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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諮商觀點談性說愛	 

婚姻與性諮商專家	 
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	 
杏陵性諮商性治療中心諮商顧問	 
自由時報家庭診療室專欄作家	 

台灣婚姻與家庭輔導學會名譽理事長	 
	 

林蕙瑛	 
103.11.27	 (海洋大學卓越大師講座)	 

性別認同	 

• 我是男性—男孩à男人	 

• 我是女性—女孩à女人	 

• 男兒身女兒心	 
• 男兒心女兒身	 

性別	 感情性愛	 
男+女	 異性戀	 

女+女	 同性戀	 

男+男	 同性戀	 

跨性別者	 ?	 

• 關係≠性，但有了性就是性關係	 

• 性=	 	 +生，中華文字之奧妙	 	 愛字有個心	 
	 	 	 	 另外：情、宜、祖等	 

• 性的涵義：生命與心理的結合	 

• 何謂性心理？人類在性方面之情緒、認知
及行為之反應	 

性領域	 
人格成熟的七大指標	 	 

1.身體方面的成熟：兒童與青少年都還在發育
中。	 

2.智力方面的成熟：16歲時智力發展完成。	 

3.社交方面的成熟：與不同年齡層的人交往。	 

4.情感方面的成熟：適時合宜表達情緒。	 

5.性心理方面的成熟：	 

6.道德方面的成熟：超越二元論。	 

7.宗教方面的成熟：尊重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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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成熟的六大指標	 	 性迷思可分為三大類	 

• 迷思：	 
	 	 1.似是而非的觀念	 

	 2.錯誤的知識	 

	 3.道聽塗說	 

	 	 

性迷思	 

•  性等於性交	 
•  自慰是青少年的專利	 
•  一定得先有勃起（性活動之前），才能夠
顯示興趣與性慾	 

•  男人不應該有（至少不應表達）某些感覺	 
•  在性方面跟如同其他方面是有表現才算數	 
•  男生是要對性主動且具指揮性	 
•  男人一向想要而且隨時都可以有性	 

•  所有的身體接觸一定要導致性	 	 男人必需要整
夜都能夠持續	 

•  太多自慰是不好的	 
•  當你有了性伴侶，你不應該需要或者想要自慰	 
•  性需要勃起	 
•  好的性是一種逐漸增加的興奮的直線進行，最
後由高潮終結	 

•  幻想其他的事情是表示我與目前的伴侶不是很
快樂	 

•  假如人們是相愛的話，性不應該被計劃，應該
可以隨時發生	 

性困惑、性問題及性議題	 	 

•  個人的性：情慾、性別角色、自慰、色情文化，
援交。	 

•  性導向：異性戀、同性戀、跨性別者、變性人、
雙性戀。	 

•  人際間的性：親密關係、較安全的性(safer	 sex)、
口交、肛交、手交、懷孕、墮胎、同居、多重性
伴侶。	 

•  性疾患：DSM	 Ⅳ-TR分類之性慾疾患、性激發疾
患、性高潮疾患及性疼痛疾患。	 

•  異常性行為：偷窺症、戀童症、扮異裝症、暴露
狂、人獸交、戀屍症、強姦、性侵害。	 	 

Freud性心理發展階段	 

•  口腔期(0-‐1.5歲)	 
•  肛門期(1.5-‐3歲)	 
•  性蕾期(3歲-5歲或6歲)	 
•  潛伏期(6-‐12歲)(或青春期)	 
•  性器期(青春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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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器期(genital	 stage，青春期)	 

•  此時期開始時間，男生約在１３歲，女生
約在１２歲，此時期個體性器官成熟生理
上與心理上所顯示的特徵，性衝動付現，
且性器官也再次成為激發地帶。	 

•  兩性差異開始顯著。自此以後，性的需求
轉向相似年齡的異性，開始有了兩性生活
的理想，有了婚姻家庭的意識，至此，性
心理的發展已臻成熟。	 

•  青少年可以把性方面的精力投入在各種
社會認可的活動上，例如交友、運動以
及準備就業。	 

Masters	 &	 Johnson	 人類的性反應	 

•  1.性慾期	 
•  2.興奮期	 
•  3.高原期	 
•  4.高潮期	 
	 (男生有不反應期)	 

•  5.消退期	 

有關性的詞彙	 
•  性心理(sexuality)：人們對性方面的認知、情緒及
行為之表現。	 

•  性諮商(sex	 counseling	 or	 sexuality	 counseling)	 
•  性健康(sexual	 health)：身體健康+性心理健康。	 
•  有性的人（a	 sexual	 person）	 
•  性功能(sexual	 function)	 	 
•  性認同（sexual	 identity）	 
•  性導向（sexual	 orientation）	 

•  性愉悅	 (sexual	 pleasure)	 
•  性滿足	 (sexual	 satisfaction)	 
•  性實作	 (sexual	 practice)	 
•  性偏好	 (sexual	 preference)	 
•  性抱怨（sexual	 complaints）	 
•  性困難（sexual	 difficulties）	 
•  性問題（sexual	 problems）	 
•  性偏差	 (sexual	 deviations)	 
•  性成癮	 (sexual	 addiction)	 

不同發展期���
常見的性問題及處理方法	 	 

•  性教育+性諮商+性治療	 
•  以認知行為學派為基礎，加上其他各治療
學派之技術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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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討論一＞	 

•  A女於大二下與有親密關係的男友個性不合而分
手。大三下時積極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及校內外聯
誼。某晚與社團B男去參加他高中同學C男的週末
聚會，認識C男室友D男，聊得很開心。	 

•  那一夜大家酒喝多了，有人胡言亂語，有人不勝
酒力。A女不能喝又想狂歡，喝到茫。醒來時發
現自己躺在D男床上，衣衫不整，內褲在地上。她
直覺D男對她性侵，D男矢口否認，說A女發酒瘋，
自己解衣扣脫內褲，他好心收容她照顧她。	 

•  因為下半體並未疼痛，只覺得怪怪的，A女
乃半信半疑地回家了。過了幾天陰道開始
發癢疼痛，有不明液體流出，且陰道口有
顆粒狀突出物，她去看醫生才知道是菜花。
A女立刻找D男理論，他還是不承認，甚至
要A女想想她最近上過床的伴侶是哪些人。	 

•  A女非常悲憤，分手已近一年，她並無男友，
除了D男孩會有誰？因此她決定透過學校申
訴管道控告D男性侵。	 

分析	 

•  A女原本心態：休閒、交誼、找對象。	 
•  情緒：放鬆、忘情。	 
•  認知：大家都是學生，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是正常活動。	 

•  行為：喝到醉茫，不省人事。	 
•  後果：被性侵、得菜花、打官司。	 
•  A女後來心態：創傷（被騙、被欺侮、憤怒、
擔心、羞愧、質疑、不信任等）。	 

•  A女友沒有正確性愛感情觀？　有！	 

•  她到底錯在哪裡？為何這麼倒楣？	 

•  D男友沒有正確性愛感情觀？　沒有！	 

1.  自己有性需求，不尋求適合自己的正常
管道，以狩獵方式發洩。	 

2.  絲毫不尊重女性，將女性物化，作為性
交對象而已。	 

3.  偶發性行為不戴保險套，從未想到保護
自己不得病，保護對方不得病、不懷孕。	 

4.  在非對方志願情況下（不省人事）對其
性交，完全沒有兩情相悅身體繾　之正
確性愛觀念，且此行為已構成性侵的罪
刑。	 

5.他可以不需要前戲及後戲，純粹發洩，事後
甚至不替A女將衣褲穿好，自私又好色，只是
逞其私慾，毫無友愛之心。	 

6.看似酒後亂性，實則任其性慾高張、借酒縱
慾。	 

7.不敢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矢口否認。	 

8.散播病原，違反公共衛生條例。	 

9.不但否認，還推到A女身上說她與別人上床
得到的，這是使用投射作用，亦即他自己經
常與女孩有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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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男孩妳願意與他交往嗎？	 

你願意成為這樣的男孩嗎？	 
•  他這樣大男人，對性不在乎，不懂得愛的
人當然與他的家教教育與社會教育（學校
教育沒教）有關，但也可能教室因為沒人
教導，他自小到大自生活中擷取不正確的
資訊而形成他行事的原則，需要自覺，自
愛及自發。	 

•  女孩亦然，沒有人教沒有人可說，事情發
生了不知如何處理？因此要學習、閱讀、
聆聽、詢問、對談、討論。	 

敏感議題？	 

• 自慰：並非青少年的專利，而是每一個人
的自主權，正向功能為紓解身心、情感激
發及娛己。	 

• 性幻想：屬於精神分析學派心理自衛防禦
機轉的幻想作用，偶而為之穩定情緒，維
持心理平衡，但不可依賴，易與現實混淆。	 

•  自慰及性幻想均為性治療的工具／技術。	 

男女有別：女性的情慾激發	 

•  由愛而性：拉手、攬肩、摟抱、親吻、輕
度愛撫、陰道交、口交、肛交。	 

•  性愛：	 
由漸有感覺到全身激發，到	 

	 

Ｘ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	 男朋友每次跟我見面，都要做那件事。	 

插入	 

有激發無快
感	 

高潮	 

•  性＋愛＝性愛。由愛而性，才有感情基礎，
由性而愛亦有見，很少。	 

•  情＋慾＝情慾（包括在性愛內）	 
•  光有愛而無性，不夠完整。	 
•  光有性而無愛，不能長久。	 

<案例討論二>	 

• 不准入港拂袖去	 男友被告性侵	 
•  黃文博/台南報導	 

•  卅六歲吳女與黃姓男友交往一年多，兩
人約會時，都只同意讓男友愛撫和口交，
今年跨年晚會過後，兩人又到賓館約會，
這次男友忍不住達陣，女方喊痛要他縮
回外，還不斷問他要不要負責，他一氣
之下開車離開，吳女猛撥手機他都不回，
女方就到分局告男友性侵。	 

•  卅六歲的吳女與卅二歲黃某，透過網路
交往有一年多時間，兩人認識不久後，
就經常到汽車旅館內約會，但吳女每次
都堅持，自己是處女，在雙方沒正式結
婚前，只能愛撫、口交，所以每次吳女
都問黃某會不會負責。	 

•  今年跨年晚會，吳、黃相約到台南市政
府西側廣場參加跨年晚會後，黃某又帶
吳女到東區虎尾寮某家汽車旅館約會，
這次黃某實在忍不住了，愛撫後，直接
達陣，吳女因沒有預期，不但喊痛，而
且還流血，要求黃某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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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某見氣氛已失，也沒興趣，但喊痛的吳女
卻一再問他會不會負責，黃某被問煩了，加
上又沒達陣成功，所以一氣之下，就開車離
開，吳女見男友氣沖沖離開，不斷撥打他的
手機，黃某卻是鐵了心，不再接聽電話。	 

•  獨自留在賓館內的吳女，見男友不負責任，
也氣沖沖地跑到台南市警一分局控告男友性
侵，警方昨天傳喚黃某到案，他也感到莫名
其妙，說他和女方是男女朋友，發生關係是
你情我願，何況當天他也沒成功達陣，不過
因為女方已提告訴，警方還是得依法將黃某
移送法辦。	 

思考問題	 

• 吳女有哪些性迷思(不正確的性觀念)？	 
• 黃男有哪些性迷思？	 
• 你在報導中看到(同理)吳女有哪些情緒？	 
• 你在報導中看到(同理)黃男有哪些情緒？	 
• 吳女有哪些不恰當的行為？	 
• 黃男有哪些不恰當的行為？	 

性愛迷思	 

•  1.愛撫及口交不算性	 
•  2.性是有條件且要有承諾	 
•  3.傳統的處女情結觀念	 
•  4.婚前有插入行為，男方得負責	 
•  5.性交等於陰道交	 
•  6.沒有衝刺不算性交	 
•  7.全有或全無的感情觀	 

風險行為	 

•  1.認識未久即上汽車旅館	 
•  2.男生未尊重女生底線	 
•  3.一直問會不會負責	 
•  4.一方強迫性的撥電話，一方故意
不回應	 

•  5.控告男友性侵	 

•  大學生談戀愛，到何種程度才能有親密
關係？	 

•  「愛」的定義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