好太太、好媽媽、好媳婦

的社會化性別角色的規範，影響她們考量是否接觸非正式支持系統的協助，她們

進入美沙冬替代療程的過程，選擇不觸及家庭資源與重要他人協助，很重要的原

因是社會污名的緣故，怕家人會將吸毒與美沙冬聯想，將吸毒者負面觀感放在她

們身上，否定了她們自我認同家庭照顧者的價值。於是她們被迫在這樣的社會處

境裡，犧牲或委屈在這樣的社會認可的位置上，動彈不得，可以發現她們的家庭

系統非常薄弱，在這樣社會文化脈絡裡，雖然掙扎，卻也無力反抗。她們沒有他

人支持，主體性自我決定進入療程，自我砥礪來美沙冬診所喝藥。另一方面，女

性藥癮者雖有家人支持，但仍要面對內在衝突與質疑自我對於女性角色的失職，

她們仍然期望達到傳統女性與家庭連結一起的社會價值，於是喝美沙冬到底要喝

多久的問題，就越愈提醒她們喝藥與兼顧性別角色的尷尬處境。 

    Greenfield 等人（2007）說明在澳洲有提供單一性別（womem-only）女性處遇，

與混合性別（mixed-gender）處遇，兩者不同在於單一性別有居住計畫，提供照顧

孩童與居住環境的可近性服務。女性參加單一性別處遇最明顯的原因，是她們身

旁還有年幼的小孩，其他議題如孩童時期的受暴經驗、女同性戀議題、或是女性

本身有母系藥物濫用的家族史。從中可以發現到孩童照顧的需求是女性尋求處遇

的最主要原因，但也可能成為進入處遇的障礙，於是藥物濫用處遇必須注入性別

敏感的觀點，協助女性勝任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社工必須察覺到女性藥癮者特別

的需求與艱困的挑戰，從評估到處遇計畫，關注到女性的需要提出女性藥癮者與

小孩的服務（Kauffman, 1997）。Luthar 和 Walsh（1995）建議性別敏感的處遇有下

列原則：1.在治療關係中，養育是很重要議題、2.與心理治療協作 3.女性所能被接

受的行為，通常被社會化的傳統性別角色所限制。4.與其工作以主動而非被動的態

度，給予建議。 

 

三、歷經懷孕的生命歷程：恐懼 

 女性藥癮者面臨到生育的生命週期階段，進入美沙冬療程療程後，她們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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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經驗，察覺沒有任何具體的資源或服務協助她們，唯一是服務人員同理的

態度，間接支持孕婦喝藥順從性。本研究發現她們需要社會接納與懷孕胎兒健康

照護的需求。藥癮媽媽要面對的包括自我內疚和羞愧感受、成為單親媽媽的挑戰

跟困難、小孩教養的責任，需要親職技巧和新生兒照顧與孩童成長發展的服務，

以及孩童虐待和疏忽議題（Finkelestin, 1996）。本研究觀察到女性藥癮者在懷孕週

期非常擔心胎兒健康的問題，害怕生下畸形兒與有問題的小孩，這樣的恐慌時時

刻刻伴隨她們。除了要面對內在恐懼，女性藥癮媽媽還要受社會污名的潛在影響，

必須抵抗他者的批判與指責，懷孕還吸毒與來喝美沙冬的行為有違社會建構性別

角色的價值，所以她們在產檢時也不會主動告知產科醫生服用美沙冬狀況。

Finkelestin（1996）描繪女性藥癮者的樣貌，她們是母親或是孕婦，但是針對女性

成癮的預防、處遇和計畫卻付之闕如，忽視女性真實的生活。 

    於此，懷孕的健康照護與心理支持就特別重要。懷孕婦女缺少關於懷孕在藥

物使用的及避免經由母子垂直傳染 HIV 的資訊，政策要去鼓勵懷孕或擔任母職期

間的婦女尋求藥物處遇和減害，而不是懲罰態度或對加深她們烙印（Pinkham 

&Malinowska-Sepmpruch, 2008）。於是美沙冬替代療法必須關注女性藥癮者的性別

角色需求，特別是在生育與照顧小孩母職經驗上，排除這樣性別角色的障礙，以

一個女性藥癮者媽媽和小孩都能安心的物質濫用處遇為為立基點，讓她們可以順

利進入處遇。 

 

貳、與伴侶交纏用藥關係，交錯婚暴的經驗 

一、迎合伴侶，向下沈淪：共同物質濫用 

女性藥癮者與伴侶的關係，始於他們一起藥物使用，連結緊密的深層關係。

Finkelestin（1996）說明女性傾向連結他人，沈迷於藥物或酒精使用，讓伴侶愉樂。

但藥物或酒精使用，並不會如想像產生連結，反而是失去連結，以一個往下的螺

旋現象，一直想要用藥物連結，卻反而失去連結，然後繼續往下。Covington（2000）

陳述關係是早期復元最主要的議題，女性以上癮藥物去維持一個關係，陷入一個

徒勞無功的狀態，或是以此去處理過往的暴力傷痛，關鍵不是以藥物連結他人，

而是在持續長期的復原過程裡，學習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連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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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伴侶，願意改變自我 

曾因為用藥問題而與伴侶產生爭執，招致肢體受暴的曉君，意識到暴力循環

激動的說著：「我最討厭男孩子打女人，我跟你講會打一次就有第二次。」（BIV-108）

她將衝突責任歸屬在自己身上，連結過往負向經驗，限制自我主體發展性。 

「我個性一定要改，不可以像以前一樣那麼任性，那麼幼稚，其實我有吃過

很多的虧，那是因為我的好鬥，好勝，就是頂嘴，我曾經因為這樣子就被

我老公打過，他說我並不是要打你，而是你都一直，就是嘴硬（台語），講

話不饒人。」」」」（BIII-042） 

El-Bassel等人（2000）探討伴侶暴力和特性（懷孕狀況、受創史）、物質濫用、

藥物危險行為的關係，發現在美沙冬替代維持的女性，伴侶暴力和藥物使用是相

互影響著，形成錯綜的關係，與伴侶共同藥物使用和連結伴侶暴力，隱含社會關

係和性別角色的不平等。Kunins等人（2007）發現一個關鍵的面向，加害人利用藥

物來達到控制的施暴關係。施暴的伴侶控制毒品和處遇服務的可近性，訪談中敘

述「如果伴侶持續『餵』藥物給案主，這會使她們持續在控制中」。伴侶還有另一

個可以控制的面向，對於物質濫用處遇去留的問題。於是可以發現，伴侶會是決

定女性能否進入處遇中的重要關鍵。 

 

三、她們能夠找誰支持？ 

曉君在人生的重要轉折點，抉擇是否要離開受暴關係，考量小孩在一個健全

家庭中成長的想法，選擇維持現況。她尋求過家人協助，是勸合不勸離，顯見支

持系統薄弱的無助情形：「可是我跟我爸媽說我想離婚，我媽媽怎麼講嗎？她說不

要啦，因仔可憐啦（台語）。」 

El-Bassel等人（2001）研究發現在美沙冬處遇有遭受親密暴力的女性，要面對

非正式支持的障礙，因為遭受頻繁的暴力，會使她們減少對社會的接觸，限制了

維持正式與非正式網絡的能力，她們以撤離網絡的因應方式，是為了在他人面前

隱藏受暴的事實。 

    社工與女性藥癮者對偶工作時，Kunins 等人（2007）提醒，對於選擇被伴侶

所控制，留在親密暴力關係的女性藥癮者，社工與其會談可能要經過其伴侶的允

許，也可能要求在旁。面對親密伴侶暴力相關服務時，當女性藥癮者不願與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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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離，要敏感覺察他們之間更深層的關係，案主不願與施暴者分離並不構成個

人的失敗經驗，社工也不需因無法協助她而感到自我挫敗，她要離開施暴者並不

是唯一且合適的工作目標，可以為女性藥癮者思考更有意義的方式。與女性藥癮

者工作，必須反省自身價值觀與工作理念，才能給予最合適她們的協助與服務。 

 

四、用藥面向讓伴侶關係動力複雜 

El-Bassel 等（2001）找來 68 位女性藥癮者，舉辦 14 次的焦點團體訪談，歸

納出用藥伴侶間複雜的動力關係，1. 男性伴侶以控制手段孤立，避免女性接近社

會支持去處理濫用的問題、2. 對偶使用藥物讓彼此依附在使用藥物層面上、3. 社

會烙印連結女性使用藥物及以前負面的處境，成為尋求幫忙最大的障礙，特別是

與家庭成員，她們認為得到會是一個訓斥而不是同情、4.難堪和羞愧感也使得女性

不會向友人揭露伴侶暴力、5. 如果與伴侶正面衝突，仍有安全的考量。從女性藥

癮者立場得到了關係糾葛動力這樣的觀點，當她們仍未採取具體的步驟離開施暴

者，因為她們要的僅是同情和移情的關懷，而不是實際解決暴力問題。 

社工在瞭解女性藥癮者與對偶暴力的動力關係後，理解她們的非正式支持系

統的失功能，沒有重要他人支持的社會資源，與缺乏選擇而繼續留在受暴的關係

中。社工與她們一起工作時，幫助她們建立社會支持網絡，連結專業性社會系統，

獲得正式性社會支持。而另一方面，增強女性藥癮者自身的社會網絡，可以鼓勵

她們加入女性藥癮者的互助團體，形成新的社會網絡，連結與分享他人經驗共同

解決問題。 

 

參、誰可以幫助她們？女性藥癮者的社會支持 

一、家人很少幫助到她們 

    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看出，曉君和婉婷的社會支持系統薄弱，她們很難向家人

開口，即使生活面臨多重問題，也盡量自行想辦法解決。「可是我不能讓他們（家

人）知道說我在用毒品，因為他們一定對我，給我滾滾這樣子。」（BIII-048） 

 

「害怕他（先生）知道，因為怎麼講，我都跟他們講說，我都跟先生說，『我

沒有了』『我沒有在用了』(A I-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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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的重要支持來源僅倚賴於家人與重要他人，家庭關係是維持處遇治療

的動力，無論是家人實際支持，或是希望家庭功能完整，家人間接成為力量來源。

女性進到處遇，通常沒有朋友、家庭、教堂和社區支持，以性別敏感為主的物質

濫用處遇為主，很重要是要將社會支持納入處遇的環節（Dodge ＆ Potocky , 

2000）。El-Bassel 等（2001）指出很多女性藥癮者缺少緊密的家庭與朋友的支持系

統，社會支持對於受暴的女性藥癮者是非常重要的，當與她們一起工作時，社會

支持應該被併入評估和處遇，助人者必須意識到家庭和朋友提供哪些正向和負向

的支持，覺察什麼樣的障礙阻礙了她們尋求幫忙，包含伴侶的暴力和控制行為。 

 

二、她們對孩子的在乎 

     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孩子成為女性藥癮者的心理重要支持，成為正向的鼓勵，

協助她們處理調適個人心理困擾。Tracy 和 Martin（2007）對於之前研究已經認知

到家庭成員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孩童的角色反而忽視。他們從兩個物

質濫用處遇計畫，居住計畫和門診計畫各招募了 86 位女性藥癮者，以橫斷面分析

比較接受孩童的支持與從成人網絡中成員得到的支持，發現到成人網絡成員反而

會帶給女性藥癮者是負面的互動，成人相對的是給予資訊來源的支持。他們發現

女性藥癮者與孩童的關係比與成人更加緊密，指出小孩在社會網絡是不可或缺的

角色，視為女性藥癮者在處遇過程的社會支持，於是建議實務者應意識到女性案

主可能依賴小孩的支持，於是有孩童相關服務的處遇是促使女性進入和完成處遇

的動力。 

 

三、擴展她們的社會關係 

    處遇計畫必須促進與擴展女性的社會關係與社會技能，讓她們參加團體治

療、鼓勵她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與新的人認識互動，讓網絡自然形成正向情緒

支持氣氛，讓已經戒毒的人鼓勵持續處遇療程的人，而有可能的話，也讓她們進

去工作勞動市場與接觸社區團體，擴展生活圈（Kissin et al.,2001）。於是為女性

藥癮者建立一個強大的支持社會系統，讓她們即使在走出美沙冬替代療法服時，

仍然有其他社會資源得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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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她們有社會支持的需要，成立女性支持團體 

本研究可以發現女性藥癮者進入美沙冬，維持服藥順從性的決策與家人互動

兩方面是相有牴觸的，不一定完全獲得家人支持，支持她進入療程，而寧願自己

負擔性別角色壓力，形成蠟燭兩頭燒的情形。美沙冬診所除現有藥癮支持團體與

社會醫療補助，與就業輔導中心合作媒合工作外，仍須關懷女性藥癮者個體社會

心理需求。學者說明，性別敏感處遇是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女性藥癮者而設計，她

們自身有社會心理需求，例如孩童照顧或經濟支持會是尋求處遇的障礙因素。

（Greenfieldet,2007）。 

一、自尊：尊重與肯定她們 

Ｄodge 和 Potocky（2000）指出除了具體支持形式，社會支持還可擴大至使她

們得以安心的感受、信任她們的養育經驗、好的情感依附和與其他人共享相似的

利益的概念，可以創造一個團體的環境，讓她們建立互動與關係。女性藥癮者的

服務，自尊是很重要的議題，對於處遇有效性層面上，提供計畫的一部份必須包

涵維護自尊與增強自信。當思考建構女性社會支持系統時，除了關注與擴展女性

社會支持關係外，還需讓她們感受到情緒上的支持，自尊受到尊重，自我是有價

值感與尊嚴的。Covington（2000）說明物質濫用中心（The Center for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CAST）以複合式的處遇計畫提供服務，關於與性別相關的議題，讓她

們社會、心理和社會心理的層面滿足，包涵下列議題：低自尊、性別歧視和性騷

擾、自我能力無法處理的問題如交通和工作、與家庭和重要他人的關係、暴力議

題、親職、工作、支持系統（包含家庭成員或伴侶）或其他資源所孤立、工作、

生涯發展計畫、孩童照顧與監護。 

 

二、在支持團體中尋找自我 

Killeen 等人（2008）說明以「尋求庇護」概念發展，有物質濫用行為與創傷

兩者特性的女性藥癮者為目標主體，短期認知行為處遇運作的支持團體，她們對

於藥物濫用行為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基本認識，以行動技能來避免藥物使用。

藉由重新建構她們的認知，不再以連結負面情緒與物質濫用的解決方式，關注在

關係的議題上，發展有效的溝通技巧，建造一個支持網絡。著名的酒精戒癮者匿

名互助會（Alcoholics Anonymois, A.A.）以十二步驟的的復原方式，是以心理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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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概念來引導，在團體裡面，個體從孤立到移動去連結他人，這樣建立關係的

方式成為復原的基礎，開口要求幫忙、分享自我經驗、力量和希望、真實闡述自

我，他們接受自我是受傷的也可以與他人連結關係，團體讓她們分享與一起承受

受傷，然後替代藥物或酒精使用（Covington & Surrey, 1997）。 

    A.A.團體是讓成員自由敘說自己成癮於酒藥癮的故事，藉由說的過程讓個體

找出意義，El-Bassel（2001）建議自助團體來建構社會支持的取向，幫助受暴的女

性藥癮者尋求幫助的技能，喚起她們意識到朋友和家庭的非正式支持從原本以為

的可近性，但事實是他們無法給予協助，協助女性藥癮者擴展非藥物使用的網絡。

在單純性別團體裡，女性藥癮者可以理解情緒對個體與人際互動的影響，還有自

身的社會支持系統關係受限，幫助她們看到新的社會關係支持。當她們學習自我

表達情緒的技巧，可以在單純性別團體中去做技巧的演練及練習，增進社會關係

溝通技巧。讓她們在面對無法負荷的情緒時，能夠以自我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有一個練習的情境與機會給予她們，發展不同的問題解決策略。 

 

伍、女性藥癮者連結關係，犧牲是事實，自我是心甘情願 

女性藥癮者認為用藥的結果是付出悲慘的代價，讓她們暴露於高度危險的情

境中。社會價值批判女性用藥以「一砲換一砲」、「褲子很鬆」語句來貶抑，她們

默默承載這樣的社會烙印，卻沒有發展出具體對抗烙印的行動或策略。 

    關係中自我理論來探討女性藥癮者自我與他人關係，可以發現女性藥癮者與

母親，互動中充滿糾結矛盾，非打即罵的相處模式，這是關係中的衝突部份。她

們即使已成年，還深陷在母女毀壞的受傷關係難以復原。Covington（2000）討論

這樣的迷思，女性最早從原生家庭擴展她的角色是與她們的母親展開關係，她可

能遭受到母親的暴力，而母親決定個體能否建立健康的支持系統。Smith（2008）

指出雖然女性藥癮者經歷了長期悲痛，可能是難過、或憂鬱、憤怒和孤單，雖然

這些感受可能是眾多的經驗所影響，但是女性通常會將此非理性的與她們的母親

相連，需要去評估女性藥癮者與母親關係的品質。 

但她們為母親做的哪些事，甚至是自我犧牲時，她們毫無怨言的去做， 曉君

為了媽媽醫藥費到八大行業上班，婉婷幫媽媽還清了所有的債務：這一年多的時

候，我也賺了很多錢，我幫她那些也還完了，現金卡也都還掉了（AII-016）。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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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婚姻時，因為用藥的原因，關係中多了幾許無奈與別無選擇的成分。女性可

能為了與伴侶是緊密連結的，與伴侶共同使用藥物。孩子是女性藥癮者很重要的

支持來源，是讓她們感到幸福與信任的關係。婉婷曾經為了伴侶和小孩，都願意

「熬」過戒藥的兩段痛苦過程：「那個時候只是覺得趕快就是這幾天，趕快過吧，

因為我覺得他已經花了這麼多錢，讓我來這邊，算了，就熬過哪幾天吧。」（AII-052）。 

她們的社會關係在滿足他人需要的層次上，自我互動需求而希望得到對方支持，

雙方進而建構信任關係的想像，她們會為了重要他人願意犧牲某些層面的主體的

自我發展意識，因為他人顯的更需要我這麼做，是回應他們的期待也可能是去協

助他們面對的危機或難題，而去保全他們的利益，自我利益此時拋至腦後，全心

全意為他人做著想，也許是這樣看來的確是犧牲的事實，但自我卻是安慰與踏實，

內在決定是願意的。  

 Luthar（1995）提出關係在女性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受

「情感感染性的壓力」，容易為親近的人發生不好的事感到苦惱，在婚姻上比男性

易受到更多的受傷，在轉變為母職角色時，有傳統價值的限定框架與社會建構內

涵，這樣的壓力源自於性別角色與他人關係。女性藥癮者要如何建立一個連結成熟

的關係，讓她們心理健康得以健全。一個成熟的移情關係應是有五個利處：1. 增

加熱情與生命力、2. 充權去行動、3. 對自我及他人的了解、4. 自我價值、5.有想

要更多連結的渴望（Covington, 2000）。 

讓自我價值滿足於他人連結的需要關係裡，這是她們的選擇。但是否因為社

會性別角色價值，而自動讓自我消失？婉婷和曉君都認同婚姻與照顧小孩的重要

價值，為了婚姻和諧隱藏自我真實情緒、照顧小孩失去自我發展的安排，曉君的

內在想法，對少了自我的結果，多了失落的情緒。社工在與女性藥癮者一起工作

時，了解其內在構成的關係脈絡，協助女性連結關係成長與趨向成熟，發展一個

讓自我不會受到壓抑的與內在真實一致的關係。Covington（2000）說明物質濫用

中心對於成癮有關的生理、心理、情緒、心靈、社會政治各方面都納入處遇的考

量，形成女性藥癮者四大面向：自我、關係、性和心靈。在女性復原的處遇，這

四個領域是女性生命重要的部份，有可能會改變女性復原的階段，甚而觸發復發。

Finkelestin（1996）建議對女性藥癮者的處遇計畫，必須將其過去的家庭關係、與

現在家庭成員的關係、朋友、伴侶納入考慮，將關係發展併入處遇脈絡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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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解女性藥癮者生活脈絡與價值意義時，必須關注到關係這層面的議題上，與

其工作時，與她分享女性除在家庭領域裡，傳統意義給予的母親與妻子價值規範，

還是有可以發展女性自我主體意識的空間。 

女性藥癮者可能因社會化過程，努力適應與尋求社會價值認同，讓自我聲音

錯過了好好探詢的機會，再加上有負面創傷與受傷關係的經歷，讓自我的聲音更

無法出來，Tiedje 和 Starn（1996）以關係中的自我理論處遇技巧，修復、尋找失

去的聲音、連結的方式與女性藥癮者工作，以修復（Reclaiming）：撫平過去記憶

的傷害，發展自我價值和重整自信，以女性的觀點，幫助她們從內在出發，尋找

失去的聲音，而不要囿於社會規範而自我消音。連結策略（Joining Strategy）是

恢復關係的基礎，例如幫助母 親和 女兒 恢復 信任 和改 變毀 壞的 關 係。在 關係

處遇取向上，社工會談運用修復技巧時，必須體察物質濫用女性的心路歷程和需

求，她也許有創傷的經歷，無可避免要回溯其童年是被暴力或性虐待傷痛經驗，

必須與她們一起從過往歷程中分享女性的自我概念，如何看待我自己的自我意

識，從中發展自我價值。於是女性能夠恢復，重新結合她們已經放棄或者深埋

在內心深處的傷痛經驗。而找到失去的聲音。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瞭解女性藥癮者對於美沙冬替代療法，她們的所處社會

脈絡的位置與立場，從主觀經驗出發，提出關於性別角色的需求。於是美沙冬替

代療法整體上，如果以女性觀點與關懷女性作出發，理解她們對於連結他人關係

深度需求，思考提供一個溫暖、支持、安全的環境，協助她們能夠整理、探索、

發展自我，找尋失去的聲音，修復與他人毀壞性關係與重新連結。社工可以鼓勵

她們擴展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發展新的社會關係並連結相關服務與資源，女性

在藥癮者可以在自我與他人關係中實現自我的獨立，表達自我的聲音。 

     

壹、美沙冬替代療法政策上 

一、加入性別觀點，關注女性藥癮者性別角色需求 

在政策層面上，需積極宣導美沙冬觀念，減低社會大眾對其社會烙印。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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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策整合社政資源做全盤的考量，納入性別的觀點，從中思考如何讓女性藥癮

者在美沙冬替代療法能夠更為受益，與評估可能對女性不利的潛在因素或影響，

在服務的可近性提供更適合女性的方案或計畫，從中發展女性相關議題及權益，

關注女性藥癮者的福祉。 

 

二、協助她們實踐性別角色 

   美沙冬診所規劃讓藥癮媽媽與孩子都能感到安全的環境，提供媽媽可以養育和

照顧小孩的的服務，安排只有單純女性喝藥的時段，以性別敏感方式，尊重女性

主體意識，讓她們不會感受到父權文化對於女性的壓制。 

 

三、單純性別團體，形成藥癮女性文化分享 

    團體成員是以女性為主，彼此願意分享經驗，喝美沙冬的想法或是如何實踐

母職的經驗，支持同樣經歷的她人，經由互相的討論與激盪，形成她們獨特的默

會知識，建議成立藥癮媽媽的支持團體，關注她們親職經驗。 

 

四、女性藥癮者重要生命議題；懷孕 

   女性藥癮者大多數是正逢養育孩子的年齡階段，她們又面臨傳統價值生兒育女

的壓力，於是個體在社會建構下，必須面對生命歷程關於母職角色的轉變，造成

她們沉重的心理壓力與困境。美沙冬診所應與婦科資源，精神心理方面的專業以

跨聯繫的方式，在醫療評估診斷上，提供女性藥癮者全方位的服務。思考女性藥

癮者與孩子同在的服務，關於懷孕週期的產檢與產後的照顧，與未來孩童教養議

題。 

對於懷孕議題上，建議服務提供包括： 

1. 鼓勵懷孕女性改以服用美沙冬，不要施打海洛因，將母體及胎兒傷害減到最低。 

2. 優先讓懷孕女性接受美沙冬替代療法服務，讓她們尋求處遇時不會遇到障礙。 

3. 對懷孕媽媽來喝藥給予鼓勵與支持，讓她有力量可以面對他人負面觀感維持處

遇，而不會突然撤出療程。 

4. 建立懷孕婦女美沙冬劑量臨床指引，保障藥癮媽媽健康福祉，因美沙冬劑量是

否影響胎兒健康的討論，應有依遵循架構可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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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展觸及懷孕藥癮女性產檢照護問題，連結婦產醫療資源，女性藥癮者可能到

別家醫院產檢，但與美沙冬診所並無橫向聯繫，故產科醫師可能並不知道孕婦

喝藥情形，與相關注意的照護環節，相對的藥癮媽媽持續施打海洛因到一般診

所做產檢，可以在各診所與婦科醫院宣導美沙冬訊息，讓孕婦可以及時停止施

用毒品。 

 

五、親職相關議題 

1. 關於新生兒的戒斷問題，協助藥癮寶寶出生到成長健康管理，建構健康網概念。 

2. 女性藥癮者有可能因為用藥緣故，而造成疏忽或是虐待兒童的事件。關於兒童 

虐待的預防與處理，可以協助母親做親職技巧訓練，當女性藥癮者的孩童強迫

安置，協助她們積極性家庭維繫。 

 

六、建立女性藥癮者社會網絡支持系統 

    台灣現在，女性藥癮者除美沙冬診所，以及相關民間戒癮團體組織可利用社

會資源外，仍缺乏以女性角度去思考的社會支持網絡，於是衛生單位，與社政窗

口，及民間團體機構的聯繫，資源互相連結，整合支援網絡構成，讓其可以切合

到女性需求，兼顧母職角色而能夠安心戒毒。還有： 

1.女性藥癮愛滋感染者身心靈全人照護服務 

2.女性長期悲痛議題，相關心理復原服務 

3.親密伴侶暴力錯綜藥物使用問題的相關服務 

 

貳、社會工作實務上 

一、社工對女性藥癮者自我價值覺察 

    社工與女性藥癮者一起工作時，必須同理她的內在痛苦經驗，尤其是背負社

會價值污名層面，並反思自我對她是否有理想的期待與投射想法，關於性別角色

社會價值。自我價值澄清後，協助案主發掘其內在資源面對藥癮問題。而關於社

會烙印以倡導的方式為女性藥癮者主體性發聲，讓更多人可以接納，理解她們。 

 

二、與個案會談，關注女性藥癮者關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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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藥癮者個人的內在經驗，需要社工的溫暖同理與專業的助，社工要瞭解案

主社會關係脈絡下的自我掙扎與犧牲，以充權的工作方式，讓其增加自我價值感。 

 

三、社工以個案管理模式工作 

    因女性藥癮者面對的問題多元且複雜，必須以一個整合的觀念來協助她們，

透過社工的個管專業角色介入，連結整合各個不同領域的專業資源，協助她們問

題的解決，從美沙冬醫療層面、家庭經濟需求、工作需求、心理諮商各面向的資

源進入。 

 

四、社工處遇以家庭為中心，納入對偶或家族會談方式 

    女性藥癮者與社會關係有所連結，其中家庭關係是必須要深入的面向，當面

臨到如婚暴這樣敏感性議題，除結合家暴中心資源進入外，處理雙方關係衝突，

仍需要與男性對偶澄清對婚姻的價值與期待，以了解雙方的問題所在，一起檢視

婚姻存續的價值，以此解除女性藥癮者單方對婚姻強烈的無力感。 

 

五、與女性藥癮者團體工作 

   與女性藥癮者團體工作，社工在帶領時，要營造讓女性藥癮者可以很自在輕

鬆、不受評斷，感到接納的團體氣氛來揭露自我。在彼此信任且支持下，她可以

真誠的說出內在經驗，自我釋放內在積壓已久的壓力與情緒，抒發生命經歷而受

到鼓勵與共同找到意義。社工也可以角色扮演互相練習情緒溝通技巧，讓她們有

更好且誠實表達情緒的經驗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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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附錄一 

（（（（一一一一））））性別角色性別角色性別角色性別角色 

1 可以請您談談您用藥過程（與男性共同用藥），您對自己身為女性的看法或其他

想法？有什麼是必需要妥協或不舒服的地方？在用藥的時候或其他方面？ 

2 在您用藥的過程中，您對於女性「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的典範，您可以談

談您自己的看法（自己），這樣好女人的定義在生活上給了您什麼壓力或影響？ 

3 您對於婚姻、懷孕、養育小孩的想法？ 

4 可以談談您生命中發生的關鍵事件或創傷？ 

可以談談你跟親密伴侶、家人關係嗎？他們對您的看法（他人）？ 

 

（（（（二二二二））））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決策過程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決策過程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決策過程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決策過程 

1.在用藥的那陣子，是誰陪你度過難過的時刻（啼藥、找藥、打藥），誰最關心你？ 

2.您怎麼下決定要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您怎麼想這件事？有什麼事讓您打消此念

頭？ 

3 誰對您來說非常重要，支持您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 

4 關於要照顧家裡這件事，是否會造成您的猶豫，您怎麼處理？ 

 

（（（（三三三三））））美沙冬替代療法需求層面美沙冬替代療法需求層面美沙冬替代療法需求層面美沙冬替代療法需求層面 

1.可以談談您對於美沙冬替代療法空間設施、來喝藥、看診與社工（個管師）談話、

團體聚會過程的經驗或想法嗎？ 

2.您覺得美沙冬替代療法有否讓你覺得特別對女生很貼心的服務？您希望他們提

供怎樣貼近女生的服務？ 

3 您對於美沙冬替代療法是否有滿足女生的需要的看法？ 

4 想請問您，美沙冬替代療法是否有幫助到您照顧自己、照顧家裡這件事情？您有

什麼想法或遇到問題？ 

如果您是有小孩的母親（可能是單親）、或懷孕的女生，以您是女生的角度，她們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四四四四））））對美沙冬替代療法期待對美沙冬替代療法期待對美沙冬替代療法期待對美沙冬替代療法期待 

1.假設您是有小孩的母親（可能是單親）、或懷孕的女生，您會希望美沙冬怎樣幫

助您？ 

2 您會希望美沙冬替代療法幫助到您哪些部分，自己到家庭的層面？ 

3 您會希望社工為你做什麼？可以幫助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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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受訪者同意書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女性藥癮者對美沙冬替代療法之主觀經驗及性別角色需求研究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主 持 人：李思賢                         職稱：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王永衛   醫務長      

研究人員：  溫臻婷               

受試者姓名：       性別：       年齡：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病歷號碼： 

一、試驗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女性藥癮者對其社會性別角色之認同與調適，研究重點在

瞭解女性藥癮者進入美沙冬替代療法過程中的主觀感受與經驗，她們對服務所

覺察的性別角色需求的想法。 

二、試驗方法與程序說明： 

您簽署同意書後，即成為本研究中的主要資料提供者，研究對象設定為參加美

沙冬替代療法的女性藥癮者，預計收樣三到五名。研究進行方法是採用一對一

的訪談方式，請您詳述美沙冬替代療法中各面向性別角色需求與經驗，每位研

究對象視意願預計進行三到五次訪談，受訪時間一次約為 1-2 小時，進行訪談

之地點安排在您的生活週遭，選擇您熟悉並且能減低其焦慮與陌生感的環境。

在資料收集過程將徵得您的同意進行錄音，採用標準化程序以確定資料的品

質，訪談之資料將編錄為逐字稿，並確保您的隱私與權益如下: 

     附錄二 

版本 Ver1-980121 



148 

 

1.我們訪談所收集到的資料將僅供研究之用，而其研究結果將發表於研究相關 

的論文。 

2.您個人資料將會受到嚴格隱私保護，以確保維護隱私權。 

3.對於研究的保密情形，有任何問題都歡迎您提出，我們會盡量解答。 

 

三、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 

本研究對身體無侵入性，對於生理不會有傷害。研究過程中，可能因為訪談內

容涉及隱私與心理狀態，可能會造成心理不舒服，如有此情況可隨時終止訪談

並停止參與研究。 

四、預期試驗效果： 

此研究對您沒有直接獲益，研究結果能夠呈現出女性藥癮者對美沙冬替代療法

的性別角色需求經驗，對於與您有相同情況的人能有積極正向的鼓勵，可以作

為實務上建議美沙冬替代療法性別考量的服務品質，但您可能會在參與研究中

再次瞭解美沙冬替代療法的生活經驗對您而言的意涵。 

五、緊急狀況之處理： 

受訪過程中，若您感到任何的不適，將立即中止訪談，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六、費用： 

您無須負擔試驗費用。完成三到五次訪談結束。為了對您的誠摯受訪表示感

謝，將回饋給您 1000 元整超商禮券。 

七、賠償： 

若發生由計畫執行所引起之傷害時，本機構將依法負全部賠償責任。 

八、機密性： 

1.一個試驗代碼將代表您的身分，此代碼不會顯示您的姓名、身分證字號、住

址。 

2.對於您受訪的結果及診斷，試驗主持人將持保密的態度。除了有關機關依法

調查外，試驗主持人會小心維護您的隱私。 

3.行政院衛生署與本院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依法調查，在不危害您隱私情況

下，得以檢視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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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本試驗計畫成果產生學術文獻發表、實質效益或衍生其他權益時，亦同 

意無償捐贈給本院作為疾病預防、診斷及治療等公益用途。 

十、權利： 

(1) 本計劃執行機構將維護受試者在試驗過程當中應得之權益。 

(2) 試驗所得資料可能發表於學術性雜誌，但受試者姓名將不會公佈，受試者之            

隱私將予絶對保密。 

(3) 受訪者或立同意書人有權在無任何理由情況下，隨時要求終止參與試驗。 

 

受試者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與受試者之關係：    ＿＿＿＿＿         

   

見證人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計畫主持人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註一:請以上簽署人員務必自行填寫日期欄位 

※註二：未滿廿歲之受試者或法律宣告禁治產權者，須由法定代理人簽名始生效。 

※註三:根據 GCP 第二章第二十一條:受試者、法定代理人、同意權人皆無法閱讀時。需有見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

關受試者同意書之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