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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親子關係的日常互動，
是性教育最重要的現場

「性教育」，幾歲教？要不要教？

教什麼？怎麼教？

這是很多家長關心卻又希望延緩面對的親職課題，總

覺得孩子只要不接觸到性，成長中就不會受傷。然而，社會

快速發展下，孩子儼然已經浸泡在性的環境下長大，例如：

航海王裡面主要女性角色羅賓、娜美身形都以細腰、胸大，

穿著性感樣子呈現、以及網路發達的年代，色情書刊、情色

媒體容易取得的情狀下，孩子一旦開始感受到性意識，周圍

這些與性有關的訊息，孩子會開始鮮明的感受原本就存在周

圍的這些刺激，在性好奇、性探索的驅使下，若性教育在孩

子成長中缺席，孩子自然用自己的方式去解答自己的困惑。

讓孩子在性上面自學，往往也不是家長所期望的。

然而，家長若要教，怎麼教，目前坊間有關性教育書

籍，多在闡述孩子性生理發展，有些書會多點闡述孩子出現

性好奇、性嬉戲、性探索怎麼看待與因應，家長因了解可以

正常化孩子性嬉戲、性探索，例如：2－3歲時，玩自己的性

器官。幾乎沒有性教育書籍是用親職性教育的位置撰寫，協

助家長了解如何一步步建構親職性教育的能力，很推薦《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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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放手：親職性教育生涯規劃11堂課》這本書，對有心想要

跟孩子談性的家長之最佳的性教育寶典。

性教育，教什麼？

近十年跟嘉惠老師學習性諮商的過程，拓展了我對性

教育的視野與內涵，也讓我了解「依附關係為主體的親職性

教育」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當我用這理念在與家長、老師

工作經驗時，從家長、老師因知道原來性教育是人格教育、

關係教育、愛的教育，性教育可以在關係中，經由互動在關

係中自在的建構相關能力給孩子，「依附關係為主體的親職

性教育」理念讓很多家長、老師感到安心，深深覺得每個家

長都應該好好認識「依附關係為主體的親職性教育」，將大

大增能「親職」效能。

一直盼著嘉惠老師可以把她在性領域上面耕耘的經驗

集結出書，已經是鐵粉的我，早已經計劃當頭號書迷，沒想

到先收到我在性諮商、性教育、親職性諮商專業學習路上最

重要的導師「荷光性諮商訓練中心執行長呂嘉惠」邀請寫本

書的推薦序，真是又驚又喜。在看完整本書後，很敬佩嘉惠

老師有系統的將她幾十年在性諮商工作經歷與學習，用溫

柔、流暢的文字將「親職性教育的內涵與概念」緩緩帶著家

長去感受、理解，並運用大量故事、實務案例、及與女兒互

動時身為家長的各種心情與內在糾結，女兒到青春期時，練

習放手的難，規劃成《愛與放手：親職性教育生涯規劃11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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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這本書絕對與孩子進行性教育家長的最佳武功秘笈，

還沒準備好跟孩子進行性教育的家長，也可以先買一本放在

家裡，只要您有未成年孩子，有一天你會需要它。

而「依附關係為主體的親職性教育」對很多人來說，

是很陌生的概念，甚至沒有聽過，但是當你了解之後，你會

發現本書是在教你怎麼樣愛孩子，跟著嘉惠老師在親職性教

育的生涯規劃課一起前進，你也會深刻感受到性教育就是

「關係教育」，保持親子關係溝通管道的暢通，永遠是性教

育最重要的基礎，親子間的對話與互動，就是性教育最重要

的日常。

孩子在有愛的關係中，學習各種能力

親子的依附關係品質好，孩子可以在這關係中學習到

各種能力，像是，覺察感受、安頓情緒、傾聽他人、表達需

求、接受設限、溝通想法……等。這些關係中的能力並非年

紀到幾歲，自然就會，是在關係中一點一滴陪伴來子練習學

習來的，當父母可以傾聽孩子聲音時，孩子藉由被父母傾聽

而學會傾聽自己，進而有能力去傾聽他人；當孩子有情緒

時，父母可以協助孩子調節情緒，幫助孩子了解情緒來源，

並回應孩子情緒，孩子會學會覺察情緒與安頓情緒。

這個世代的很多家長的位置是「最願意尊重孩子，卻

也最怕孩子受傷的時代」，這往往讓家長很矛盾，怎麼拿捏

親子關係的界線，「尊重自己的感受」是性教育當中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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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

不管您孩子是嬰幼兒、學齡前、學齡或是青少年，本

書撰寫是搭配性發展順序，都有專屬於您的篇幅，家長透過

閱讀歷程也自然會跟自己教養理念、價值觀、哲學觀有著大

量對話，讓這些對話成為你了解自己親職界線，在您的親職

教養中，可以找到自已親子關係的界線。性教育在孩子的成

長中已經缺席太久了，我覺得《愛與放手：親職性教育生涯

規劃11堂課》這本書，不單單對家長有幫助以外，對於每個

想要跟孩子進行性教育的成年人，都會是您可以依附的性教

育專業書籍。

讀到嘉惠老師〈寫給未來女兒的家書〉，看的時候超

級感動，眼角泛著淚，我感受深刻的愛與到被信任的力量。

想著當我小時候，如果我母親也可以寫給我這樣一封家書，

告訴我長大過程總有很多新事物、新發展任務要開始自己面

對、做決定，告訴我他支持我做我自己，以及說媽媽這裡會

是最佳情感後盾，我想，青春期的我，會帶著媽媽「祝福與

愛」前進，祝福每個家長也可以當孩子生命中最美的力量，

支持孩子成為他自己。

王嘉琪

心理師／性諮商師／性教育師

芸光兒童與青少年性諮商中心經理

台灣性諮商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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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健康的大人，
才有性健康的孩子

嘉惠與我

2007年暮春，還是新手諮商師的我，積極的想讓自己

培養心理諮商的次專長，在眼花且迷路於各式諮商理論與技

術的訓練課程宣傳時，令我眼睛為之一亮的，是嘉惠首度開

設、為期九天的助人工作者性議題訓練。

當時性別平等教育法才剛通過沒幾年，國內對於性別

平等的意識、在性侵害／性騷擾防治的倡議正盛、研習之

多，而我彼時好想知道：「在性這個題目上，除了『防治教

育』，在諮商過程裡還有哪些看待性的觀點？究竟還能為性

做些什麼？」我雖心懷惴惴但也毅然決然的報名了當時對我

來說算是很昂貴的訓練課程，然人生至此，也證明了這是我

做過最值得的投資——完全開啟了我對性的全新視野，至今

亦如是。

十三年來向嘉惠學習且共事的這些時光裡，嘉惠不僅

是我在性諮商專業訓練的恩師，更是專業工作上超有創意和

美妙點子的老闆、人生旅途裡的好夥伴與時刻提醒我靜心以

對的摯友～每每一個點評或分享，總是能讓我茅塞頓開，在

以全人性健康為基礎意識、根據全人性發展階段所設計的性

諮商訓練課程裡，更是能親見嘉惠實踐以依附關係為主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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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人格脊椎的觀點，如何支持一個人乃至家庭、甚至系統

在社會上的生存與生活。

因此特別高興嘉惠第一本以親職性教育為主題的書終

於誕生！本書將上述理念化為深入淺出的文字、與讀者對話

的演講文稿，以饗更多關心性、有興趣的夥伴們，而能為本

書撰寫推薦序文實屬我畢生莫大榮幸。

拜讀本書過程裡，實不相瞞，我因著被觸動、感動或

者激勵而數度淚如雨下，為什麼呢？

誠如第二課嘉惠談及甚麼是「性教育」？性教育絕不

只是教生理構造和器官、杜絕性侵害、克制自己和對方的慾

望……

「讓孩子能夠尊重自己的感覺、愛自己的身體、愛自

己的性別、愛他自己這一個人，且知道有人（最好是家長）

會愛他，有人會放下權威放下面子去傾聽他的感覺、在意他

的感受，協助他理解自己的感受，願意跟他協商討論，並找

到針對他的感受所可以執行的人際應對的方法，是讓他有信

心且在這個混亂什麼事都有可能會發生的世界上，知道他無

論經過了什麼他都是被愛的。」

愛需要能力

我相信每個人都值得被愛，而愛的方式需要被支持的

學習與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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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中，我充分感受到嘉惠所說：性教育是奠基

在好的依附關係之上，讓一個人了解自己、愛自己、身體、

心理、性別，在其中學習理解慾望、性的界線與人際互動的

一個歷程，也學會做他自己、修復自己的人格脊椎包含五大

面向～依附能力、情緒能力、人際能力、資源使用能力及人

生哲學，這五大面向也是人生的重大支撐。書中嘉惠所舉出

的各式各樣案例裡，都不斷的在印證這五大能力如何評估與

被實踐。

因此我非常折服於嘉惠所說的性教育～這不但是愛的

教育，也是全人教育啊！當孩子的這些能力因著在有人陪伴

而被建構而成時，同樣的，大人也需要被理解、陪伴和支

撐。

我～作為一個與青少年的家長歲數約略相仿的「大

人」，能夠體會在成長階段裡這世界還不足以支撐對性的好

奇、還沒準備好面對性，因此成長彼時無多少性資訊但只能

靠自己摸索成長，這過程裡有意識的各種性規範／性價值觀

或無意識的性態度所刻下恐懼與害怕性的傷痕，而往往在孩

子出現超過家長所能想像的情況下舊傷被喚起、形成新傷，

而在這樣性議題的傷重時刻，傷被忽略卻要求家長要像個成

人要愛他的孩子、要理性以待，不能生氣、憤怒甚至還要他

接受，這實在太強人所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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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合作讓家長、師長在被專業支撐下

更有能力面對孩子的性發展

我～作為一個從事性議題且與學校和機構合作的心理

師／性諮商師，系統合作的共識實在太重要了！我看見嘉惠

在第七課提醒著：孩子性議題不只是家長或一個老師的事，

而是在團隊中找到共識合作幫助彼此安頓，當家長與孩子間

因著性議題而衝撞得頭破血流時、當家長或老師只焦急著孩

子性議題的改善時，我知道要能先讀懂那些曾受過的傷；當

成人覺得自己困頓且無力可施時，優先需要的不是再被要求

增能，而是能被支撐度過這些慌亂且心傷時刻。

因為深受嘉惠系統合作觀點的影響，當我有機會如執

行2015年新北市政府「國中知性青春最花漾」計畫以及在各

個機構裡帶領「青少年性議題增能式體驗方案」時，更明白

單向式的演講已經無以滿足成人所面臨的處境，因此當成人

有機會藉由體驗型工作坊來探索自己的價值觀、釐清自己的

觀點，吸收知識、鍛鍊與孩子互動性議題的技巧，逐漸建構

自己的能力。也影響了我不論是跟孩子工作時，看見他被轉

介而來的原因不是性問題，而是缺乏能力；當我與家長工作

時，我會盡力去讀懂家長身上的傷、看見他們已經擁有的潛

能和資源，再據此作為進一步增能的根基，回到能力建構取

向來增能；陪伴學校或機構在面對性議題的危機時，以專業

人員的角色連結以支撐他們度過這些時刻，當他們的能力被

建構起來時，也就更有自信與自己的團隊夥伴共同激盪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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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系統文化的處遇方式。這些眼光都在說明所有在系統中

的關聯者，包括孩子、家長、教師或有關的人，都是生命共

同體，也是一起成長的。

有性健康的大人，才會有性健康的孩子啊！

嘉惠最擅長的是，看見在系統中每個人的潛能，給予

所需要的養分，建構所需的能力，讓他煥發出本該有的光

彩！當整個系統的性健康意識共同提升、有越來越多應對的

能力，自然也就有更好的自癒力來面對一切。

本書傳達嘉惠對世界的愛、對人的關懷，而愛的力量

如何穩當結實的成長與鍛煉，我作為一個性諮商專業工作者

以及作為一個人，同感因著閱讀此書也被深深的被支撐著。

邱雅沂

心理師／性諮商師／性教育師

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心理師

曾任台灣性諮商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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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很長，性教育這條路，
我們繼續一起走

從曾經為性所苦的人的角度，

我們向你推薦這一本書

性，是理解人經歷與發展的一種脈絡。

而關於如何幫助一個人了解在自己的生命當中，性是

什麼、發生什麼、又讓人變成了什麼？

如果說，有誰可以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我們認為，

那個人非呂嘉惠莫屬。

我們是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青少年性諮商團隊

的心理師群，如果目前為止你還不算認識嘉惠，請容許我們

向你簡單地介紹這個人．原本，我們散落在台灣的各個地

方，各自在不同的城市從事心理師的工作，花蓮、桃園、新

竹、台中、台南、高雄；直到我們各自在不同的時間、因為

不同的事件認識了嘉惠．現在回想起來，那樣的相遇或許該

稱為一種命定的契機吧．由於成長的過程中，隱晦、禁忌、

羞恥與關於性的種種在我們身上加上了層層束縛，限制了我

們正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們不僅對抗著自己，也對抗著世

俗．於是在遇見她的那年，我們多多少少都在原本的生命當

中，因為性而經歷了深淺不一的苦；而那樣的辛苦，在遇見

她之後，有機會漸．漸．漸．漸．不再是一種自己和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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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

嘉惠對我們來說，亦師．亦友。

而今即將邁入第一個十年，身為荷光青少年性諮商團

隊的一員，我們和其他分支的兒童、親職、以及成人性諮商

團隊得以在性議題的專業工作上頭角崢嶸以至於遍地開花．

這一切的開展，其實，是從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改變與療癒開

始的。

這本書的主體不是問題化的性，是人如何看見並且安

頓自己，你會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目前或曾經

遭遇的磨難，其實是我們共同經歷的困難；或許你會因此感

受到些許寬慰，並且窺見安頓自己的一種方向。

從青少年性議題專家的角度，

我們向你推薦這一本書

由於在多數人的成長過程當中，關於性的一切很少有

機會被提及、被述說、或者被討論，所以在學習環境極度匱

乏的現實情況下，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便是無論今天

我們的角色是成人、父母、教師、或者專業助人領域當中的

職業工作者，幾乎沒有人在一開始就準備好要和孩子談論關

於性的種種。

有人說，性這回事兒，牙一咬豁出去不就談上了？

我們敢賭上專業名聲打包票，在各種性議題當中，要

能照顧自己，以至於照顧對方，從來就不是一種抉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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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反覆練習之後才能逐漸掌握與熟練的能力．而父母無法

教導孩子那些連我們自己都不會的東西，所以，毫無疑問

地，父母必須先熟練如何照顧自己，才有可能在陪伴孩子的

過程中，輔助他們也培養出照顧自己的能力。

有人對父母說，身教是也。

可是，身為助人工作者，只要仔細想想並不難發現，

這種曉以大義的說法並沒有辦法照顧到正因為孩子性議題而

感到焦慮而無力的父母；因為他們需要的是具體的建議，而

不是意見。引述嘉惠的用詞，如果希望父母成為可以支撐孩

子去經歷改變和成長的人，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我們，就必須

先成為可以支撐父母在當下穩住陣腳並且經歷改變的人。

怎麼做？從照顧眼前受苦的人開始．問題是，眼前受

苦的人是誰？

在第六課的例子中，提到社工師難以教導家長用包容

與陪伴的角度看待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性問題，「而這些

讓你覺得難以調整的家長，你必須知道他們現在正嚴重的受

到創傷，受到孩子不符合期待的傷……」

怎麼照顧在孩子的性議題當中同時經驗創傷的家長？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你會看見具體的建議與做法，

同時看見身為助人工作者，自己目前尚有不足的地方。

「然後，可能性其實不只一種。」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可能會經歷各式各樣的衝擊與

變化，而面對青少年階段的孩子，成人經常發現很難在一對



【推薦序】

21

一的互動形式中進行有效能的對話。

原因之一：發展階段

青少年處在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中建立自我認同的階

段，此時他們關注的重點經常不是成人，而是身邊的夥伴。

於是，其中一種事半功倍的做法，是為孩子創造一個可以和

同儕一起經驗和學習的環境；好比說，青少年性教育夏令

營。我們發現在縝密設計各項學習活動的營隊當中，透過多

名性諮商師的引導與帶領，能讓數十名青少年在為期一到三

日不等的過程中，充分體會在安全的氛圍當中吸收知識、解

答疑惑、並且充分表達內在感受的經驗。

而身為助人工作者，如何將孩子在營隊當中經驗到的

美好，轉化為親子之間更多對話與溝通的契機，自是更多需

要掌握與熟練的能力。

原因之二：互動方式

這麼說吧，身為孩子的那些年，我們都有點逃避跟大

人坐著面對面說話，無論如何，正式的場合總是讓人覺得有

點緊張對吧？如果不想嚴肅地說話，那麼，來玩遊戲如何？

我們為青少年開發了一套談論身體變化、愛、與性專

用的桌上型遊戲，名喚《塞可斯》，讓孩子們能在參與桌遊

的同時，聽、說、分享、並且學習。

我們說的孩子，包含現在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和他們

父母心中，當初那個沒有機會好好經歷青春期的孩子。

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你會發現運用資源並且適時求

助，也是成人熟練之後才能帶給孩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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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裡必須明白

所做的這一切努力

不是為了預防某種問題的產生

而是為了帶給孩子我們未曾有過的美好

龍冠華

心理師／性諮商師／性教育師

芸光兒童與青少年性諮商中心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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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陪伴孩子談性說愛，
從理論到實務

如何陪伴孩子談性說愛，是我們文化下大家大都很生

疏的一件事。呂嘉惠性諮商師用其長年經驗，為家長整理出

簡單精準的角度，讓家長可以秒懂。我認為這非常有價值。

通常我們這文化下的人們，對於性是隱晦的。雖然時

代較過去更為開放，但是若要問父母如何跟孩子談性說愛，

大家還是會拿不定方法。閱畢此書，我能看到我女兒可能因

為有個有好觀念的媽媽，而有更多的幸福感。

鄭婉琪

台灣羽白群學計畫主持人

※　　　※　　　※

這是一本，值得家長擁抱的書，是你與伴侶因關心性

教育，而開始討論性的媒材；也讓你知道如何在孩子成長中

持續陪孩子面對性。

它帶來的不只是孩子的性健康，而是你與孩子在關係

中無價的愛，感受性的議題，帶來生命的禮物。

這是一本，親職性教育專業工作者，值得看的好書。

讓你面對孩子性的題目，有一個更宏觀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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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諮商或教育的現場，能得著更多施力的方向。

邀請你，一起來細細閱讀這本書！打開生命靠近性的契

機，那會是意想不到的發展，更多是貼近自己，貼近孩子。

陳姿曄

心理師／伴侶性諮商師

※　　　※　　　※

養孩子，是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每個階段的孩子，

需要養出的能力，截然不同。嗷嗷待哺的奶娃，與內心成長

速度追趕不上身材抽高的青少年，要養出的是對關係的信賴

感，抑或，「知道自己可以」的我能感。 在不同階段養出

每種能力，父母的位置都不同。本書不同於坊間傳遞理論的

教養書，你會經驗本書的閱讀歷程，像是將龐雜來自多方的

思緒流過聚焦的漏斗，客製化濃縮出你與孩子的教養觀點。

一起來找到專屬於你們的實驗配方吧！

楊舒聿

心理師／親職性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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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去愛，
回應大衛的召喚

我是在2018年3月的性自我探索課程中認識嘉惠的，與

其說認識，不如說是嘉惠開啟了我認識性諮商、性教育的契

機，是我的銘印經驗。

真正認識嘉惠，是透過參與本書每一章前的詩稿創作

的歷程。記得嘉惠邀約我為本書寫詩的時刻，我讀完了整本

草稿時，第一個反應是「Hi~大衛！」。

我經驗到，與書對話的過程中，不斷地被啟發、被看

見的自己，彷彿有個知己陪著我再次經歷了孩提到成人時期

對於性的困惑與好奇、興奮與恐懼。所以，我希冀自己協助

演講集的出版，將如同米開朗基羅雕刻大理石一樣，將大衛

帶到人們面前，被它啟發。

雖然身為諮商心理師，親職性教育生涯規劃這個主

題，對我來說既陌生又新穎。多數時間，我並不是站在專業

助人者的角色讀稿和寫詩，而是站在內在小孩母親的位置，

彷彿嘉惠對著我說話，我一字一句地讀，一字一句地反芻，

理解內容、探索自己的感覺，最後才將內容和感覺揉合為詩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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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過程，帶給我的啟發是，嘉惠的意圖不是在指導

讀者要怎麼做，而是分享她在實務上多年經驗的整理，讓每

個人在看這本書時，與自己的、父母的、孩子的生命經驗對

話，這樣的對話，能引領我們在探索幽微神祕的性與愛的旅

途中，回應自己與重要他人內心真實的渴望。

很榮幸能參與《愛與放手：親職性教育生涯規劃11堂

課》的誕生，謹以〈我與大衛〉一詩獻給讀者們，願我們能

穿越性的迷霧，創造出自己的大衛。

張菀馨

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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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大衛〉
作者：張菀馨

我看見了大衛

白色大理石裡沉睡的男子

潔白　無瑕

美麗　自信

雕刻刀來回周旋

不分晝夜

我以為

我創造了大衛

大衛注視著我

來自阿爾卑斯山的男子

自信　堅毅

無畏　真實

綴飾偽裝層層褪謝

花落紛飛

明白　不是我的意志

是大衛

召喚了我與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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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的資源，可以找老師與家長幫忙，知道這個世界沒有那

麼恐怖；人生哲學，從世界是恐怖的慢慢轉變到世界是安全

的，我有困難會被理解與幫助。

尊重他的感覺，維持他存在世界的掌控感與安全感是

最重要的事，而那是一種「感覺」，感覺需要被體驗，不是

一個知識可以被灌輸。就是你無法否認他內在的感覺而只告

訴他，「你不要害怕細菌不會死翹翹」這是沒有用的因為他

已經經歷了兩年這樣的恐懼。

為性教育暖身，
傾聽自己與孩子的聲音

到這裡我想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孩子被家長支撐

著、家長被老師支撐著、老師被專業人員支撐著，老師有專

業人員支撐而能涵容家長的焦慮，不添加焦慮給家長，家長

被老師支撐著能涵容自己的情緒，不添加焦慮給孩子。

我們才能還給孩子一個有養分的空間。讓孩子的發展

回到發展的本身，協助孩子拿掉那些阻攔他發展的重擔的壓

力，孩子自然會長。關於，孩子觸摸生殖器官的行為，在這

樣的支持下會還原出發展中屬於這個孩子該呈現的自然的樣

貌。

在幼兒性發展的萌芽期，人格的建構勝過於教性的任

何知識，心理專業的目標是協助當事人建構缺乏的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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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涵容能力讓發展回到發展的本身，孩子自然會長。而在其

中每個人都被自己願意付出的愛滋養，也就是體現在為孩子

花下的時間與心神，願意完全的了解他，就是「愛」～滋

養。

而孩子在0到6歲萌芽期所發生的與性相關的行為，不

論是好奇別人的身體、好奇自己的身體、摸自己的生殖器

官、摸別人的生殖器官、喜歡依附胸部、觸摸胸部，對於屎

尿很著迷、或是要非常多的時間去經驗屎尿排泄的過程，或

是對於性行為本身的好奇比如說我從哪裡來的這個問題。這

是發展當中自然會出現的，代表孩子在探索自己身體與認識

他的功能與帶來的感覺

這單純的行為，他刺激到的是家長對於性的焦慮，往

往我們為了處理自己的焦慮，就無法理解孩子正在經驗的是

什麼。

但你無法灌輸家長「這是正常的不要焦慮，要大方的

回應」，有困難的家長，他焦慮的感受說明著他以前被對待

的方式與被灌輸的經驗，這樣的家長需要被支持著使用資

源、協助自己能回頭療癒自己，愛自己的「不能」，才能慢

慢找出「能」的方法。

因此我的主題是「從愛出發」，以依附關係為主題的

性教育，0到6歲是依附關係的起始，任何事情會傷害到你、

或你與孩子的依附關係，就必須深刻的去思考你所需要的照

顧，與你的教養哲學與親子教養的能力是否需要增進。這個

部分我把它稱為親職性教育生涯規劃的暖身期。因為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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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這樣的彈性、這樣的願意低下頭來、蹲下身來、傾聽

自己與傾聽孩子的能力，在孩子幼兒時期，家長最容易建

立，從孩子身上得到愛的回饋與滋養也最快，這個能力如果

沒有在幼兒時期建構好，孩子越來越大，家長會越來越困難

傾聽到孩子，因為性的焦慮太過逼近更無法如幼兒時期這樣

被家長接納，也就是如果你習慣家長的權力是大於孩子，習

慣一切以標定問題、解決問題為處理親子關係的方法，習慣

簡單的以對錯來標籤、來分類、來說應該與不應該、來評斷

他人。那麼可以預測的，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你將會發現

你腦神經斷線的機率會越來越高，而應對那個狀況通常都是

激烈的情緒衝突，那其實只是說，你並沒有習慣蹲馬步而

已，蹲下身來聽到自己、聽到孩子。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還小或是還沒出生呢，恭喜你希望

你抓到這樣的精髓在幼兒時期練習你自尊身段的柔軟度吧。

各位知道有一種養身法，叫「筋長一寸壽延十年」，只是拉

筋要充分的暖身與正確的方法喔，不能強拉蠻幹的。

幼兒性教育的例子，大家有這樣的概念之後，你可以

清楚看到積極的療癒自己跟教育孩子是一樣重要的。

和孩子一同開始學習一同成長，讓他的性發展歷程不

必是孤單一個人面對所有的困惑、緊張、不知所措，讓他在

面對每一個挑戰時理解自己的感受，擁有適度的準備和因應

能力，更重要的是，有他願意求助、能夠相信、真正可以提

供支持的成人在身邊，當那些重要時刻到來，你示範的不僅

僅是性教育，而是個人成長能力、是人際互動能力、更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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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連結能力，而這些都是我們最希望孩子能在生命中擁有的

核心能力。以此祝福所有家長，在成為孩子的家長前，先成

為自己父母。

有了依附關係為主體的親職性教育概念的底子，下一

課，我們將進入愛的鍛鍊～6―10歲，孩子性發展的懵懂

期，親職性教育能力與知識的儲備期，會以6―10歲性發展

的例子，來說明基礎原則操作的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