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 103103103103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輔導處將於12/12（星期五）

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主講者：：：：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

報名方式，預計參加人數 100

中午 12：30 前，繳回輔導處

� 臺中二中辦理臺中二中辦理臺中二中辦理臺中二中辦理「「「「生涯我最行生涯我最行生涯我最行生涯我最行

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活動時間：：：：12121212////21212121（（（（日日日日））））、、、、12121212

生涯自我探索與生涯資訊系統應用

學；參加參加參加參加對象對象對象對象：：：：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

時間：12/12。請有興趣參加請有興趣參加請有興趣參加請有興趣參加

細計畫說明請至輔導處參閱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教育文教育文教育文教育文章章章章    

                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

    推特用戶 paleveil 無意中看到她的弟弟和好朋友的對話內容

了下來張貼到推特。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13131313 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

得到他的支持得到他的支持得到他的支持得到他的支持。。。。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

會因此而破裂會因此而破裂會因此而破裂會因此而破裂。。。。但是他絕對沒有想到

    下面是他與朋友之間的訊息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I need to tell you 

upset. 

What’s up bro? Do you want me to call?

 

————「「「「校園有愛你我他校園有愛你我他校園有愛你我他校園有愛你我他」」」」關懷活動關懷活動關懷活動關懷活動    

）下午第六節~第七節辦理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

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人文傳習書院心理治療所周純媛周純媛周純媛周純媛諮商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參加對象為高一學生

100 人。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報名表請於

繳回輔導處—尤淑玲老師。    

生涯我最行生涯我最行生涯我最行生涯我最行————生涯成長營生涯成長營生涯成長營生涯成長營」」」」    

12121212////24242424（（（（三三三三））））（（（（兩天一定都要兩天一定都要兩天一定都要兩天一定都要全程全程全程全程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生涯自我探索與生涯資訊系統應用、12/24—中興大學學群體驗學習及學習歷程檔案教

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臺中市在校高中學生，，，，每校最多選薦每校最多選薦每校最多選薦每校最多選薦 4444 名名名名，活動總額

請有興趣參加請有興趣參加請有興趣參加請有興趣參加之之之之同學同學同學同學，，，，於於於於 12/212/212/212/2（（（（下週二下週二下週二下週二））））放學放學放學放學前至輔導處報名前至輔導處報名前至輔導處報名前至輔導處報名

輔導處參閱。（兩天皆須請同學自行到臺中二中集合

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

無意中看到她的弟弟和好朋友的對話內容，覺得十分感動

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歲的男孩是個同性戀，這天這天這天這天，，，，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

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

但是他絕對沒有想到，朋友的回覆竟然能讓他這麼感動

下面是他與朋友之間的訊息：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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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 I’m really 
我想要告訴你一些讓我不開心的事

up bro? Do you want me to call? 兄弟，怎麼了

103.11.28 發行 

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生命教育講座————「「「「管理管理管理管理EQEQEQEQ好心情好心情好心情好心情」」」」，

參加對象為高一學生，採自由

報名表請於 12/2（二）

））））；活動內容：12/21—

中興大學學群體驗學習及學習歷程檔案教

活動總額 80 名；錄取公告

前至輔導處報名前至輔導處報名前至輔導處報名前至輔導處報名。。。。活動詳

中二中集合） 

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真正的友情就是無條件支持    

覺得十分感動，於是拍

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他決定向自己最好的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向，，，，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但是同時他也非常擔心自己最好的朋友會如何看待他，，，，也害怕兩人的友誼也害怕兩人的友誼也害怕兩人的友誼也害怕兩人的友誼

朋友的回覆竟然能讓他這麼感動。 

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國立臺中文華高中輔導週報    

我想要告訴你一些讓我不開心的事。 

怎麼了？需要我給你打電話嗎？ 



    

    

                            

 

 

 

 

 

 

 

 

 

 

 

他們只有他們只有他們只有他們只有 13131313 歲歲歲歲，，，，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

友一樣，不用異樣的眼光看身邊的同性戀者

資料來源：
http://www.bomb01.com/article/6032/%E9%80%99%E5%90%8D13%E6%AD%B2%E7%9A%84%E7%94%B7%E5%AD%A9%E5%91%8A%E8
%A8%B4%E4%BB%96%E6%9C%80%E5%A5%BD%E7%9A%84%E6%9C%8B%E5%8F%8B%E8%87%AA%E5%B7%B1%E6%98%AF%E5
%90%8C%E6%80%A7%E6%88%80%EF%BC%8C%E8%80%8C%E4%BB%96%E6%9C%8B%E5%8F%8B%E7%9A%84%E5%9B%9E%E8
%A6%86%E4%B8%80%E5%AE%9A%E6%9C%83%E8%AE%93%E4%BD%A0%E6%84%9F%E5%8B%95%E3%80%82

No don’t my parents are in the room 

right now it’s really personally.

What is it? 

 

I’m only telling this to you so please 

don’t tell anyone else. I trust you bro. 

It’s that I feel different? I don

how to put it but it

And bro I don’t want you to not be my 

friend anymore because

same how how boys feel about girls

but to boys. I’m so weird it feels weird 

and bad. 

Bro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3 years and 

I’m glad you told me this. Who cares what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 You

no matter what bro and I

are my best friend. Don

there’s nothing to be embarrassed about. 

As a bro I’m gonna stick by you. Ain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gay my friend.

I don’t feel the same way other boys feel 

about girls it’s not normal right? :( I 

know. 

I like boys. This is so 

to say but that’s my secret and I was so 

scared of telling because you are my best 

friend bro and I don

I’m weird and just leave or anything.

                             

  

  

  

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但是卻能真正的理解對方，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就像他的朋

眼光看身邊的同性戀者。 

http://www.bomb01.com/article/6032/%E9%80%99%E5%90%8D13%E6%AD%B2%E7%9A%84%E7%94%B7%E5%AD%A9%E5%91%8A%E8
0%E5%A5%BD%E7%9A%84%E6%9C%8B%E5%8F%8B%E8%87%AA%E5%B7%B1%E6%98%AF%E5

%90%8C%E6%80%A7%E6%88%80%EF%BC%8C%E8%80%8C%E4%BB%96%E6%9C%8B%E5%8F%8B%E7%9A%84%E5%9B%9E%E8
%A6%86%E4%B8%80%E5%AE%9A%E6%9C%83%E8%AE%93%E4%BD%A0%E6%84%9F%E5%8B%95%E3%80%82

t my parents are in the room 

really personally. 

不用，我父母現在在家

的事。 

到底是什麼事啊

m only telling this to you so please 

t tell anyone else. I trust you bro. 

s that I feel different?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t but it’s bad different…. 

我只把這件事告訴你

這個好兄弟，

是不是覺得我有一點不一樣

道該怎麼說了

t want you to not be my 

friend anymore because……I feel the 

same how how boys feel about girls… 

m so weird it feels weird 

我不希望你別因此而不把我當朋友

因為我對男孩的感覺就像普通男孩子

對女孩的感覺一樣

這真的糟透了

Bro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3 years and 

m glad you told me this. Who cares what 

people are going to say ? You’re awesome 

no matter what bro and I’m happy that you 

are my best friend. Don’t be ashamed 

s nothing to be embarrassed about. 

m gonna stick by you. Ain’t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gay my friend. 

兄弟，我們已經做了

我很高興你告訴我這些

在乎別人怎麼說

興我們能成為最好的朋友

而覺得不好意思

我一定會支持你

這件事並沒有錯

t feel the same way other boys feel 

s not normal right? :( I don’t 

I like boys. This is so embarrassing for me 

s my secret and I was so 

scared of telling because you are my best 

friend bro and I don’t want you to think 

just leave or anything. 

我發現我對女孩們的感覺和其他男孩

不一樣，這真的很

我不知道。 

我喜歡男孩。

真的很尷尬，

其是你。因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兄弟，我不希望你覺得我很另類而因

此離開我。 

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就像他的朋

http://www.bomb01.com/article/6032/%E9%80%99%E5%90%8D13%E6%AD%B2%E7%9A%84%E7%94%B7%E5%AD%A9%E5%91%8A%E8
0%E5%A5%BD%E7%9A%84%E6%9C%8B%E5%8F%8B%E8%87%AA%E5%B7%B1%E6%98%AF%E5

%90%8C%E6%80%A7%E6%88%80%EF%BC%8C%E8%80%8C%E4%BB%96%E6%9C%8B%E5%8F%8B%E7%9A%84%E5%9B%9E%E8
%A6%86%E4%B8%80%E5%AE%9A%E6%9C%83%E8%AE%93%E4%BD%A0%E6%84%9F%E5%8B%95%E3%80%82    

我父母現在在家，這是很私人

到底是什麼事啊？ 

我只把這件事告訴你。我真的很信任你

，所以不要告訴任何人。你

是不是覺得我有一點不一樣？我不知

道該怎麼說了，那種感覺真是糟透了… 

我不希望你別因此而不把我當朋友，

因為我對男孩的感覺就像普通男孩子

對女孩的感覺一樣，我真的很奇怪，

這真的糟透了！ 

我們已經做了 3 年的朋友了，

我很高興你告訴我這些。拜託，誰會

在乎別人怎麼說？你很棒，我也很高

興我們能成為最好的朋友。不用因此

而覺得不好意思，作為最好的兄弟，

我一定會支持你，我的朋友是同性戀

這件事並沒有錯。 

我發現我對女孩們的感覺和其他男孩

這真的很不正常，對不對？

 

。這是我的秘密，說出來

，我很害怕告訴別人，尤

因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好

我不希望你覺得我很另類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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