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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圖書館認識大三的A君，交往了
九個月。最近我主動向他表示想要有親密
關係，他覺得時候未到，我說我真的很愛
他，他居然向我道歉說他不能確定我們的
感情是否真愛，但很願意與我繼續交往。	 

•  	 	 	 	 後來我們談了很多，才知道他自高中迄
今，已談過三次戀愛。但他從未有那種愛
得死去活來，非她不娶的那種愛的感覺，
他自嘲遲鈍不開竅，看樣子他短期內是不
會向我說「我愛妳」，請問我該等待還是
對他死心？	 

•  	 每個人對「愛」所下的定義大不相同，有
人憧憬得很浪漫，也有人很腳踏實地的去
體會，有人說得很好聽，也有一些人願以
行動來表示。「愛」只是一個字，但它所
包含的意思太廣泛了，愛是一種感覺，是
一件事，也是一種行動或意念，通常是要
經過互動之後才能認識體驗及瞭解。	 

•  妳與A君的交往，對妳而言，是種純純的愛，
相處愈久，妳愈渴望接近他的身心，因為
有愛的感覺，所以想要進入性愛的階段，
這是很自然的事。	 

•  可惜A君沒有同樣的想法，也許他是還未開
竅，從未試著開放自己給對方，也未把握
機會接納對方，幾度讓未成形的愛情自身
邊溜走，但也有可能是他一直沒有遇到真
正適合的對象，或者他對感情的態度非常
嚴肅。	 

•  九個月的校園生活相處雖愉悅，但感情未
經過考驗，還未進入深刻的愛情關係，不
論是何種原因，至少他很誠實，既不肯說
謊也不願意趁機佔妳便宜。	 

•  雙方不妨繼續多討論，心平氣和地傾聽他
的觀點及人生哲學，並瞭解他是否受到過
去經驗及成長背景的影響而對「愛」有超
乎常人的看法及做法，請尊重他的觀點，
戀人做不成還是可以當朋友，而妳自己也
要注意一件事，不需要全心全意地尋找
「愛」，在人生這個階段中，不妨先找尋
及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然後「愛」才能
出現在妳未來的生活中。	 

•  我喜歡女生，也喜歡男生，我是同性戀
還是雙性戀？	 

•  我該如何處理三角關係？	 

•  我是一個女生，到最近才發現自己喜歡女的也喜
歡男的，我愛著我的學妹，而且也發生過關係了。
學妹有點男孩氣的感覺。在同一時間，一個條件
很好的男生跟我告白，他的人格特質及相處模式
跟我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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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妹之前，我就很喜歡這個男生了，如今
我又放心不下我學妹，學妹的家庭環境有點
複雜，常常找我哭訴，我有一種保護她的感
覺，而在男生那裡，卻又有一種被呵護的感
覺，我也不想放棄這個男生學妹曾說我可以
跟那個男的在一起，又跟她在一起，但我很
心疼她，現在我已經跟男生在交往了，學妹
也知道，我該怎麼辦？	 

•  同性戀或雙性戀取向是妳自己性導向的認
同，妳還年輕，才剛開始進入感情生涯，
目前似乎還無法確定性導向，尚遊走於男
女之間，這個部分需要時間、知識、經驗
與深入思考。目前妳的問題在於將自己陷
入三角關係。雙人的人際互動就常糾纏不
清，而三人的感情糾葛更是複雜，要小心
處理，將傷害減至最低。	 

•  基本上妳是想要有個心理上可依賴的對象，
因此妳喜歡女友學妹的男孩氣，又享受男
友的呵護感。看起來妳覺得男友在各方面
與妳較適合，已經忍不住與他交往了，而
妳說想要保護學妹，感覺對她放不下，這
其中當然有感情，但似乎友情及同情的成
分居多，她的家庭問題妳愛莫能助，她必
須自己去面對及調適，不妨催促她去找心
理諮商師求助，深入晤談，以獲自我成長。	 

•  學妹因怕失去妳，勉強容許妳劈腿，對她
而言，男性情敵的威脅可能沒有女性情敵
來得大，但她一定不會很快樂，而男生目
前被蒙在鼓裡對他並不公平，若他發現妳
是雙性戀時，他若因愛妳而願意繼續發展，
妳勢必得處理與學妹的感情，她會大受傷
的；若男友因害怕或憤怒落荒而逃，則受
傷的是妳自己。三角關係的處理，在於妳
這位始作俑者。	 

•  男友要求做愛，我若不答應，我怕她會
去找別人！	 

•  男友開口求歡之後，要等多久才能跟他
上床？	 

•  大一時與同學A君交往一個月他就要求做愛，
三天兩頭就想求歡，我讓他等了四個月才答
應，但此關係後來持續半年而已，而他對我
也越來越沒興趣，不知道這跟拖延四個月有
沒有關係。現在我大三了，剛開始一段新的
感情關係，還未有肉體親密，倘若他跟我要
求，我不知道跟怎麼辦？	 

•  我在想通常在男性開口求歡之後要等上再約
會一兩次，或要讓他等上好幾個月再答應他？
等的越久是否表示我越不成熟？男人通常都
是不想等，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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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妳的描述，倘若妳再與男友約會兩次
後就與他上床，即表示妳的成熟；若再等
上幾個月則顯示妳的不成熟，因此妳擔心
男友嫌妳不夠成熟，所以急著答應與他有
肉體關係，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一般坊間
的觀念是，男生喜歡順著他要求的女孩，
包括性愛在內。其實不論男女，都對自己
的感情及性生活有自己的原則及想法，並
不是每一個男生都猴急上床的。	 

•  矜持是一種女性特質，但有時會流於性愛遊
戲的手段，欲擒故縱。事實上性並非遊戲，
而讓男生等待也不一定是成熟的標準。如果
成熟的人們不想要有性，他們就選擇不要有
性。先弄清楚妳自己對感情關係的期待，並
多觀察妳正在交往的男孩，找出彼此契合之
處，而不是心有期待地等待對方要求發生關
係。在才剛開始的感情關係中，男生若很快
就要求做愛，即表示他自己很想要，或著想
要測試妳是否也想要。	 

•  性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之事，且男女通
常對性的解釋及反應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人們經常因有過性愛而後悔；他們很少因
等待性愛而後悔。建議妳去找學校的心理
諮商師協助，建立妳自己的性愛感情價值
觀而依其行事。	 

•  現在男女遠距戀情行得通嗎？	 

•  戀愛久了，我越來越沒感覺，該如何與
對方溝通？	 

•  八年來都是遠距離的戀情，在一起的時間很少，
最近會想自己真的和他適合在一起嗎？因為時
間到了而結婚，因為很多人在問而結婚，但自
己真的想結婚嗎?我不知道了，也徬徨了，所
以打從年初我一下想結婚、一下子又想分手，
自己弄得好像精神分裂症一樣。	 

•  每次跟他討論這件事時，他總是說他愛我，守
候我的心沒有變，無論我如何三心二意。離開
他的念頭越來越強烈，不接他電話卻還是忍不
住拿起手機，會想他卻又想離開他，我不斷問
自己真的喜歡他嗎？真的要結婚嗎？	 

•  遠距戀情能夠維持八年，的確不容易。想必當
初曾經互相吸引且熱戀，雙方都認定對方就是
自己的最愛，沒有二心，所以才能安心於工作
及自己的生活並享受定期的約會。只是時間一
久，約會成例行的日程表，時空阻隔，聚少離
多，而且缺乏兩人共分享的人事物，即使是在
MSN或電話上能聊到，還是不夠多，同享身歷
其境的經驗，只能在腦中想像對方所分享之人
事物，感覺越來越不踏實，妳現在就是處於此
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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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小別勝新婚，但遠距戀情拖太久，
激情也隨著時空因素而變淡，兩個人在一
起，既習慣又有點陌生，會盼望又有點無
聊，所以妳才會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愛男
友，兩人是否適合結婚。光是他愛妳而結
婚是不夠的，當然也不能因為在一起八年
或親友家人的期盼而結婚。妳之所以想分
手就是因為妳感受不到他的愛，自己缺乏
激情來與男友同建婚姻藍圖共創未來。	 

•  感情基礎不是隨時間越形堅固，而是正在
動搖。妳要認真地讓男友知道妳的感覺，
而不是放在心中醞釀，這樣對他是不公平
的。有分手的念頭並非罪惡或背判，是種
直覺，也是感情危機。妳應邀請男友來面
對現實，將感情及生活攤開來談，好好溝
通，如果兩人的結論是「Yes」及「No」的
衝突，則建議去找婚姻諮商師深談，尋求
協助。	 

•  對於性感女生，我是欣賞還是喜歡？	 

•  性感的定義為何？外貌協會還是三圍
至上？	 

•  A女在系上是出名的波霸，男女同學都在背
後討論她的身材，我作夢也沒想到她會對
我青睞。兩次郊遊，她都要求坐我的摩托
車，將胸部緊緊貼在我背後，還不時動來
動去，令我心猿意馬。而且在大夥聚餐時
她都靠我很近，有時可以看到她的乳溝。	 

•  我知道若我想和她在一起，一定很快上手，
只是我弄不清楚到底是被她的性感迷惑還
是被她的真情感動，要是交往後發現不喜
歡她，不是很尷尬，而且傷人不利己？	 

•  有的女孩眼睛大會說話，有的人說話聲音
迷人，每個人不分男女，在外表及個性方
面均有吸引人之處。A女可能喜歡你這類型
的男孩，所以頻頻示好，想要接近你，做
為摩托車被載乘客，為了安全第一，她當
然要抓住你貼緊你，而女性的胸部本來就
柔軟結實，即使隔著幾層衣服，肉碰肉還
是有感覺的。只是妳平常不但耳聞而且注
意到她的豐滿胸部，很自然地將焦點集中
在胸部緊貼背部的感覺，這種真實加上想
像的性刺激，引起了你的性衝動。	 

•  大胸部是性刺激沒錯，但只有在兩情相悅，
繾綣纏綿時才能發揮功效，A女喜歡你想和
你做男女朋友，並不表示她肯和你上床，
因此先不要想性事，倒是要先問問你自己，
到底欣賞A女哪些優點。並不是眾人欣羨的
對象對你有興趣，你就受寵若驚，趁勢將
她追到手。聽起來你有點猶豫，其實你是
擔心自己是為了性而被她迷惑。大胸部固
會引發遐想，現實中的交往才是男女感情
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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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爾約A女出來看電影或一起吃中飯，只是
你言行舉止保持距離，忘記她的波霸綽號，
以平常心視她為任性女孩，觀察她的喜怒
哀樂，用心去感覺你們的相處，你可以在
一段時間的互動過程中，決定要和她當普
通朋友系上好同學，還是進一步做一對一
的男女朋友。	 

•  男友喜歡看Ａ片（Adult	 Movie），怎
麼辦？	 

•  我不喜歡看Ａ片，他都邀我一起觀賞，
該如何拒絕？	 

•  與男友交往近一年，他認為看A片沒什麼不
對，而我卻是生長在家教嚴格從不談性的
家庭，我本身很反對看A片，無論怎麼解釋，
都無法影響他停止看A片，我真的很討厭色
情圖片影片。	 

•  	 	 	 	 最近他一再要求我和他一起觀賞，說是
有助於未來的性生活，勉強看了一片後，
與他爭吵，不歡而散。請問我是因為太緊
張而不想與他分享A片嗎？要他放棄看A片
是否太過份了些？	 

•  男友似乎想要一廂情願地改變家庭長久以
來加諸於妳的價值觀，對於妳討厭看A片的
反應是催促妳與他一同觀賞。此種「行為
學派中的洪水法」聽起來無效，而且也沒
有尊重妳的喜惡，一個人從「討厭」要改
變到「可接受」，甚至「喜歡」是需要一
段時間的，A片之被接受是因為觀賞的人賦
予它正面的意義，刺激性慾，令他感覺到
他是一個「有性的人」，而之所以會被伴
侶接受，則是雙方都認為A片的挑逗可以給
彼此帶來性刺激，有助性慾的提升及身體
的激發。	 

•  男友當然有權規劃自己的性生活，並要求
妳參與，只是他太性急了。在妳害怕看A片
時硬要妳看，妳自然會抗拒，更無法進入
狀況，他一直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塑造」
妳，沒有設身處地為妳著想，是有點不成
熟，而他想要以A片來做未來你倆性生活的
範本，則是很錯誤的觀念。平時閱讀正規
有關性愛的書籍，上官方網站查閱性知識
的資料，或就教於諮商中心的老師，並且
與男友討論，有共識有意願有準備才能進
入性關係。	 

•  妳有權保持自己的價值觀，不用勉強自己
與他看A片，但雙方都要能心平氣和地討論
有關性及A片的議題，邀請男友一起去做諮
商，探討價值觀的差異，及如何拉近兩人
在許多方面想法的不同，關係才得以進一
步發展，否則妳只能在男友與價值觀之間
擇其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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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友心思細膩體貼溫柔，輕聲細語，對感情很
敏感，只要有一點衝擊，他就幾乎會崩潰。而
他與我做愛時，一開始會勃起，中途就軟掉，
從來不射精，真的很奇怪，這樣是否太不正常
了？我查閱了性功能障礙的文章，直覺是他有
問題。	 

•  若向如此敏感的男友啟齒，必會中傷他的自尊。
但他才23歲，我不敢說性生活很重要，但至少
還是要有進入身體溫熱的感覺啊！我愛他，絕
不會因此而嫌棄或離婚，但是彼此必定因此而
各懷鬼胎，請問我該怎麼做？	 

•  男友像個精緻的瓷娃娃，天生個性使然，
加上父母自小到大的呵護，且他很幸運碰
到妳，善體人意，處處為他著想替他擔心，
任何會刺傷他自尊，損壞感情關係的話題
妳都篩檢過，辛苦且小心翼翼地維護這段
感情。人生往往有許多困難或挫則出現，
情侶必須真誠相對，互相扶持，設法處理，
感情關係才算通過考驗，才能繼續發展茁
壯。	 

•  男友有勃起功能障礙是事實，妳不能因為
害怕傷他自尊而假裝沒事，心理已經認定
他不正常，對性愛的期盼及慾望已經減低，
當他要求做愛時，妳只是配合或敷衍，自
己無法享受，長此以往會成為妳身心負擔，
結婚後則成為婚姻危機。他顯然自己不想
面對，企盼妳因為愛他而跟著他一起逃避
問題，長期下來終究會成為關係中的問題，
而妳因為太害怕傷害他，過份保護他而不
敢率先打破兩人間的這道牆。	 

•  就因為愛他，才希望他生理健康、正常。
才要以關心的口吻告訴他妳的擔心，只要
描述事實及說感覺，不要做診斷下判斷，
可以說每個人都要做健康檢查，妳願意陪
他去看泌尿科醫師，也希望他陪妳去婦產
科。妳得引導他去面對現實，他的勃起不
持久到底是器質性因素還是社會心理因素，
都得等醫師診斷後才能對症下藥。這並非
絕症，瞭解成因，努力克服障礙配合治療
就會改善的。	 

謝謝大家���
請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