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滋病防治教育師資專業成長研習 

實施計畫 

一、背景與研習目的：  

愛滋病防治為我國重要的防疫政策，目前我國愛滋病通報案例累積至 2017

年 5月底止為 35,592人，其中 25-34歲族群佔最多數（37.43%），35-49歲族群

次之（34.68%），可見年輕族群為愛滋感染的高危險群。而這兩年每年愛滋新感

染案例屢創新高，2015年為 2,384人，2016年為 2,441人，而新感染案例中也

以年輕族群佔最多數，以 2016年為例， 15-24歲為 196人，佔該年 13.91%，

25-34歲為 567人，佔該年 40.24%，35-49歲為 497人，佔該年 35.27%。根據

疾管署調查危險因子，當年新感染案例中，以男男間性行為佔最多（1,955人，

佔 81.46%），其次為異性間性行為（203人，佔 8.46%）、注射藥癮者（60人，

佔 2.5 %）以及其他（182人，佔 7.58%）。 

愛滋病感染以年輕人居多，危險因子九成是透過性行為傳染，因此透過學

校進行愛滋病防治教育是最有效率也是最重要的防制策略！為協助各縣市推動

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並提升各級學校教師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之

教學知能，特舉辦本研習，期能透過相關理念的講授、對感染危險因子以及國

家防疫政策的了解、過來人的現身說法以及創新教學方法與教學資源介紹，提

升學校與教師相關知能，有益其設計愛滋病防治教育與活動，提升教學效能，

進而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性健康。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杏陵醫學基金會 

(三)協辦單位：台灣性教育學會 

 

三、參加對象：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學年度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計畫」

中五重點縣市（基隆市、桃園市、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所選立之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中心學校及各種子學校務必派非具健康教育專長之授

課教師 1-2名參加。 

2. 高中職及以下非具健康教育專長之健康教育相關領域授課教師。 

3. 其他所有對本次研習主題有興趣之各科教師。 

4. 以未曾參加台灣性教育學會舉辦之「104年度愛滋病防治教育師資專業成長

研習」者為優先）。 

 

四、議程表：北區及南區場詳如附件二，中區場詳如附件三。 

中區場因場地因素，延至 9點開始報到。 

 

附件一 



五、時間與地點 (交通資訊如附件四) 

    北區：106年 8月 17日(星期四)，地點：新北市新莊區輔仁大學醫學院國

璽樓四樓聖保祿廳(原為國璽樓二樓 MD227) 

    中區：106年 8月 25日(星期五)，地點：台中市維他露基金會 2樓 

    南區：106年 8月 28日(星期一)，地點：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 102會議室 

 

以上報名區別如下：（亦可跨區報名） 

北區（八縣市）：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

縣、連江縣。 

中區（七縣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

縣。 

  南區（七縣市）：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澎湖

縣。 

 

六、報名方式： 

北區場：即日起至 106年 8月 7日(一)前。 

中區及南區場：即日起至 106 年 8月 14日(一)前。 

至下述網址輸入報名資料：https://goo.gl/9WEQJk 

 

七、 報名人數：每校務必派 1-2員參加。每場參加人數以 70人為限，額滿為止。

全程參與本研習者，核發 7小時研習時數。 

 

八、 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經費支應，各縣市

出席人員請准予公差假及課務排代。 

 

九、本活動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情形，將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示延期

辦理或其他修正方案。 

 

十、本計畫經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愛滋病防治教育師資專業成長研習議程表(北區及南區)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始業式】開幕與歡迎 
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鄭其嘉主任 

09：00～11：10 【專題演講】 

全人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教育概論 

◎全人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 

之意義與內涵 

◎國小、國中、高中職各階段 

愛滋病防治教育教學重點 

 

台北市大理高中 

高松景校長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鄭其嘉副教授 

11：10～11：20 中場休息 

11：20～12：00 
◎105年全國性教育

(含愛滋防治)教學模

組競賽得獎教案國小

組得獎作品分享並進

行教學示範 

◎105年全國性教

育(含愛滋防治)教

學模組競賽得獎教

案國高中組得獎作

品分享並進行教學

示範 

國小組得獎教案作者 

大鄉國小陳孟婷老師 

國高中組得獎教案作者 

北:積穗國中龍芝寧老師 

南:大成國中陳鈺萍主任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00 

【愛滋關懷座談】 

◎愛滋帶原者現身說法 

◎網路約會、藥物濫用與愛滋 

◎愛滋病防治政策與新知（含檢驗方法） 

紅絲帶基金會 

Jimmy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黃士澤醫師 

李佳琪副組長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30 【青少年性健康議題與教學分站體驗】 

◎青春期保健 

◎較安全性行為與愛滋防治 

教育部國教輔導團 

中央團或地方團 

健康教育輔導教師 

16：30～17：00 

【綜合座談與結業式】 

◎問卷評量 

◎提問與討論 

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杏陵醫學基金會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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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防治教育師資專業成長研習議程表(中區)(報到自 9:00 開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9：00～09：20 報 到 

09：20～09：30 【始業式】開幕與歡迎 
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鄭其嘉主任 

09：30～11：30 【專題演講】 

全人性教育與愛滋防治教育概論 

◎全人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 

之意義與內涵 

◎國小、國中、高中職各階段 

愛滋病防治教育教學重點 

 

台北市大理高中 

高松景校長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鄭其嘉副教授 

11：30～12：10 
◎105年全國性教育

(含愛滋防治)教學模

組競賽得獎教案國小

組得獎作品分享並進

行教學示範 

◎105年全國性教

育(含愛滋防治)教

學模組競賽得獎教

案國高中組得獎作

品分享並進行教學

示範 

國小組得獎教案作者 

大鄉國小陳孟婷老師 

國高中組得獎教案作者 

新竹三民國中 

陳琬菁老師 

12：10～13：00 午餐、休息 

13：00～15：00 

【愛滋關懷座談】 

◎愛滋帶原者現身說法 

◎網路約會、藥物濫用與愛滋 

◎愛滋病防治政策與新知（含檢驗方法） 

紅絲帶基金會 

Jimmy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黃士澤醫師 

黃彥芳組長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30 【青少年性健康議題與教學分站體驗】 

◎青春期保健 

◎較安全性行為與愛滋防治 

教育部國教輔導團 

中央團或地方團 

健康教育輔導教師 

16：30～17：00 

【綜合座談與結業式】 

◎問卷評量 

◎提問與討論 

教育部國教署長官 

杏陵醫學基金會 

 

附件三 



交通資訊 

一、 北區 

 

研習時間 106 年 8 月 17 日(四) 

研習地點 新北市新莊區輔仁大學 醫學院 4 樓聖保祿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由輔仁大學貴子門進入，步行約 3 分鐘。 

交通方式 1.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搭乘捷運新莊線，於輔大站 1 下車。 

2. 搭計程車：  

˙ 由捷運新埔站沿板橋民生路過大漢橋，左轉新莊中正路，轉入貴子路，

車程約 5 公里，車資約 150 元。 

˙由板橋車站沿板橋民權路、接中正路，過新海大橋，左轉新莊中正路，轉

入貴子路，車程約 6 公里，車資約 170 元。  

3. 自行開車： 

˙由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出發，轉上忠孝橋（此為台一線 起點），沿台一

線高架道路往「桃園」指標的方向直行，全程從上忠孝橋開始都不需要下

高架橋，一直到最後才下橋走平面道路（即新莊中山路），再往前直行至

第四個紅綠燈的路口（此路口有人行路橋）左轉貴子路，即可看到輔大貴

子門。從台北車站出發到輔大醫學院，車程約 15 分鐘。  

˙由桃園北上請沿台一線行駛，在台一線 10.5 公里處（即新莊中山路和

貴子路交叉口）右轉即達。  

˙中山高速公路，由五股交流道往「新莊」方向下匝道，沿新五路右轉新

莊中山路（即台一線），靠中山路高架橋下的外側車道行駛，直至貴子路

左轉即達輔大醫學院。車程約 10 分鐘。 

輔大醫學院地下停車場（委外經營）入口位於貴子路上，可停放約 150 輛車。

若停車場客滿，貴子路兩旁劃有台北縣政府的停車格位，停車方便。另外校

內停車如於 3 天前至報名表填寫車號，則不須另外付費。(僅限校內，不包含

地下停車場) 

附件四 



二、 中區 

研習時間 106 年 8 月 25 日 (五) 

研習地點 維他露基金會(台中市雙十路一段 123 號) 

交通方式 一、高鐵：搭至台中高鐵站，換搭計程車至文英館斜對面。 

二、公車：(台中火車站下車轉乘) 

   (1)三民路台中技術學院站：搭乘 5 路、70 路、73 路、83 路、

88 路公車，沿著育才街步行至雙十路的維他露基金會館。 

   (2)雙十路台中一中站：搭乘 81 路公車，藝文之家(原台中市

長官邸)的隔壁。 

三、自行開車： 

   (1)由中港交流道下來者，可走中港路直行至台中火車站，順

著圓環轉至建國路直行，過精武路後接雙十路一段約 300 公尺

左右，文英館對面。 

   (2)由中清交流道下來者，可走中清路直行大雅路，過了五權

路之後接公園路，於台中公園前左轉走精武路，於中興堂前紅綠

燈口左轉雙十路，即可到達。 

   (3)由南屯交流道下來者，可直行走五權西路，至台中文化中

心前左轉五權路，過了公園路和五權路路口約 100 公尺，右轉太

平路直行到底即為雙十路文英館，左轉約 150 公尺對面即可到

達。 

   (4)由南屯交流道下來者，可直行走五權西路，至台中文化中

心前左轉五權路，看到中正路右轉，直行至台中火車站，順著圓

環轉至建國路直行，過精武路後接雙十路一段約 300 公尺左右，

文英館對面。 

 

 

 

 



三、南區 

研習時間 106年 8月 28日 (一) 

研習地點 

 

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會場備有免費停車場（全館約 100個車位） 

交通方式 離高鐵左營站開車 3-5分鐘、離小港機場開車 25分鐘，1,000公尺內計有二個

高雄捷運站、二個台鐵站，以及國道 10號出口。 

1.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搭火車及高鐵】 

   (1)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分鐘。 

  【搭飛機】 

   (1) 可坐 301號公車直達高雄市政府人發中心 

   (2) 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撘乘紅 51線接駁車至會館。 

2. 自行開車前往 

【高速公路】 

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號鼎金系統交流道->中華路交流道下接翠華

路->左轉崇德路 

【高雄市區】 

1. 北上：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 

2.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 

   崇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