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專長為性諂商的語商心理師，在性教育、性諾商的

專業工作領域耕耘了十三年。我希望在這篇文章中，分享這

些年在各地各級單位學校，短期或長期協助教師培養處理性

問題能力的培訓|經驗，所發展出的一些工作模式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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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我最常接受到的邀約是為時2~3個小時的演講。主辦單位往往都希望我能在這

短短的時間，幫助教師培養處理性問題的能力，或其備正確的性價值觀。老師們面對學生愈來

愈多元的性議題而產生了困擾、困惑與無助，甚至傷害，因此殷切的期盼能對性議題多一些了

解，也期望演講者可以幫助老師們具備處理各種狀況的能力。然而這樣的設計忽略了性議題的

禁忌性，以及其因不同個體對性的接受程度與價值觀之差異，進而產生不岡的感受、偏見與處

理方式。講座的設計也假設價值觀可以被教導，因此期待在兩到三個小時中教導老師有正確的

性價值觀。然而，事實是在此是非對錯不再那麼絕對的時代中，不岡的角度就會產生多元價值

觀，價值觀已無法做單一的教導，而是存在每個經驗中。我們必須學會認真的問自己 r 你想

成為怎樣的一個人，你做出自己的選擇，就會形成屬於你獨一無二的價值體系。」換句話說，

兩、三個小時的演講能為老師做的實在有限。

如何培養有能力處理

性問題的教師和家長?

從我多年在台灣協助專業助人工作者之

性價值觀重整的經驗來看，花費5至7天對

參與者進行性價值觀解構與重整，是一個起

碼的時間。然而這只是入門，後續以美國性

教育、性諮商、性治療協會認證標準，與台

灣性教育協會正在推動的專業認證的架構來

看，皆仍須總時數超過120小時以上的進修

課程，再加上實務工作經驗，才能取得專業

認證資格。一般學校主事者忽略了一位性專

業助人工作者的養成，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

的投入。我建議，每個學校推薦數位對性議

題有興趣的老師，鼓勵並支持他們到專門培

訓性專業工作者的機構(如:杏陵醫學基金

會或臺灣性教育協會)做長期的訓練，並取

得次專業的認證'回到學校後可成為其他老

師性教育的諮詢對象，並協助處理性教育相

關問題，進而召集有相關背景的老師們形成

合作小組。因為團隊合作能使老師不耗竭，

同時較有效地處理問題的發展趨勢與模式，

而當這些老師有無法處理的議題時，該訓練

機構會以提供諮詢或督導的方式成為其強力

的支援與後盾。另外的作法是在徵聘新老師

時，考慮有性教育或性諮商次專業認證的老

師或心理諮商師為人選，來強化學校的師資

團隊，此作法可使學校在面臨學生性教育相

關問題時，不至手足無措，甚至做出錯誤的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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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杏陵醫學基金會早在多年前就已開始推動，每年不只有性教

育種子講師菁英培訓計畫，更設立性教育輔導專線，俾使教師在面對學生性教育相

關問題時，提供專業的諮詢與協助。今年 (2008) 台灣性教育協會也積極推動性

教育師、性諮商師、性治療師的專業認證，希望喚起大家對性教育、性諮商專業的

重視。一個專業人員的培養絕不是兩、三個小時可以達成的，如果學校中有幾位教

師具有這樣的專業，想必能為學校帶來很大的貢獻。

我們可以忽略學生對於性的問題，但它並不會因此而消失，能將這些問題化為

機會教育的媒材，而不是只把它當成讓人頭痛的問題來處理，我們才能真正陪著孩

子成長。

另外，學校當局應了解最好的性教育執行者即是家長，應長期提供家長性教育

的培訓，此概念在孩子愈小的時候開始準備愈好，可避免父母、教師在孩子進入青

春期，產生一些性問題時才開始關心和介入。如果總是聚焦在問題的上面解決，則

無法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往往問題表面上是解決了，但孩子們只是隱藏和壓抑自

己的性發展，這其實才是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

教師處理性議題前的基礎能力

在此依教師的需要，介紹短期性教育者能力綱要給大家參考，提供有心在學校

實施性教育的老師，可依循的方向。此綱要使用對象設定為所有的教師和家長，因

為最好的性教育是機會教育，當學生以性語言、性嬉戲或性相關媒介引起教師注

意時，其實這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性教育的教學現場。教師的態度(無論你是否介

入)與處理的方式就是性教育，因為性教育不只是教的內容，而更重要的是教師的

態度。以下的幾個提醒，目的為幫助教師在面對學生的性挑戰時，有基本原則可參

考，以期建立輕鬆談性的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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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例如驚嚇、緊張、瞥扭、噁心或性反

應)。這個部份對於要處理性教育相關問題

的助人工作者來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他

認為我們的任何一種反應都應該在訓練過

" 你 且 也會

會仰、:們命
南「車司

~ - 1;< 岫個 瓢
~九們明



為什麼輕鬆識性是最基本的能力呢?

想像一下，你到教室要上課卻看到黑板上寫著「肛交」兩個字，你的感覺是什

麼?請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受，因為你的感覺將會決定如何處理這樣的問題。如

果你的感覺是生氣、憤怒、羞辱、緊張、焦慮，而不是放鬆、自在或感覺這是機會

教育的時刻的話，就代表事實上你並沒有準備好要處理這樣的議題。

注意自己的感覺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沒有經過訓練的情況下，我們常常會依著

自己的感覺來決定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但卻往往發生「無效的處理」。例如:你覺

得學生是挑釁或是故意冒犯，而被激怒，用懲罰或責罵的方法來抑止學生這樣的行

為;或是你覺得學生很不尊重你而感覺受傷、難堪，甚而落淚;無論上述那一種，

只要是以情緒來處理問題，學生就無法從怒氣或委屈中學到尊重的真意。

離開我們的情緒，我們不妨客觀地想想看學生為何要這麼做?一般來說，學生

在公開場合中呈現誇張的性語言、性嬉戲，其目的不外乎想引起注意力、挑戰權

威，看看老師會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同時也呈現了對性的好奇，說出了他們的需

要 一個能回應他們的成人來替他們解惑。然而即便你了解學生的需要，也不代

表你必須是那個滿足他們、照顧他們需要的人。因為在一個教學目標為尊重的教學

現場中，傾聽他們的需要與尊重你的感受一樣重要，而尊重的真諦在「人重自重

者 J 只有我們尊重自己的感受，為自己的感受負起責任，保護自己的界線，我們

才能以身教來教導學生如何尊重自己、尊重別人。

?令靜傾聽自己的感覺，間自己寞的準備好了嗎?

綜合上述，當你看到、聽到任何誇張、離譜的性相關的話語和事物時，在反應

前請一定要讓自己穩定和冷靜下來，問自己關於處理學生的性議題，真的準備好了

嗎?

如果沒有把握，請尊重自己的感覺，于萬不要勉強自己嚐誦。

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很可能隨時會踩到你的底線，讓你感受到不舒服，且

我們不大可能期待這些嘗試挑戰權威的青少年會清楚老師的底線在哪裡。如果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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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任何被傷害或被騷擾的感覺，那麼，這個教育過程已失去

導尊重、示範界線」。也就是即使你看到學生的需要，你何

想做的事，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滿足學生的需要，不需要

念，也常應用在教育孩子要尊重自己的感覺，勇於說「不 Jo

或期望而犧牲自己，藉此加強自我肯定的能力，進而保護自i
身為教師，我們能立刻為學生示範這樣昀祺7

理，真正的勇敢與自我尊重是能面對自己的關}
不是逞強逞勇，勉強自己做會讓自己失控的

嘟嚕

因此，如果你覺得自己沒辦法處理均可I、
甜

生轉介學校有能力做性教育的老師，請這{、

足他們對性的好奇。如果你能以穩定的情

為挑戰權威、表達困惑的一種方式，並l!:

莫大的幫助。
總 4悔?

如果當你聽到或看到這樣的性訊息嗨，九
聯需敢站立

這樣的問題，那表示你已經準備好了叫然?
當你

教學現場的原則需提醒教師:

→、用正確的語詞，誠實的回答間

避免用隱諱的詞語或俗稱來說明禱l酬卻已
立談性的親和力，跟學生們用一樣的指斟卸的

E晶叭了有 ，嘲

俗稱，都有它對性偏頗的意涵在其中站附「

涵，反而影響專業形象。

二、營浩識性的氯氣

一個可以作機會性教育的時機產生，並不f
且

一些時間暖身與建立你們談性的習慣、模式與黑串串荒

略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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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的感覺，就可能會造成傷害，而傷害的產生不但會使教育美意失效，也失去尊

重的意涵。

四、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不用害怕一旦開毆了談性的溝通管道，學生的問題會使你答不出來，或不知該

如何回答比較適當，其實你只要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把它記下來，明天再

回答你。」就可以了。無論學生如何笑你知識不足，你仍然需要誠實的面對自己.'

不需逞強裝懂，溫柔堅定的重複陳述這句話，一定要記得成人的自尊，不會因為承

認自己的限制而受到影響。

然而，也有一些老師喜歡用曖昧的方式回答性的詢問，例如我演講時常問老師

們，如果學生問「什麼是自慰? J 應如何回答?大部分老師會面露尷尬低頭不語，

而每一場演講總會有幾位老師會說「自己安慰自己! J 當我們以隱諱與曖昧的方

式回答，就傳遞了「性是不可清楚討論的訊息 J 然而學生並不會因此暗示就停止

下他的好奇心。如果不想回答，請清楚地說不回答;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比較適

合，可表示還需請教專家怎麼回答比較適當。清楚的表達可以減少曖昧的氛闇，創

造出誘導學生把精神投注在如何繼續追問上。

五、清楚你自己的底線

當學生問到教師的個人經驗時，該如何處理?當學生很興奮的發現你不像其他

成人那樣迴避性的問題時，你也即將面對更多、更深入、更直接、甚至分寸界線更

不清楚問題的挑戰。這時候清楚你自己的界線，同時為此狀況做好準備就是很重要

的。

例如 I老師，你說自慰是正常的，那你會不會自慰? J 該不該回答這樣的問

題?該怎麼回答?大部分的老師會說「這是我的隱私，我不回答。」然後就天真

的期望學生們會立刻知道分寸、禮貌的道歉，不會再問下去。最好的狀況是如此，

然而我也要提醒老師們做好最壞的準備。面對正在挑戰權威，同時學習拿捏人我界

線的青少年，測試底線的過程常使他們興奮起來，而做過了頭的事。因此，不斷的

「盧」你是可能會出現的場景 I老師，你不是說這是正常、自然的事嗎?為什麼

不能說?你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自慰嘛?那為什麼不能講?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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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性 j ? 

總有老師會跟我說「學生說的也有道理，所以我想承認應該沒關係吧! J 但這

樣隨學生起舞的回應，常會產生兩種效果:第一，學生並未因此學會尊重別人的界

線，反而以為只要任性的堅持就會得到自己想要的;第二，當你真的回答了，學生

可能並不會感激老師的分享而就此禮貌的打住，接下來可能會接著問 I老師那你

都怎麼做? J 類似的問題會讓老師越來越頭痛，但千萬不要忘了，如果不是經過你

的允許，對方怎能得寸進尺?因此清楚的表達自己的界線並堅守它，是每個老師必

須為自己負的責任。

所以當學生問到關於你的個人問題時，到底該怎麼回答?並沒有一定的答案，

而是依個人的界線和你與學生的關係而定。但我的建議是，如果你對性慾望衝動、

性心理及對自己的性自我了解尚未有足夠的把握，那麼最好的界線是在對於任何有

關私人性問題的部分一律不回答。性是正常、健康、自然的事，然而性也是隱私的

事，所以堅持隱私需要被保護是重要的示範。為什麼不能回答呢? I性教育」就是

這樣充滿矛盾弔詭的學間，分寸界線非常微妙，很容易被誤用、濫用而造成傷害，

所以需非常小心地拿捏。



如果，你已經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界線，那麼該如何教導學生了解分寸在哪裡

呢?

幫助學生學會清楚表達自己的界線是很好的機會教育，當學生問起有關你的私

人問題，就如上所舉例「老師你會自慰嗎?你都怎麼做? J 通常這種狀況都會出

現在你與學生談性談得很熱烈愉快時，學生一時興奮過了頭，忘了界線與分寸，再

加上若有同學一起起閱，就更難恢復冷靜與理智，而非惡意和蓄意造成的性傷害，

也是類似這樣的狀況。在性的問題中，太過興奮、衝動無法冷靜下來恢復理智，可

能會衝破了別人的界線而造成傷害。

因此保持情緒平穩冷靜，為自己爭取一點時間來想該怎麼回答，千萬不要跟

「很會盧」的人講道理，那只會讓你氣到失控。所以深呼吸讓自己冷靜，重點是也

讓起闋的學生切斷腦子對性的連結而冷靜下來，同時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時間來思考

該如何處理這個情境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舉例來說，你可以很堅定的表示 r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老師下課前十五分

鐘一定會回答你，我們先上課。」我認為沒有不好的問題，只有你不會處理的問

題，因此先讓學生先回到課堂上，切斷他們沸騰的情緒是一個緩衝的好方法。

在下課前的分鐘，當我們再問 r 剛剛有哪位同學有問題要問我，可以再說一

次你的問題嗎? J 通常，冷卻下來後要再說出熱到失去理智的話，基本上學生已經

說不出口，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仍需把握這個時機進行機會教育，以下的作法提

供參考。

一、尊重自己的感覺:讓每→個人種情自己的感受，自己決定要如何回應
這攘的間題。

「某某同學，你剛剛間的是我會不會自慰，我現在要回答你，但在回答這個問

題之前，讓我們全班同學一起來想想，如果有一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問你Ii'你會

不會自慰?你都怎麼做? Jl碰到這種狀況你有什麼感覺? J 一般的情況是一部分同

學仍舊起開叫好，一部份同學沉默不表示意見，這時可運用匿名表達的方式，請同

學寫在紙上 r 如果在這個情境下自己的感受為何? J 因為確認自己的感受，是清

楚自己的界線和保護自己的第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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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性 J ? 

二、協助學生種措會議自己有這種感覺的人是怎樣的人?

很多時候我們有不舒服的感受，但是因為對方是我們的朋友、教師、家人、親

戚、同事、老闆，造成我們犧牲自己的感覺，忍耐對方的行為。作為教師，有必要

幫助學生依照自己確實的感受回應，以對方的行為區分人我的界線。

三、依據每個人自己的感受，為自己跟他人割定清楚的界線。

對於一個不尊重你界線的人所間的問題，你需要回答嗎? r 不需要! J 因此老

師就不回答，每一個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感覺決定該怎麼做。如果你覺得很好玩，你

也想跟他玩，你當然可以回答他;如果你覺得他是一個不禮貌的人，無論他怎麼用

話激你要你回答，你都要尊重自己的感覺。拒絕他不需要理由、不需要說明、不需

要對方的認可與同意，你只需要離開現場。我們可以告訴那些很乖、很順從的學生

明白，他們不需要回應那些不舒服的對待，要尊重自己的感覺，例如，以離開現場

這個簡單的動作來表達自己的不舒服。

四、協助學生了解其何為對他自己的意義與影響。

我們需要讓學生了解的是，每個人的言行舉止都說明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即

使在他來說可能只是開個玩笑，但仍然在別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象。換句話

說，他的玩笑不但沒有真正傷害到我們，卻會突顯出他是個不尊重別人的人。

到目前為止，我們好像都在談「性」

其實真正談的是如何尊重與界線，這也就是

性教育也是全人教育的意涵。

在此僅提供筆者多年來協助各級學校教

師建立基本談性的方法，與處理常見性議題

的概念給大家參考。然而更期望教育與學校

之主事者，能為學生打造一個不恐懼面對性

的環境，讓年輕學子的性發展不需要在摸索

中跌跌撞撞，教師必須正視的是 r 這是一

個不能不積極面對『性』的年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