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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 +生，中華文字之奧妙

愛字有個心另外：情、宜、祖等

何謂性心理？人類在性方面之情緒、認

知及行為之反應

2016/10/27



性教育

笛卡爾「身心二元論」 性＝生＋心

性是生之本能，人類的內在驅力，不是壓抑
可以減低其生理衝動或心理好奇

人類性心理與性生理之成熟，豈是法律「對
錯」、「年齡」所能限定



性教育是一種「人格教育」，也是一種
「愛的教育」，本質上是一個生命對另
一個生命的影響。

師長應該發揮「身教」、「言教」，防
範未然，預防勝於治療，不是等出了事
情後才來詢問，理應在問題產生前，做
決定前思考的諮詢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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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順便檢視一下你的性心理健康？



性
愛
迷
思

迷思：

1.似是而非的觀念

2.錯誤的知識

3.道聽塗說

性是禁忌，不說不問不讀，心裡怎
麼想別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對
不對，當情緒高漲時，有時候現實
與幻想混淆



為何從兩性教育改為性別教育？
妳/你認為多元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有呢？

多元vs.二元？



 多元入學
 繁星是保留給在校用功讀書的學生優先入學用的（努力股）
 校推是保留給在校有突出表現的學生優先入學用的（明星股）
 個人申請是保留給黑馬學生優先入學用的（潛力股）
 指考是留給有實力的學生搶理想校系用的（實力股）

 http://tw.myblog.yahoo.com/jw!5KEz80.CFRlmSG5DRqUpy6q9Vw--/article?mid=797(多元入學(1)－繁星vs校推)

 多元智能【走出智力測驗的框架：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論】
 心理計量取向的智力理論非常仰賴傳統智力測驗的分析結果，但Gardner認

為人類的智力並不局限於智力測驗所測得的能力。他舉出許多表現傑出的藝
術家、運動員、宗教領袖、政治人物、行銷人員、企業家等為例，他們都具
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以傳統智力測驗測量他們的智力，不一定可以顯現出他
們的天賦。

 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指出，智力可
區分為九個向度，分別為：語文、空間、邏輯—數學、音樂、身體動感、自
我了解、人際、自然觀察與思考存在議題的能力。語文、空間、邏輯—數學
這三個向度是一般傳統智力測驗測量的內容。自我了解與人際能力則類似於
這些年來很流行的「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Gardner認為上述這九個向度彼此獨立，一個人在某個向度表現是好是壞，
與其他向度無關。

 多元就業
 建構企業、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就業之合作夥伴關係，提供、輔導、

獎助多元就業管道，培養失業者就業能力、紓緩失業者之生活壓力，並協助
其迅速再就業。



Gardner提出的九種智力

智力類別 定義 須具備此智力的專業領域

語文 學習與使用語文的能力 媒體、作家

空間 空間關係的推理能力 建築、航海、雕刻

邏輯—數學 數字、符號的抽象推理能力 科學研究、程式設計

音樂 欣賞、辨析與創作音樂的能力 樂器製造、演奏、作曲

身體動感 能靈活掌握自己身體的能力 舞蹈、體育

自我了解 充分了解自己動機、情緒、想法的能力 宗教、助人工作

人際 了解他人、熟悉社會互動的技巧 政治、行銷、教育

自然觀察 了解大自然並適應自然環境的能力 農業、環保

思考存在議題 深思人生「存在」這個議題的能力 哲學、宗教

資料來源：心理學讀實力



 多元文化
 尊重各種文化自由發展，而不以一種ㄧ元的方式或架構來看待文化。

 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觀點是，移民團體應該保留自身的文化，並且同其他的
文化和平地交流。時至今日，這已經成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2011年之前英國的官方政
策。相對於熔爐多元文化政策又被稱為不同種族共存的文化馬賽克。

 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意指學校提供學生各種機會，讓學生瞭解各種不同

族群文化內涵，培養學生欣賞其他族群文化的積極態度，避免種族的
衝突與對立的一種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在於肯定人的價值，重視個人潛能的發展，
使每個人不但珍惜自己族群的文化，也能欣賞並重視各族群文化與世
界不同的文化。

在社會正義的原則下，對於不同性別、弱勢族群或身心障礙者的教育
需求，應予以特別的考量，協助其發展。」

 探討我國實施多元文化教育的現況與問題(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許雅惠 )

 多元性別（認同、教育、關係、文化）



從性議題探究多元性別…

生小孩 懷孕 生殖器官 性病 保險套 手淫 月經

夢遺 墮胎 做愛 性感 性交 身體形象 壓抑

安全期 A片 性功能障礙 阿魯巴 性工作 子宮

人工懷孕 青春期發育 更年期 老人 性冷感

處女情結 口交 性侵害 肛交 乳交 隱私 性騷擾

網路援交 習俗 自我認同 愉悅 色情 情色

同性戀 異性戀 愛情 性暴力 約會強暴 自主

禁慾 自尊 人妖 自信 媒體 處女膜 安全

性別 兩性關係 AIDS   3P   S/M   自慰 太平公主

………



從以下的分類，我們可以知道性包括的範圍很廣泛…



多元化社會

原住民

新住民

外籍新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Jsaj2t36QI

新台灣之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Jsaj2t36QI


多元化社會下的多元化愛情(1)

有個神經病人到一所醫院就醫。
醫生問他：『你是怎樣變成神經病的？』
病人答道：『因為家庭關係！』

醫生不解 …

病人解釋說：『幾年前，我跟一個寡婦結了婚，而她已經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女
兒了。後來，我父親和我妻子的女兒結了婚。我女兒就成了我的繼母，我父親
則成了我的女婿。

兩年後，我妻子為我生了一個兒子，他是我繼母（即我女兒）同母異父的弟弟，
我兒子管我叫爸爸，我管我兒子叫舅舅！

後來，我女兒又為我父親生了一個兒子，他是我的弟弟，但他卻必須叫我外公，
同時，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我妻子又是我繼母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外婆，所以我
是我自己的外公 ……….



多元化社會下的多元化愛情(2)

試婚

裸婚

男男配

女女配

老少配

純愛戀

穿越劇

網路愛情

速食愛情

神雕俠侶

麻雀變鳳凰

犀利人妻與小三

羅蜜歐與珠麗葉

女朋友 男朋友

































































































可以跟你/妳交朋友嗎？

結交異性（同性）朋友的管道

 1. 學校可為約會之門

 2. 非學校的約會管道

 3. 商業約會管道

 4. 網路交友



是妳在跟我聊天嗎



想要你我之間 0 距離

＊ 喜歡與愛的區別
喜歡：喜歡的情緒著重於尊敬、吸引及感情
三項特質，喜歡比較是利己的。

愛：愛的情緒則強調後四項特質－需要、關
心、信任及容忍；而愛是先利人而後利己的。

＊ 運用適當的方式表達好感，邀約被拒絕
亦能產生正向的態度



活動【我的身體界線】



頭髮 臉頰
鼻子 嘴唇
耳垂 脖頸
肩膀 背部
手臂 手心
胸口 腋下
乳頭 肚臍
腹部 腰間
臀部 大腿
膝蓋 小腿
腳踝 腳指
生殖器官
其他…



頭髮 臉頰
鼻子 嘴唇
耳垂 脖頸
肩膀 背部
手臂 手心
胸口 腋下
乳頭 肚臍
腹部 腰間
臀部 大腿
膝蓋 小腿
腳踝 腳指
生殖器官
其他…





 NOTE：

(1)

(2)



納入自閉症譜系障礙╱確保正確診療亞斯伯格症正名
（自由時報 2012年12月3日）

 去污名化性別認同障礙也正名〔國際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美國精神醫學會1日決議，取消「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Syndrome）這個名稱，這類患者與其他類型的自閉症患者，未來將
以目前已廣泛應用的「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統稱，以協助患者獲得與自閉症患者相同的服務。
被認為將人污名化的「性別認同障礙」一詞也將取消，改稱「性別
不安症」。這是美國精神科醫師奉為圭臬的「精神疾病之診斷與統
計手冊」（DSM）近20年來首度重大修訂，對保險業決定給付種類、
學校決定如何分配特殊教育資源，可能也會有重大影響。

另一項修訂是停用「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一
詞，改稱「性別不安症」（Gender Dysphoria）稱，因為許多維權
人士認為，自己生錯性別並不是病，「性別認同障礙」一詞是將人
污名化，因此改以代表情緒上對自己的性別感到不安的「性別不安
症」稱呼。支持者認為，此舉足可比擬數十年前不再將同性戀視為
精神病的重大決定。



性別相關研究的歷史背景
女權運動的發展與影響

1.歐美諸國的女權運動

2.中國、台灣的女權運動

 Peggy McIntosh美國婦女運動劃分為五個階段：

1.無知期

2.認同期

3.抗議期

4.女性中心期

5.兩性合作期



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
 勾勒出全球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的政策藍圖，並在「提高女
性地位的機制」、「女性人權」、「女性參與權力和決策」
、「女性的教育和培訓」、「女性與健康」、「女性與經濟
」、「女性與貧窮」、「女性與衝突」、「女性與環境」、
「女性與媒體」、「對女性的暴力」、「女童」等12大關鍵
領域，提出消除歧視的具體作法。

 20年來，全球女性權益，在某些方面有著長足進展，某些方
面仍然面臨重大挑戰，很多國家如此，台灣亦然。

 原文網址: 兩岸婦團召開第五屆「女性論壇」 提出婦權建言 | ETtoday生活新聞 | ETtoday 新聞
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04/591273.htm#ixzz3tJxMuMlW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04/591273.htm#ixzz3tJxMuMlW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04/591273.htm#ixzz3tJxMuMlW
http://ec.tynt.com/b/rw?id=bGee2M3Q0r4iaCacwqm_6r&u=ETtodaynet
http://ec.tynt.com/b/rf?id=bGee2M3Q0r4iaCacwqm_6r&u=ETtoday


性態度，
開黃腔是幽默還是性騷擾？

高二女與教官的師生戀

講師阿貴的故事

趁週年慶失心瘋時偷襲的中年男子

如果前輩或是長官問妳… 「看起來很會生」



性
騷
擾
與
性
侵
害
的
定
義

(一)法律定義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

侵害犯罪之行為。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

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
之機會或表現者。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
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
權益之條件者。

(二)心理及個人定義
本質上均以兩性親密關係過程中,發生違反當事人
意願或法律規範之事實,此項事實之發生,不論其
進行方式為暴力脅迫,語言威脅,利用權勢,引誘,詐
術,下藥,趁人熟睡,酒醉,或是手段較為溫和柔軟的
製造機會,彼此合意,均為性侵害…



可依侵犯程度分為五種類型:

施以性嘲弄或動作

不當的碰觸

施以性報酬

施以威脅的性強迫行為

強暴



性騷擾的種類

1.性別騷擾 (gender harassment)

2.性挑逗 (seductive behavior)

3.性賄賂 (sexual bribery)

4.性要脅 (sexual coercion)

5.性攻擊 (sexual assault)



性騷擾的種類

 1.性別騷擾: 性別歧視言論

黃色笑話

評論身材

講述性生活細節

展示色情圖片或海報



性騷擾的種類
 2.性挑逗: 冒犯身體或語言侵犯

詢問隱私

屢次邀約

色瞇瞇

碰觸身體

暴露狂

有性暗示的姿勢或行為



性騷擾的種類

 3.性賄賂
 交換高分或好處

 4.性要脅
 用懲罰或威脅方式，強迫發生性行

為

 例如強吻、強抱

 5.性攻擊
 暴力傷害，如強姦、毆妻



性
騷
擾
與
性
侵
害
環
境
地
緣
關
係

 (一)家庭性騷擾與侵害
天時地利而無力抗拒

 (二)校園性騷擾與侵害
同事 師生 同學

 (三)職場性騷擾與侵害
男對女 上對下 口語及非口語行為

 (四)網路性騷擾與侵害
網路性問題(青少年為高危險群與弱勢)

網路媒介性侵害



性
犯
罪
成
功
三
要
素

 (一)加害人

 (二)被害人

 (三)犯罪情境

被害者學理論
機率以及被害者與犯罪者互動是構成其理
論之兩大體系

犯罪機會理論
人們做些什麼使得犯罪者有犯罪之機會



師
者
責
任
及
功
能

避免誤觸警鈴

注意特殊的言行

營造低風險的情境

掌握有利的證據

堅守適切的原則



待
建
構
的
性
價
值
觀

人我界限清楚的距離拿捏

個人的性自主權與自我價值



性騷擾處理與申訴
性騷擾處理委員會或小組成員需具備
性別意識。

對前來申訴者，首先應加以信任，並
告知這類案件時有發生，發生是因為
權力不對等，而非他個人的錯…等等，
並嚴守保密原則，以免造成二次傷害。



性騷擾防治
四要三沒有

一、要面對事實

二、要勇敢講出

三、要敏感辨識

四、要危機管理

五、沒有機會，杜絕傷害

六、沒有延宕，知悉即報

七、沒有忽視，人人有責



【小活動一】

NORTH  COUNTRY

介紹



影片大綱：

本片為真實故事改編，1975年在明尼蘇達州礦
坑工作的羅倫詹森，她與其他女同事們必須長
期忍受男同事的性騷擾，從言語上的輕薄、到
色情漫畫，更有甚者。

羅倫詹森忍無可忍終於在1984年挺身而出控告

那些不肖份子，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劇情焦點：

•單親的母親為了獨立養育兩個孩子，選擇去礦
坑工作，父母家人的反對與不諒解…

•女性在該職場是相對的弱勢群體，在行為與言
語上都受到輕薄與冷嘲熱諷，也因此勾起羅倫
詹森的創傷經驗…



劇情焦點：

社會的偏見，輿論的壓力，相對弱勢的妥協，
一次又一次的令羅倫詹森掙扎與煎熬，但是她
為了孩子與自己的權力，勇敢的為自己發聲…



劇情焦點：

隨著法院的開庭，創傷經驗與努力隱藏的秘密也
被揭露，其父親對羅倫詹森的誤會在於認為親愛
的女兒亂搞男女關係才不知大兒子的生父。

事實上，則是高中被學校體育老師強暴，雖然怨
恨自己卻深愛無辜的孩子，所以寧願被抹黑也呵

護著孩子…



心得感想：

•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女性的生存堅持來自於孩子，是身為母親角色
特有的韌性，而為女性工作者的權力喊話更是不容易，值得深思的部分
是那個勇敢與力量從何而來！

• 此片呈現的不單單只是男女之間的不平等，也刻劃出男女先天的差異性，
亦訴說著社會層級和上對下的不公平對待。

• 「勇氣」是劇中想要表達的核心焦點，因為她不是一直都這麼堅強，也
不是獲得太多人的支持跟認同，勇氣形成的過程是個啟發，努力不斷受
挫與失敗的經驗是另一股動力。

• 試問：「當我們面臨到一切都是不諒解和不信任時，我們是用怎樣的態

度與勇氣去面對所遇到的遭遇？」



面對它！適應它！挑戰它！征服它！
將自己成為海洋而不是小池塘～ Thanks

台北張老師中心 1980  依舊幫您
mail:nachi_heart@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