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從性諮商觀點談性說愛 

婚姻與性諮商專家 
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副教授 

杏陵性諮商性治療中⼼心諮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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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林蕙瑛 
2016.03.17(海洋⼤大學卓越⼤大師講座) 

性別認同 

• 我是男性—男孩à男⼈人 
• 我是⼥女性—⼥女孩à⼥女⼈人 
• 男兒⾝身⼥女兒⼼心 
• 男兒⼼心⼥女兒⾝身 

性別 感情性愛 
男+⼥女 異性戀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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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中華⽂文字之奧妙  愛字有個⼼心 
    另外：情、宜、祖等 

• 性的涵義：⽣生命與⼼心理的結合 

• 何謂性⼼心理？⼈人類在性⽅方⾯面之情緒、認知
及⾏行為之反應 

性領域 ⼈人格成熟的七⼤大指標  

1.⾝身體⽅方⾯面的成熟：兒童與⻘青少年都還在發
育中。 

2.智⼒力⽅方⾯面的成熟：16歲時智⼒力發展完成。 
3.社交⽅方⾯面的成熟：與不同年齡層的⼈人交往。 
4.情感⽅方⾯面的成熟：適時合宜表達情緒。 
5.性⼼心理⽅方⾯面的成熟： 
6.道德⽅方⾯面的成熟：超越⼆二元論。 
7.宗教⽅方⾯面的成熟：尊重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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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成熟的六⼤大指標  性迷思可分為三⼤大類 

• 迷思： 
  1.似是⽽而⾮非的觀念 
 2.錯誤的知識 
 3.道聽塗說 

  

性迷思 

•  性等於性交 
•  ⾃自慰是⻘青少年的專利 
•  ⼀一定得先有勃起（性活動之前），才能夠
顯⽰示興趣與性慾 

•  男⼈人不應該有（⾄至少不應表達）某些感覺 
•  在性⽅方⾯面跟如同其他⽅方⾯面是有表現才算數 
•  男⽣生是要對性主動且具指揮性 
•  男⼈人⼀一向想要⽽而且隨時都可以有性 

•  所有的⾝身體接觸⼀一定要導致性  男⼈人必需要整
夜都能夠持續 

•  太多⾃自慰是不好的 
•  當你有了性伴侶，你不應該需要或者想要⾃自慰 
•  性需要勃起 
•  好的性是⼀一種逐漸增加的興奮的直線進⾏行，最
後由⾼高潮終結 

•  幻想其他的事情是表⽰示我與⺫⽬目前的伴侶不是很
快樂 

•  假如⼈人們是相愛的話，性不應該被計劃，應該
可以隨時發⽣生 

•  ⼤大學⽣生發⽣生性⾏行為的動機 
Yarber教授引⽤用Meston與Buss(2007)調查18-22歲⻘青年的研究結果 

序位	 男	 女	 

1	 受到對方的吸引	 受到對方的吸引	 

2	 做愛的感覺很好	 想要體驗身體的愉悅感	 

3	 想要體驗身體的愉悅感	 做愛的感覺很好	 

4	 做愛很有趣	 想透過做愛來表達對對方的感情	 

5	 想透過做愛來表達對對方的感情	 我想表達對對方的愛	 

6	 性慾望需要被滿足	 性慾望需要被滿足	 

7	 我是好色之徒	 我是好色之徒	 

8	 我想表達對對方的愛	 做愛很有趣	 

9	 我想達到高潮	 做愛讓我知道自己是被愛著的	 

10	 我想要取悅我的伴侶	 我當時慾火焚身	 

•  男⼥女共同點 
「受到對⽅方的吸引」 
「想要體驗⾝身體的愉悅感」 
「做愛的感覺很好」 
「想透過做愛來表達對對⽅方的感情」 
「我想表達對對⽅方的愛」 
「性慾望需要被滿⾜足」 
「我是好⾊色之徒」 
「做愛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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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女⽣生提到的理由 
•  「做愛讓我知道⾃自⼰己是被愛著的」 
•  「我當時慾⽕火焚⾝身」 

只有男⽣生提到的理由 
•  「我想達到⾼高潮」 
•  「我想要取悅我的伴侶」。 

•  Higgins等學者（2011）調查2168位異性戀
美國⼤大學⽣生的性滿⾜足與性健康情形 

•  84%受訪者有獲得⽣生理上的滿⾜足 
•  79%受訪者有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跟性滿⾜足有顯著相關的因素包括 
•  對性的罪惡感 
•  性的⾃自我悅納 
•  ⾃自尊（尤其是男性） 
•  關係位階 
•  ⾼高潮與性⾏行為的發⽣生頻率 
不論男⼥女都表⽰示在性⽣生活中獲得相當程度的
樂趣。 

•  因此研究者建議公共衛⽣生⼯工作者、性教
育師、性諮商師及諮商⼼心理師，若要促
進性健康的狀態，應致⼒力於 

•  (1)提升性的愉悅程度、  
•  (2)降低罪惡程度， 
•  (3)並設法促成⻑⾧長期且穩定的雙⽅方關係。 

•  ⽐比較男⼥女的性發展與⽣生殖重要時間點 

現代女性	 現代男性	 

第一次月經/夢遺	 12.6歲	 14.0歲	 

第一次性交行為	 17.4歲	 16.9歲	 

第一次結婚	 25.1歲	 26.7歲	 

第一次生育/有第一個孩子	 26.0歲	 28.5歲	 

傾向不想再生育小孩	 30.9歲	 33.2歲	 

⼤大學⽣生的性疑問之反思 

⼀一、性教育 
⼆二、性器官 
三、情慾與關係 
四、⼈人際界線 
五、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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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教育 

•  「哪些國家性教育⽐比較開放，⽐比較正確？」 
•  「台灣性教育需要加強哪些部分？」 
•  「為什麼台灣⼈人談到性那麼害羞，外國⼈人就
⽐比較開放？」 

•  「新聞報導有⼀一⼩小學⽣生依照性教育⼿手冊，在
廁所進⾏行性⾏行為，請問性知識應⾃自幾歲
開始？」 

•  「家中雌雄寵物狗在成⼈人家⼈人⾯面前從事性
⾏行為，妥當嗎？可能會發⽣生哪些效應？」 

⼆二、性器官 

•  「如何正確快速的瞭解性器官的狀況，
如何保養？」 

•  「⼈人家都說臉⼤大下⾯面較⼤大，可是為什麼
我的不到10公分？」 

•  「男⽣生應該幾歲破處⽐比較好？21歲了還
是會不會以後有什麼問題？」 

三、情慾與關係 
•  「隨著交往時間越⻑⾧長，對⼥女友的性欲愛
變低，正常嗎？」 

•  「⼥女友反對性愛有罪惡感，該如何
解決？」 

•  「有了⼥女友是否就不能⾃自慰？」 
•  「聽說學校有位⼥女⽣生做愛不喜歡戴保
險套，我以為我們男⽣生才不愛戴呢？」 

•  「學校⼥女友太少，乃開始玩交友軟體，
與陌⽣生⼥女⼦子發⽣生關係，我⼼心態正常嗎？」 

•  「想請教性愛分離(炮友)的看法」 

四、⼈人際界線 

•  「單獨出去玩的男⼥女算是單純朋友關係嗎？」 
•  「男⼥女間真的有純友誼嗎？」 
•  「與⼥女⽣生聊天要如何從普通朋友變曖昧⼀一點？」 
•  「向⼼心儀⼥女⽣生告⽩白，她回應⺫⽬目前想專注於學業
，畢業後才考慮交男友，我該如何說服她？」 

•  「兩個⼈人在⼀一起⼀一定要有性嗎？柏拉圖式的戀
愛可以⻑⾧長久嗎？」 

五、性別 

•  「同性戀朋友是先天還是後天，這樣的
情況正常嗎？可以改變嗎？」 

•  「我是男⽣生，如果我的⼀一個男性好友，
有⼀一天突然跟我告⽩白，但我喜歡的是
⼥女⽣生，我該如何⾯面對這段友誼？」 

•  「基督教為何不允許同性戀結婚？」 
•  「如何給同性戀更多的接納？」 

性困惑、性問題及性議題  
•  個⼈人的性：情慾、性別⾓角⾊色、⾃自慰、⾊色情⽂文化，
援交。 

•  性導向：異性戀、同性戀、跨性別者、變性⼈人、
雙性戀。 

•  ⼈人際間的性：親密關係、較安全的性(safer sex)、
⼝口交、肛交、⼿手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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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潮疾患及性疼痛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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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Freud 性⼼心理發展階段 

•  ⼝口腔期(0-‐1.5歲) 
•  肛⾨門期(1.5-‐3歲) 
•  性蕾期(3歲-5歲或6歲) 
•  潛伏期(6-‐12歲)(或⻘青春期) 
•  性器期(⻘青春期以上) 

性器期(genital stage，⻘青春期) 

•  此時期開始時間，男⽣生約在１３歲，⼥女⽣生
約在１２歲，此時期個體性器官成熟⽣生理
上與⼼心理上所顯⽰示的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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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後，性的需求
轉向相似年齡的異性，開始有了兩性⽣生活
的理想，有了婚姻家庭的意識，⾄至此，性
⼼心理的發展已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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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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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諮商(sex counseling or sexuality counseling) 
•  性健康(sexual health)：⾝身體健康+性⼼心理健康。 
•  有性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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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的性問題及處理⽅方法  

•  性教育+性諮商+性治療 
•  以認知⾏行為學派為基礎，加上其他各治療
學派之技術整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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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討論⼀一＞ 

•  A⼥女於⼤大⼆二下與有親密關係的男友個性不合⽽而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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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去參加他⾼高中同學C男的週末聚會，
認識C男室友D男，聊得很開⼼心。 

•  那⼀一夜⼤大家酒喝多了，有⼈人胡⾔言亂語，有⼈人不勝
酒⼒力。A⼥女不能喝⼜又想狂歡，喝到茫。醒來時發現
⾃自⼰己躺在D男床上，⾐衣衫不整，內褲在地上。她
直覺D男對她性侵，D男⽮矢⼝口否認，說A⼥女發酒瘋，
⾃自⼰己解⾐衣扣脫內褲，他好⼼心收容她照顧她。 

•  因為下半體並未疼痛，只覺得怪怪的，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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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陰道⼝口有
顆粒狀突出物，她去看醫⽣生才知道是菜花。
A⼥女⽴立刻找D男理論，他還是不承認，甚⾄至
要A⼥女想想她最近上過床的伴侶是哪些⼈人。 

•  A⼥女⾮非常悲憤，分⼿手已近⼀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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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原本⼼心態：休閒、交誼、找對象。 
•  情緒：放鬆、忘情。 
•  認知：⼤大家都是學⽣生，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是正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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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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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有性需求，不尋求適合⾃自⼰己的正常
管道，以狩獵⽅方式發洩。 

2. 絲毫不尊重⼥女性，將⼥女性物化，作為性
交對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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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非對⽅方志願情況下（不省⼈人事）對其
性交，完全沒有兩情相悅⾝身體繾　之正
確性愛觀念，且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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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甚⾄至不替A⼥女將⾐衣褲穿好，⾃自私⼜又好⾊色，只
是逞其私慾，毫無友愛之⼼心。 
6.看似酒後亂性，實則任其性慾⾼高張、借酒
縱慾。 
7.不敢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矢⼝口否認。 
8.散播病原，違反公共衛⽣生條例。 
9.不但否認，還推到A⼥女⾝身上說她與別⼈人上床
得到的，這是使⽤用投射作⽤用，亦即他⾃自⼰己經
常與⼥女孩有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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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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這樣⼤大男⼈人，對性不在乎，不懂得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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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教導，他⾃自⼩小到⼤大⾃自⽣生活中擷取不正確的
資訊⽽而形成他⾏行事的原則，需要⾃自覺，⾃自
愛及⾃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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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議題？ 

• ⾃自慰：並⾮非⻘青少年的專利，⽽而是每⼀一個⼈人
的⾃自主權，正向功能為紓解⾝身⼼心、情感激
發及娛⼰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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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慰及性幻想均為性治療的⼯工具／技術。 

男⼥女有別：⼥女性的情慾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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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愛： 
由漸有感覺到全⾝身激發，到 
 
Ｘ　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 
 ？ 男朋友每次跟我⾒見⾯面，都要做那件事。 

插⼊入 

有激發無快
感 

⾼高潮 

•  性＋愛＝性愛。由愛⽽而性，才有感情基礎，
由性⽽而愛亦有⾒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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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討論⼆二> 

• 不准⼊入港拂袖去 男友被告性侵 
•  ⿈黃⽂文博/台南報導 

•  卅六歲吳⼥女與⿈黃姓男友交往⼀一年多，兩
⼈人約會時，都只同意讓男友愛撫和⼝口交，
今年跨年晚會過後，兩⼈人⼜又到賓館約會，
這次男友忍不住達陣，⼥女⽅方喊痛要他縮
回外，還不斷問他要不要負責，他⼀一氣
之下開⾞車離開，吳⼥女猛撥⼿手機他都不回，
⼥女⽅方就到分局告男友性侵。 

•  卅六歲的吳⼥女與卅⼆二歲⿈黃某，透過網路
交往有⼀一年多時間，兩⼈人認識不久後，
就經常到汽⾞車旅館內約會，但吳⼥女每次
都堅持，⾃自⼰己是處⼥女，在雙⽅方沒正式結
婚前，只能愛撫、⼝口交，所以每次吳⼥女
都問⿈黃某會不會負責。 

•  今年跨年晚會，吳、⿈黃相約到台南市政
府⻄西側廣場參加跨年晚會後，⿈黃某⼜又帶
吳⼥女到東區⻁虎尾寮某家汽⾞車旅館約會，
這次⿈黃某實在忍不住了，愛撫後，直接
達陣，吳⼥女因沒有預期，不但喊痛，⽽而
且還流⾎血，要求⿈黃某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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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某⾒見氣氛已失，也沒興趣，但喊痛的吳⼥女
卻⼀一再問他會不會負責，⿈黃某被問煩了，加
上⼜又沒達陣成功，所以⼀一氣之下，就開⾞車離
開，吳⼥女⾒見男友氣沖沖離開，不斷撥打他的
⼿手機，⿈黃某卻是鐵了⼼心，不再接聽電話。 

•  獨⾃自留在賓館內的吳⼥女，⾒見男友不負責任，
也氣沖沖地跑到台南市警⼀一分局控告男友性
侵，警⽅方昨天傳喚⿈黃某到案，他也感到莫名
其妙，說他和⼥女⽅方是男⼥女朋友，發⽣生關係是
你情我願，何況當天他也沒成功達陣，不過
因為⼥女⽅方已提告訴，警⽅方還是得依法將⿈黃某
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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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愛迷思 
•  1.愛撫及⼝口交不算性 
•  2.性是有條件且要有承諾 
•  3.傳統的處⼥女情結觀念 
•  4.婚前有插⼊入⾏行為，男⽅方得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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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行為 

•  1.認識未久即上汽⾞車旅館 
•  2.男⽣生未尊重⼥女⽣生底線 
•  3.⼀一直問會不會負責 
•  4.⼀一⽅方強迫性的撥電話，⼀一⽅方故意
不回應 

•  5.控告男友性侵 

•  ⼤大學⽣生談戀愛，到何種程度才能有親密
關係？ 

•  「愛」的定義是什麼？ 

•      在學校圖書館認識⼤大三的A君，交往了九
個⽉月。最近我主動向他表⽰示想要有親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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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他⾃自⾼高中迄
今，已談過三次戀愛。但他從未有那種愛
得死去活來，⾮非她不娶的那種愛的感覺，
他⾃自嘲遲鈍不開竅，看樣⼦子他短期內是不
會向我說「我愛妳」，請問我該等待還是
對他死⼼心？ 



9

•   每個⼈人對「愛」所下的定義⼤大不相同，有
⼈人憧憬得很浪漫，也有⼈人很腳踏實地的去
體會，有⼈人說得很好聽，也有⼀一些⼈人願以
⾏行動來表⽰示。「愛」只是⼀一個字，但它所
包含的意思太廣泛了，愛是⼀一種感覺，是
⼀一件事，也是⼀一種⾏行動或意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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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妳⽽而⾔言，是種純純的愛，
相處愈久，妳愈渴望接近他的⾝身⼼心，因為
有愛的感覺，所以想要進⼊入性愛的階段，
這是很⾃自然的事。 

•  可惜A君沒有同樣的想法，也許他是還未開
竅，從未試著開放⾃自⼰己給對⽅方，也未把握
機會接納對⽅方，幾度讓未成形的愛情⾃自⾝身
邊溜⾛走，但也有可能是他⼀一直沒有遇到真
正適合的對象，或者他對感情的態度⾮非常
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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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方不妨繼續多討論，⼼心平氣和地傾聽他
的觀點及⼈人⽣生哲學，並瞭解他是否受到過
去經驗及成⻑⾧長背景的影響⽽而對「愛」有超
乎常⼈人的看法及做法，請尊重他的觀點，
戀⼈人做不成還是可以當朋友，⽽而妳⾃自⼰己也
要注意⼀一件事，不需要全⼼心全意地尋找
「愛」，在⼈人⽣生這個階段中，不妨先找尋
及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然後「愛」才能
出現在妳未來的⽣生活中。 

•  我喜歡⼥女⽣生，也喜歡男⽣生，我是同性戀
還是雙性戀？ 

•  我該如何處理三⾓角關係？ 

•  我是⼀一個⼥女⽣生，到最近才發現⾃自⼰己喜歡⼥女的也喜
歡男的，我愛著我的學妹，⽽而且也發⽣生過關係了。
學妹有點男孩氣的感覺。在同⼀一時間，⼀一個條件
很好的男⽣生跟我告⽩白，他的⼈人格特質及相處模式
跟我很融洽。 

• 在學妹之前，我就很喜歡這個男⽣生了，如今
我⼜又放⼼心不下我學妹，學妹的家庭環境有點
複雜，常常找我哭訴，我有⼀一種保護她的感
覺，⽽而在男⽣生那裡，卻⼜又有⼀一種被呵護的感
覺，我也不想放棄這個男⽣生學妹曾說我可以
跟那個男的在⼀一起，⼜又跟她在⼀一起，但我很
⼼心疼她，現在我已經跟男⽣生在交往了，學妹
也知道，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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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戀或雙性戀取向是妳⾃自⼰己性導向的認
同，妳還年輕，才剛開始進⼊入感情⽣生涯，
⺫⽬目前似乎還無法確定性導向，尚遊⾛走於男
⼥女之間，這個部分需要時間、知識、經驗
與深⼊入思考。⺫⽬目前妳的問題在於將⾃自⼰己陷
⼊入三⾓角關係。雙⼈人的⼈人際互動就常糾纏不
清，⽽而三⼈人的感情糾葛更是複雜，要⼩小⼼心
處理，將傷害減⾄至最低。 

•  基本上妳是想要有個⼼心理上可依賴的對象，
因此妳喜歡⼥女友學妹的男孩氣，⼜又享受男
友的呵護感。看起來妳覺得男友在各⽅方⾯面
與妳較適合，已經忍不住與他交往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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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自⼰己去⾯面對及調適，不妨催促她去找⼼心
理諮商師求助，深⼊入晤談，以獲⾃自我成⻑⾧長。 

•  學妹因怕失去妳，勉強容許妳劈腿，對她
⽽而⾔言，男性情敵的威脅可能沒有⼥女性情敵
來得⼤大，但她⼀一定不會很快樂，⽽而男⽣生⺫⽬目
前被蒙在⿎鼓裡對他並不公平，若他發現妳
是雙性戀時，他若因愛妳⽽而願意繼續發展，
妳勢必得處理與學妹的感情，她會⼤大受傷
的；若男友因害怕或憤怒落荒⽽而逃，則受
傷的是妳⾃自⼰己。三⾓角關係的處理，在於妳
這位始作俑者。 

•  男友要求做愛，我若不答應，我怕她會
去找別⼈人！ 

•  男友開⼝口求歡之後，要等多久才能跟他
上床？ 

•  ⼤大⼀一時與同學A君交往⼀一個⽉月他就要求做愛，
三天兩頭就想求歡，我讓他等了四個⽉月才答
應，但此關係後來持續半年⽽而已，⽽而他對我
也越來越沒興趣，不知道這跟拖延四個⽉月有
沒有關係。現在我⼤大三了，剛開始⼀一段新的
感情關係，還未有⾁肉體親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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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求歡之後要等上再約
會⼀一兩次，或要讓他等上好幾個⽉月再答應他？
等的越久是否表⽰示我越不成熟？男⼈人通常都
是不想等，不是嗎？ 

•  根據妳的描述，倘若妳再與男友約會兩次
後就與他上床，即表⽰示妳的成熟；若再等
上幾個⽉月則顯⽰示妳的不成熟，因此妳擔⼼心
男友嫌妳不夠成熟，所以急著答應與他有
⾁肉體關係，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一般坊間
的觀念是，男⽣生喜歡順著他要求的⼥女孩，
包括性愛在內。其實不論男⼥女，都對⾃自⼰己
的感情及性⽣生活有⾃自⼰己的原則及想法，並
不是每⼀一個男⽣生都猴急上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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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矜持是⼀一種⼥女性特質，但有時會流於性愛遊
戲的⼿手段，欲擒故縱。事實上性並⾮非遊戲，
⽽而讓男⽣生等待也不⼀一定是成熟的標準。如果
成熟的⼈人們不想要有性，他們就選擇不要有
性。先弄清楚妳⾃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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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心有期待地等待對⽅方要求發⽣生關
係。在才剛開始的感情關係中，男⽣生若很快
就要求做愛，即表⽰示他⾃自⼰己很想要，或著想
要測試妳是否也想要。 

•  性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之事，且男⼥女通
常對性的解釋及反應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人們經常因有過性愛⽽而後悔；他們很少因
等待性愛⽽而後悔。建議妳去找學校的⼼心理
諮商師協助，建⽴立妳⾃自⼰己的性愛感情價值
觀⽽而依其⾏行事。 

•  現在男⼥女遠距戀情⾏行得通嗎？ 

•  戀愛久了，我越來越沒感覺，該如何與
對⽅方溝通？ 

•  ⼋八年來都是遠距離的戀情，在⼀一起的時間很少，
最近會想⾃自⼰己真的和他適合在⼀一起嗎？因為時
間到了⽽而結婚，因為很多⼈人在問⽽而結婚，但⾃自
⼰己真的想結婚嗎?我不知道了，也徬徨了，所
以打從年初我⼀一下想結婚、⼀一下⼦子⼜又想分⼿手，
⾃自⼰己弄得好像精神分裂症⼀一樣。 

•  每次跟他討論這件事時，他總是說他愛我，守
候我的⼼心沒有變，無論我如何三⼼心⼆二意。離開
他的念頭越來越強烈，不接他電話卻還是忍不
住拿起⼿手機，會想他卻⼜又想離開他，我不斷問
⾃自⼰己真的喜歡他嗎？真的要結婚嗎？ 

•  遠距戀情能夠維持⼋八年，的確不容易。想必當
初曾經互相吸引且熱戀，雙⽅方都認定對⽅方就是
⾃自⼰己的最愛，沒有⼆二⼼心，所以才能安⼼心於⼯工作
及⾃自⼰己的⽣生活並享受定期的約會。只是時間⼀一
久，約會成例⾏行的⽇日程表，時空阻隔，聚少離
多，⽽而且缺乏兩⼈人共分享的⼈人事物，即使是在
MSN或電話上能聊到，還是不夠多，同享⾝身
歷其境的經驗，只能在腦中想像對⽅方所分享之
⼈人事物，感覺越來越不踏實，妳現在就是處於
此種狀況。 

•  原本是⼩小別勝新婚，但遠距戀情拖太久，
激情也隨著時空因素⽽而變淡，兩個⼈人在⼀一
起，既習慣⼜又有點陌⽣生，會盼望⼜又有點無
聊，所以妳才會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愛男
友，兩⼈人是否適合結婚。光是他愛妳⽽而結
婚是不夠的，當然也不能因為在⼀一起⼋八年
或親友家⼈人的期盼⽽而結婚。妳之所以想分
⼿手就是因為妳感受不到他的愛，⾃自⼰己缺乏
激情來與男友同建婚姻藍圖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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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基礎不是隨時間越形堅固，⽽而是正在
動搖。妳要認真地讓男友知道妳的感覺，
⽽而不是放在⼼心中醞釀，這樣對他是不公平
的。有分⼿手的念頭並⾮非罪惡或背判，是種
直覺，也是感情危機。妳應邀請男友來⾯面
對現實，將感情及⽣生活攤開來談，好好溝
通，如果兩⼈人的結論是「Yes」及「No」的
衝突，則建議去找婚姻諮商師深談，尋求
協助。 

•  對於性感⼥女⽣生，我是欣賞還是喜歡？ 

•  性感的定義為何？外貌協會還是三圍
⾄至上？ 

•  A⼥女在系上是出名的波霸，男⼥女同學都在背
後討論她的⾝身材，我作夢也沒想到她會對
我⻘青睞。兩次郊遊，她都要求坐我的摩托
⾞車，將胸部緊緊貼在我背後，還不時動來
動去，令我⼼心猿意⾺馬。⽽而且在⼤大夥聚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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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一定很快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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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傷⼈人不利⼰己？ 

•  有的⼥女孩眼睛⼤大會說話，有的⼈人說話聲⾳音
迷⼈人，每個⼈人不分男⼥女，在外表及個性⽅方
⾯面均有吸引⼈人之處。A⼥女可能喜歡你這類型
的男孩，所以頻頻⽰示好，想要接近你，做
為摩托⾞車被載乘客，為了安全第⼀一，她當
然要抓住你貼緊你，⽽而⼥女性的胸部本來就
柔軟結實，即使隔著幾層⾐衣服，⾁肉碰⾁肉還
是有感覺的。只是妳平常不但⽿耳聞⽽而且注
意到她的豐滿胸部，很⾃自然地將焦點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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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喜歡你想和
你做男⼥女朋友，並不表⽰示她肯和你上床，
因此先不要想性事，倒是要先問問你⾃自⼰己，
到底欣賞A⼥女哪些優點。並不是眾⼈人欣羨的
對象對你有興趣，你就受寵若驚，趁勢將
她追到⼿手。聽起來你有點猶豫，其實你是
擔⼼心⾃自⼰己是為了性⽽而被她迷惑。⼤大胸部固
會引發遐想，現實中的交往才是男⼥女感情
的第⼀一步。 

•  偶爾約A⼥女出來看電影或⼀一起吃中飯，只是
你⾔言⾏行舉⽌止保持距離，忘記她的波霸綽號，
以平常⼼心視她為任性⼥女孩，觀察她的喜怒
哀樂，⽤用⼼心去感覺你們的相處，你可以在
⼀一段時間的互動過程中，決定要和她當普
通朋友系上好同學，還是進⼀一步做⼀一對⼀一
的男⼥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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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友喜歡看Ａ⽚片（Adult Movie），怎
麼辦？ 

•  我不喜歡看Ａ⽚片，他都邀我⼀一起觀賞，
該如何拒絕？ 

•  與男友交往近⼀一年，他認為看A⽚片沒什麼不
對，⽽而我卻是⽣生⻑⾧長在家教嚴格從不談性的
家庭，我本⾝身很反對看A⽚片，無論怎麼解釋，
都無法影響他停⽌止看A⽚片，我真的很討厭⾊色
情圖⽚片影⽚片。 

•      最近他⼀一再要求我和他⼀一起觀賞，說是
有助於未來的性⽣生活，勉強看了⼀一⽚片後，
與他爭吵，不歡⽽而散。請問我是因為太緊
張⽽而不想與他分享A⽚片嗎？要他放棄看A⽚片
是否太過份了些？ 

•  男友似乎想要⼀一廂情願地改變家庭⻑⾧長久以
來加諸於妳的價值觀，對於妳討厭看A⽚片的
反應是催促妳與他⼀一同觀賞。此種「⾏行為
學派中的洪⽔水法」聽起來無效，⽽而且也沒
有尊重妳的喜惡，⼀一個⼈人從「討厭」要改
變到「可接受」，甚⾄至「喜歡」是需要⼀一
段時間的，A⽚片之被接受是因為觀賞的⼈人賦
予它正⾯面的意義，刺激性慾，令他感覺到
他是⼀一個「有性的⼈人」，⽽而之所以會被伴
侶接受，則是雙⽅方都認為A⽚片的挑逗可以給
彼此帶來性刺激，有助性慾的提升及⾝身體
的激發。 

•  男友當然有權規劃⾃自⼰己的性⽣生活，並要求
妳參與，只是他太性急了。在妳害怕看A⽚片
時硬要妳看，妳⾃自然會抗拒，更無法進⼊入
狀況，他⼀一直⽤用⾃自⼰己的價值觀來「塑造」
妳，沒有設⾝身處地為妳著想，是有點不成
熟，⽽而他想要以A⽚片來做未來你倆性⽣生活的
範本，則是很錯誤的觀念。平時閱讀正規
有關性愛的書籍，上官⽅方網站查閱性知識
的資料，或就教於諮商中⼼心的⽼老師，並且
與男友討論，有共識有意願有準備才能進
⼊入性關係。 

•  妳有權保持⾃自⼰己的價值觀，不⽤用勉強⾃自⼰己
與他看A⽚片，但雙⽅方都要能⼼心平氣和地討論
有關性及A⽚片的議題，邀請男友⼀一起去做諮
商，探討價值觀的差異，及如何拉近兩⼈人
在許多⽅方⾯面想法的不同，關係才得以進⼀一
步發展，否則妳只能在男友與價值觀之間
擇其⼀一了。 

•  男友⼼心思細膩體貼溫柔，輕聲細語，對感情很
敏感，只要有⼀一點衝擊，他就幾乎會崩潰。⽽而
他與我做愛時，⼀一開始會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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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直覺是他有
問題。 

•  若向如此敏感的男友啟⿒齒，必會中傷他的⾃自尊。
但他才23歲，我不敢說性⽣生活很重要，但⾄至少
還是要有進⼊入⾝身體溫熱的感覺啊！我愛他，絕
不會因此⽽而嫌棄或離婚，但是彼此必定因此⽽而
各懷⻤⿁鬼胎，請問我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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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友像個精緻的瓷娃娃，天⽣生個性使然，
加上⽗父⺟母⾃自⼩小到⼤大的呵護，且他很幸運碰
到妳，善體⼈人意，處處為他著想替他擔⼼心，
任何會刺傷他⾃自尊，損壞感情關係的話題
妳都篩檢過，⾟辛苦且⼩小⼼心翼翼地維護這段
感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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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傷他⾃自尊⽽而假裝沒事，⼼心理已經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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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無法享受，⻑⾧長此以往會成為妳⾝身⼼心負擔，
結婚後則成為婚姻危機。他顯然⾃自⼰己不想
⾯面對，企盼妳因為愛他⽽而跟著他⼀一起逃避
問題，⻑⾧長期下來終究會成為關係中的問題，
⽽而妳因為太害怕傷害他，過份保護他⽽而不
敢率先打破兩⼈人間的這道牆。 

•  就因為愛他，才希望他⽣生理健康、正常。
才要以關⼼心的⼝口吻告訴他妳的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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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得引導他去⾯面對現實，他的勃起不
持久到底是器質性因素還是社會⼼心理因素，
都得等醫師診斷後才能對症下藥。這並⾮非
絕症，瞭解成因，努⼒力克服障礙配合治療
就會改善的。 

1.談戀愛初期覺得⼥女⽣生還⾏行，後期就覺得
很煩很黏⼈人，我是不是⼼心理有問題？ 
•  也許起先你對交異性朋友很好奇，交往
之後⼥女友⽐比較依賴，⽽而你⼜又不想被⼈人黏
，或者你還不想真正定下來，這是兩性
交往過程中常出現的現象，你⼼心理沒有
問題⽽而且有覺察，應該跟⼥女友溝通，談
出彼此對關係的期望，在差異之中求取
平衡。 

2.對⼥女友沒感覺怎麼辦？ 
•  只說沒感覺三個字無法告訴你怎麼辦，
只有你⾃自⼰己最了解為什麼會沒感覺，是
你⾃自⼰己還沒有定性？還是交往後發現個
性不合？還是有了厭倦？這是你跟⼥女友
之間的⼈人際關係，⽽而且有私密性，你得
學著處理。 

3.沒⼥女友怎麼辦？ 
•  不覺得需要交⼥女友就不需要交，想交⼥女
友就多去認識⼥女⽣生，從普通朋友中找較
談得來的異性發展成男⼥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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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婚前性⾏行為到底好不好？ 
•  婚前性⾏行為無所謂好不好、對不對，⽽而
是彼此是否真⼼心相愛、關係穩定且有未
來展望，最重要的是要認識性愛，⼼心
理上、⽣生理上都準備好，沒有顧慮。 

謝謝⼤大家 
請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