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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發展障礙者性侵害處遇個別輔導教案 
 

    刑法第十九條規定：「行為時因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

能力者，不罰；行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識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顯著降低者，得減輕其刑」，

被判緩刑或減輕刑責之智能發展障礙加害人，因為內控與外控機制的雙重弱勢，除了透過社區環境風險評估並

改善空間死角，確認犯案型態，避免出現會引發性興奮地刺激，調整容易引起性侵害行為的人事時地物、以及

增加潛在被害人自我保護能力外，如何結合性侵害處遇人員與特殊教育專家，共同設計符合智能發展障性侵害

加害人理解能力的個別輔導課程內容，是一件值得努力的任務。 

    智能發展障礙者問題解決方面常無法舉一反三，需給予系統化教學，反覆教學與複習，幫助他將所學內容

從短期記憶儲存到長期記憶。在危險情境下提示個案該怎麼做才對，處遇人員大聲說出當下要怎麼想怎麼做，

當個案有照著提示做時，盡快給予獎勵，接著處遇人員以不發出聲音的講話方式提示個案要怎麼想怎麼做，最

後，轉換成個案在其平常生活中，若做出對的行為，就會得到其他人的注意與喜愛。以下四堂課內容係由林耿

樟性侵害處遇人員與鄭寶惠特教專家參考林純真與劉瓊瑛(2015)、邱紹春(2013)以及張小芬(2012)有關智能障

礙者性教育內容，共同設計出來的系統化教學方案，歡迎大家自行運用。 
 

第 1 課：做錯什麼事 

學習順序 性侵害處遇人員一對一教學 特教專家轉化處遇人員教學內容 

1.情境準備與成員介紹 我們是來幫你上性侵害輔導課的老師。 1.智能發展障礙者面對陌生人容易害羞及緊張，特別是

  課程性質是來談論及教導嚴肅的「做錯事而涉及法律

  的事」，因此營造正式而溫馨的氣氛很重要。 

2.可以輔以有照片的名牌來加深印象。 

2.說明為何而來? 因為你做錯事，我們來協助你了解做錯什麼事?教

你以後不要再做錯事。 

再次說明要來上課是因為「做錯事」，希望透過課程了

解做錯什麼事，並透過課程學習避免再做出同樣錯事

3.課前評估(確認做錯事件) 詢問個案:你知道自己做錯什麼事情嗎？ 拿出人形偶(跟案情有關的如警察、父母、青年及兒童)

請個案演出來 

4.引導個案確認，並口語標定 

  做錯事件 

提示個案做錯的行為，要求個案跟著唸一次。 簡化句子引導個案自己說出來 

5.連結做錯事的相關經驗 小時候有沒有做錯事被處罰過?做錯事被怎麼處罰 舉例說明錯事有偷東西、說謊等等 

舉例說明被處罰有被罵、被打、罰站、罰寫作業、作家

事、不能看電視、不能出去玩等 

6.引導個案確認做錯事，會 

  遭受什麼處罰? 

這次你做錯什麼事、這次做錯事被怎麼處罰 一次問一題。輔以家庭圖協助個案指認事件相關人、釐

清及整理事件發生的經過。協助回憶並引導說出當時有

沒有因此被罵、被打。 

7.特殊身份會影響刑罰後果 為什麼做錯事沒有被抓去監獄關，因為你有身心障

礙手冊 

警告個案雖然有身心障礙手冊，下次再犯錯誤，會被抓

去關 

8.認識身體隱私和處罰 教導法條: 

1.陰莖插入尿尿地方、插入大便地方、插入嘴巴、

  手指插入尿尿地方都是性交，都是做錯事，都要

  被抓去關。 

2.摸胸部、屁股、尿尿、大便地方也是做錯事，要

  抓去關。 

3.偷看別人上廁所、換衣服、洗澡、在別人面前玩

  小鳥是做錯事，會被罰錢。 

4.在別人面前脫光光或脫褲子給別人看小鳥是做

  錯事，會被罰錢。 

1.從個案的回答中強調「身體隱私部位」、「尊重」及「做

  自己身體的主人」概念的重要性 

2.連結「被關」的概念，「不能碰」陰莖及手指插入，「不

  能摸」尿尿地方、大便地方、嘴巴、胸部及屁股 

3.用個案懂得的隱私部位觀念，整理先前講的胸部、屁

  股、尿尿、大便等地方，提醒個案摸隱私部位就是不

  禮貌行為。 

4.連結「被罰錢」概念，偷看及給別人看就是做錯事，

  就會被罰錢 

9.合法、合理摸女生 喜歡對方、好奇想摸對方要先問對方能不能摸。對

方說好才能摸。不可以開口跟老師說要摸老師胸

部、尿尿地方，那是很不禮貌的事情。 

對方不講話、搖頭都是對方不要，那就不可以摸。 

10.再全部重複一次 提示個案做錯的行為，要求個案跟著唸一次。並誇

張強調被處罰的痛苦，說明因為有身心障礙手冊才

沒有被關。下次再做錯就會被抓去關。不能摸隱私

部位、不能偷看別人洗澡、上廁所、換衣服、不能

在別人面前偷光光衣服。會被抓去關，會被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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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課：做錯事傷害到誰 

學習順序 性侵害處遇人員一對一教學 特教專家轉化處遇人員教學內容 

1.複習之前教過的內容:提醒 

  做錯什麼事 

上一次，老師告訴你，你做錯了什麼事，  重複語意:「你做錯了什麼事」，觀察他的反應協助他說

出來 

2.家裡的人，誰會管你，他們 

  說你做錯什麼事 

你家裡的人有說你做錯了什麼事。你做了壞事，家

人怎麼處罰你 

媽媽怎麼管 改成 媽媽說的話你會聽嗎? 

重複:家人說個案做錯事，會怎麼處罰他。 

3.你會用手玩自己的小鳥嗎 1.在家裡你會用自己的手玩自己的小鳥嗎，你會怎

  麼說玩小鳥這件事 

2.你在哪裡玩自己的小鳥 

3.玩小鳥，好玩嗎，舒服嗎 

4.在房間、在廁所，旁邊沒有人是可以的。在別人

  面前玩，就是不對的。 

1.提示：打手槍 

2.提示選(1)房間(2)廁所(3)其他地方 

3.觀察個案臉部表情，並指認出情緒 

4.強調「會被處罰」概念 

4.談被害人受傷之前，老師打 

  算先談談你過去受過傷的經 

  驗，幫助你更知道受傷是什 

  麼。過去有沒有受過傷，如 

  跌倒受傷 

身體受傷時有哭嗎，會難過，會生氣，會害怕。教

導有些傷會好，有些傷不會好。 

重複:受傷身體有流血要去看醫生或護士 

重複:過去受過什麼傷?受傷時感覺如何? 

5.過去有沒有心情不愉快過， 

  如被罵、被打 

被罵、被打，身體會痛嗎？有哭嗎？心情會害怕

嗎？ 

重複:被罵、被打的身體感覺與心情感覺? 

6.接下來，我們要一起來想一 

  想，你做了錯事，被害人身 

  體有受什麼傷。身體傷好了 

  沒。 

被害人身體的傷好了嗎 重複:被害人身體受傷部分，受傷部分好了嗎 

7.我要跟你一起來想一想，你 

  做了錯事，被害人心情有受 

  什麼傷。心理傷好了沒。 

被害人有哭、把你推開、叫你不要嗎、有說要跟媽

媽講嗎 

重複:1.哭了 2.推開你 3.說不要 4.說要跟大人講 

8.複習全部課程內容 做錯什麼事，被害人受傷，自己也心情難過 再次強調，把做錯的事講出來是很勇敢的行為，能明白

被害人所受的傷是很棒的事 

 
第 3 課：幫助自己不犯錯 

學習順序 性侵害處遇人員一對一教學 特教專家轉化處遇人員教學內容 

1.複習之前教過的內容:提醒 

  有做錯事，有人受傷 

你做的錯事，讓被害人身體受傷，心情不舒服，你

自己也心情不好受傷。今天要學習不要再做錯，已

經做錯一次，「不能再錯一次」 

給予文字提示卡 

2.我們先來把做錯的事情講清 

  楚，當時怎麼會那樣做 

從頭到尾把自己做錯的事講一遍 

提示：上午、下午還是晚上；在誰的房間(房間、

廁所)；感覺舒服嗎；最後怎麼結束的 

鼓勵案主說，要他講不舒服，會不想講，鼓勵案主勇敢

講出來。說出來可以知道自己為什麼會犯錯，並學習避

免再出錯 

3.你怎麼知道可以這麼做 提示：學 A片的動作嗎  

4.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不可 

  以做 

1.沒結婚，不可以用尿尿地方或手指插入別人尿尿

  地方或屁股 

2.不可以亂摸別人的乳房、尿尿地方與屁股 

3.不可以偷看別人換衣服、上廁所，胸部、尿尿地

  方、屁股 

4.可以打手槍，可以自己在廁所、自己房間、別人

  看不到的地方打手槍 

5.一般人是可以看 A 片或色情書的，但是因為你會

  學習 A 片的動作，所以你不能看。 

1.提示圖片來協助個案學習「哪些可以做?」、「哪些不

  可以做?」 

2.覆述:因為你會學習 A片的動作，這樣會犯錯，所以

  你不能看 

3.提示圖片:打手槍要在隱密的地方，可以在浴室或廁

  所、自己房間、別人看不到的地方 

5.以後做事要先想清楚，規定

不能做的事就不要做 

1.要遵守規定，法律規定不能做的事情不能去做

2.大人規定不能做的事情不能去做 

3.因為做錯事會被關、會被罰錢 

4.因為做錯事別人會受傷，自己也會受傷 

強調:被關、被罰錢、別人身體受傷、心理不舒服 

6.要上課才知道什麼事情不能

做 

1.這幾堂課就是要教你什麼事可以做，什麼事不可

以做 

2.如果，有人做了錯事，那要怎麼辦呢 

1.強調聰明的人不會知道錯又去做，而且會用聰明的腦

  袋想一想是不是可以做。只要想到做錯要被關、被罰;

  還有傷害別人身體心理與自己不舒服，就不會去做

2.提示:告訴可以找信任的大人如老師、媽媽處理 

7.以後不再做錯，才算有學會 1.有沒有學會，要看以後有沒有再做錯。 

2.再做錯就會有人受傷，就會被抓去關、會罰錢

如果有小朋友做錯事跟老師道歉說不會再做錯，結果隔

天又做了，老師會生氣，因為沒有學會，還是做錯 

8.複習全部課程內容 做錯事，被害人受傷，自己也心情難過 

知道錯了要改錯，不要再做錯 

再次強調，把做錯的事講出來是很勇敢的行為，講出來

雖然心情不好，但可以勇敢面對，有錯就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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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課：道歉、改過、對方才會原諒你 

學習順序 性侵害處遇人員一對一教學 特教專家轉化處遇人員教學內容 

1.複習之前教過的內容:有做  

  錯事，有人受傷、學會不做 

  錯 

當時做錯事，被害人身體有受傷，心情不舒服，自

己心情也不好受傷。今天要學習做對的事情，讓事

情慢慢好轉起來 

提示卡 (1)做錯什麼事 (2)做錯事傷害到誰，被害人身

體會痛、流血、心理不舒服受傷了，自己也不舒服。(3)

知道什麼可以做，什麼不可以做。 

2.做錯事要道歉，也要學習 

不要繼續做錯 

1.做錯事，要跟被自己傷害到的人說對不起。要讓

對方知道你學到很多正確的知識，你不會再做

錯。你也希望她的傷慢慢變好。 

2.你要讓對方知道，你不會忘記自己做過這件錯

誤。看到對方時，腦袋裡面，你會告訴自己絕對

不會再做傷害她的事。 

1.簡化並加以覆誦：希望被我傷害的人變好，要跟對方

道歉說對不起、要讓對方知道我錯了，因為我學習了

確的事 

2.簡化與覆述：看到對方時會提醒自己絕對不會再做傷

害她的事 

3.學會：腦袋想的就會做出來 學會，腦袋想的就會做出來。當時腦袋好奇想學 A

片，就真的照 A片演員的動作做，沒想到會傷害被

害人，沒想到自己會被打、沒想到被害人現在看到

自己會怕會躲。 

圖示：腦袋想的與做出來行為的關係(舉例：盯的女生

胸部看，腦袋有想法就會做出行為) 

4.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學習 

如何把事情做對 

早知道，一開始就不要學 A片做。就是因為做錯事

的時候有很多不懂的地方，才會做錯。現在，學會

了，就不會再做錯了。 

覆述：因為以前很多地方不懂，現在，學會了，就不會

讓自己做錯了 

5.被你傷害的人，要看到你沒 

有再做錯，才會恢復健康。 

如果你繼續做錯事，被你傷害到的人聽到你又做錯

了，會再一次想起被你傷害的事情，心理又會再一

次受傷，就會好不起來。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做對

事，不要做錯事，這樣被你傷害過的人就會慢慢變

好起來。 

 

6.用好的想法，健康的想法， 

取代不好的想法，不健康的 

想法 

好奇是很正常的，.。如對女生好奇，想要摸胸部、

尿尿地方，用手指、用小鳥插入尿尿地方或屁股

等。但因為好奇沒想太多就去做，那就犯法了。

覆述：好奇是正常的，但是我們會用聰明的腦袋想一想

可以做嗎 

7.教導結婚後，才能摸胸部、 

才能性交 

結婚後，才能摸另一半胸部與尿尿地方，才可以性

交。 

覆述：結婚後才可以摸身體，做愛愛的事 

8.教導性慾來怎麼處理 1.性慾來了，身體尿尿地方會硬起來。會想摸對方

身體，想抱對方，想要用小鳥插入尿尿地方或屁

股。 

2.性慾來了，可以多運動、消耗體力。可以洗冷水

澡讓尿尿地方軟掉。 

3.性慾來了可以打手槍。打手槍最多一個禮拜 1 

次，不要太多次。會越打越多次，身體會累。

1.用繪本協助個案了解性慾來時的身心反應。 

2.覆述：學習用不傷害自己及別人的方法來發洩性慾

9.教導不要做一些會引發性慾 

的事情 

1.無聊的時候不要用電腦或手機上網看 A 片，看色

情漫畫，這樣會讓自己動歪腦筋。 

2.不要盯著女生胸部、屁股、尿尿地方看。看了身

體會有感覺，可能會想要伸手去摸。 

3.不要跑到女生的房間，會看到內衣、胸罩、內褲，

身體會有感覺，會想要伸手去摸。 

覆述：學習不要讓自己有太多的性慾 

10.複習之前課程內容 1.知道自己做錯什麼事。 

2.知道自己做錯事傷害到誰，知道被害人身體 

會痛、流血、心理不舒服受傷。 

3.學會幫助自己不做錯。知道腦袋想什麼就會做出

什麼事，知道什麼可以做，什麼不可做。 

4.做對事，對方才會原諒自己。不要再做錯事，被

你傷害的人才會看到你有進步，才不會因為知道

你又做錯，又再想到自己也被你傷害到，又再次

受傷。 

帶著個案跟著覆誦所有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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