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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性教育給特別的你～身心障礙者性教育」 

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活動緣起與目的 

    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者人數已達到 117 萬多人，其中在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就學者約有 9

萬餘人。身心障礙學生雖因身體或心理方面的發展障礙而影響其認知及互動功能，但其性生

理仍然持續發展，在進入青春期後，與其他非身心障礙學生一樣，會渴望經驗愛與被愛的感

受，會產生性的衝動與性的需求，同樣也會有懷孕、感染性病及受到性傷害的危險。因此，

身心障礙學生的性教育跟一般青少年的性教育一樣重要。聯合國曾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期盼各國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性教育、婚姻等權利。而臺灣隨後也跟進，於

2008 年簽署了「臺灣身心障礙權利宣言」，明訂身心障礙者有接受性教育及性諮詢之權利。 

    國家雖然以具體行動宣示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但目前我國身心障礙者的性教育仍處

於發展相當初期的階段！除了對於身心障礙者性相關知識、態度與性行為等現況缺乏整體的

了解之外，性教育相關教材與媒材亦相當缺乏，而熟悉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的特殊教育師資更

是不足。我國現行的身心障礙特殊教育提倡「融合教育」，因應班級身心障礙學生不同的障礙

別與問題，第一線教師們常因對性教育教學缺乏知能，以及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性問題特性與

學習性教育的方式欠缺了解，而致使融合班的教師比一般班級的教師面臨加倍、多重的挑戰! 

    家有身心障礙孩子的家長，則面臨不同的挑戰！包括對性相關知識不了解、談性困難、

不知如何處理其性問題等。而社會對身心障礙者性教育常有誤解，相關社會資源亦欠缺，也

使得家長感覺缺乏社會支持。凡此種種，均可能等增加身心障礙學生遭受性危害的風險！ 

    此外，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結婚、生育仍普遍缺乏正確認識，甚至有偏見，協助資源更是

不足。我國「中華民國 100年身心障礙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顯示，「有配偶及同居」者約

48.5%，「有生養育子女」者占 68.77%，可見有為數不少的身心障礙者組織家庭並生養子女，

從數據落差顯示，有不少是在未有婚約的狀態下生養子女。身心障礙的女性，特別是未婚以

及未成年者，常是更為弱勢的一方，其避孕(含絕育)、懷孕以及生育照護即是一例。基於優

生學以及降低照顧者負擔的考量，女性常被施以絕育手術，引發許多異議。身心障礙女性的

孕期生理現象以及所需的生育照護與一般婦女不盡相同，風險可能更高、需要更多輔助。然

而，我國無論在身心障礙女性的避孕以及懷孕與生育照護上，政府與民間資源均相當不足，

相關的醫護或嬰幼兒照護人員在這方面的專業與訓練也非常缺乏。國外先進國家，例如美國、

澳洲以及英國等，在這方面努力多年，國外經驗可為我國借鏡。 

    台灣性教育學會自 1991 年成立以來，27 年來致力於結合國內性教育、性諮商與性治療



                         台灣性教育學會 2018 年度學術研討會 

 

2 

 

等專業人才，積極主動推動國內學校、家庭與社會性教育，經常舉辦各類專題演講、座談會、

學術研討會及國際交流等活動，並以專業學術團體的角色提供正確、最新且符合社會需求之

性教育資訊，獲得各界高度的肯定。今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我們將以「特別的性教育給特

別的你～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為主題，邀請不同身心障礙別的相關專家學者、家長及現場實

務工作者，包括如智能障礙、聽覺障礙、視覺障礙、發展遲緩與自閉症等，大家齊聚一堂，

聚焦探討目前身心障礙者學校性教育、家庭性教育以及國外在成年與未成年未婚身心障礙女

性在避孕與生育照護暨相關訓練上的現況、實務做法、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以及未來展望！

並於 5 月 27 日（星期日）規劃「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工作坊，邀請您共同來充電

增能。 

本會期望透過本次學術研討交流達成以下目的： 

一、提供專家、實務工作者與家長的對話平台，提出不同障礙別學生性教育以及未婚身心障

礙婦女避孕與生育照護上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國外經驗探討以及未來之展望，期能為國

家之身心障礙者性教育政策提出建言。 

二、從實務工作經驗出發，探討目前國中小學教育中智能障礙、聽覺障礙、視覺障礙以及多

重障礙學生之性教育與性諮商教學與處遇策略，同與會人員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三、彙聚相關領域專家、實務工作者以及家長，從性教育、性諮商、性醫療保健角度來分析

與性相關之健康議題，透過共同參與討論、對話以探討性的影響性，提供制定我國相關

政策參考。 

貳、主辦單位 

      台灣性教育學會 

參、協辦單位 

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智障者家長

總會 

肆、參加對象 

此次研討會參與對象包括台灣性教育學會會員(目前個人會員946人，團體會員20個)以

及非會員，廣邀國內推展性教育、性諮商與性醫療保健相關專業人員（例如醫護專業人員、

各級學校教師與教授、心理師、社工員）、身心障礙相關之社福團體與家長團體，以及對此

議題關心的學生與家長，初步估計約250人出席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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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特別的性教育給特別的你～身心障礙者性教育」學術研討會，訂於 107 年 5 月 26 日（週

六）8 時至 17 時，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誠 101 教室舉辦。 

二、「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工作坊：107 年 5 月 27 日（週日）9 時至 12 時 30 分，

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 6 樓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學系會議室舉辦。 

大會場地交通訊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誠 101 教室（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1） 公車：搭乘 15、18、235、237、278、295、662、663、672、907、和平幹線至「師

大站」或 「師大一站」 

（2） 捷運： 

      ◎古亭站：淡水信義線、小南門新店線 『古亭站』5 號出口往和平東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即可到達。 

         ◎台電大樓站：小南門新店線『台電大樓站』4 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直行約 8 分鐘 

    即可到達。 

（3） 自行開車： 

◎中山高: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北二高:木柵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大校本部 

■ 陸、報名方式與費用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7年5月21日（一），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 

  1.至台灣性教育學會官網（http://www.tase.tw/）「最新活動」進行線上報名。 

  2.直接線上報名網址 https://goo.gl/xd72KD。本會將以E-mail方式通知報名

結果，若需要了解進一步的報名細節，請來電洽詢台灣性教育學會許舒

婷小姐、莊子昱先生（02-29155176）。 

三、費用 

 1. 學術研討會：免費。 

  2. 「身心障礙者性教育」教材教法工作坊：台灣性教育學會或台灣性諮商學會會員800元，

非會員1000元。名額以50人為原則，依繳費先後順序錄取，報名人數未達15位則取消開

課，報名費用將全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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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加「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教材教法工作坊，費用請於三日內郵政劃撥或ATM轉

帳完成，完成繳費後請來電確認。 

  郵政劃撥－戶名：台灣性教育學會、帳號：15346991 

  ATM轉帳－銀行代碼：700(郵局)、帳號：0311451-0644535 

備註：本活動為響應環保署規定，一律不提供紙杯，務請自備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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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特別的性教育給特別的你～身心障礙者性教育」學術研討會 

■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誠 101 教室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08：30 

08：50 
報到 

馮嘉玉 

秘書長 
 

08：50 

09：00 

主席致詞 

貴賓致詞 

鄭其嘉 

理事長 

邀請部長、署長、 

師大校長等貴賓致詞 

09：00 

09：35  

【開場活動】 

從身心障礙相關電影談身心障礙者 

性教育以及給所有人的性教育 

郭鐘隆 

監事 

鄭其嘉理事長 

吳庶深理事 

09：30 

10：50 

【焦點論壇】 

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1. 智能障礙者性教育之困境與展望 
2. 從家長觀點談智障者之性教育 

3. 談自閉症孩子的性教育 

4. 從國外經驗談身心障礙者避孕與生
育照護暨相關訓練 

晏涵文 

名譽理事長 

臺北市立大學師培中心林純真教授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暨台灣大

學陳誠亮教授 

國立警察專科學校海洋巡防科 

張瓊玲教授 

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暨輔仁大學公衛系

鄭其嘉教授 

10：50 

11：10 
茶      敘 

11：10 

12：10 

【焦點論壇(續)】 

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1. 智能障礙者性教育之困境與展望 
2. 從家長觀點談智障者之性教育 

3. 談自閉症孩子的性教育 

4. 從國外經驗談身心障礙者避孕與生
育照護暨相關訓練 

晏涵文 

名譽理事長 

臺北市立大學師培中心林純真教授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暨台灣大

學陳誠亮教授 

國立警察專科學校海洋巡防科 

 張瓊玲教授 

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暨輔仁大學公衛系

鄭其嘉教授 

12：10 

13：10 

午  餐  時  間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3：10 

15：40 

【座談會】 

身心障礙者性教育/性諮商之原則、 

方法與策略 

1. 視障者的性教育實務 

2. 聽障者的性教育實務 

3. 智障者的性教育實務-國中階段 

4. 智障者的性教育實務-高中階段 

5. 身心障礙者的性諮商 

高松景 

常務理事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蔡明蒼校長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林佳穎主任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魏秀芬老師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特教組黃柏華老師 

芸光心理諮商所蘇薇如心理師 

15：40 

15：50 
休   息   一   下 

15：50 

17：00 
論文發表 李絳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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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大會主持人及主講人簡介(依出場順序排列) 

 

鄭其嘉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杏陵基金會家

庭生活與性教育中心主任。 

郭鐘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監

事。 

吳庶深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學系副教授、台灣性教育學

會理事、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常務理事。 

晏涵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杏陵基金會

執行長。 

林純真 臺北市立大學師培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身心障礙者轉銜及

休閒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陳誠亮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系教授、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理事長。 

張瓊玲 國立警察專科學校海洋巡防科教授兼科主任、臺北市立大學通識中心兼

任教授。 

高松景 台灣性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助理教授。 

蘇薇如 芸光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台中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特約諮

商心理師、彰化縣社會處特約諮商心理師。 

蔡明蒼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校長。 

林佳穎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輔導實習處主任。 

魏秀芬 新北市立文山國中特教組老師。 

黃柏華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特教組教師。 

李絳桃 長庚大學護理系副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董道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 

張玉婷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http://www.isu.edu.tw/upload/29520/data/1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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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徵稿 

    █ 主題：全人性教育相關主題實證研究 

    █ 字數限制：論文摘要 450 字以內（含論文題名、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

究結果、關鍵字） 

    █ 截止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 投稿信箱：caose29103970@gmail.com 

 █ 投稿單如下表（若摘要內容篇幅超過，請自行複製表格繼續填寫） 

台灣性教育學會 

2018年學術研討會 

論文投稿單 

作者： 
 

 

作者職稱： 
(超過一人請分列) 

聯絡人電話： 
 

E-mail： 
 

 

論文題目： 
 

 

關鍵字 
 

 

摘要 

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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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發表

型式 
□口頭  □海報  □皆可 

(發表型式，大會仍須視稿件情形作最後安排) 

拾、「身心障礙者性教育」教材教法工作坊 

 時間：107 年 5 月 27 日(週日) 上午 9：00-12：3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 6 樓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系會議室 

  我國現行的身心障礙特殊教育提倡「融合教育」，亦即讓大多數身心障礙兒童進入普通

班，以增進其學習適應能力。融合教育理念與立意良善，在融合班與一般的學生一起學習，

對身心障礙學生而言有許多好處，對一般學生也不致影響太大。然而，第一線教師們常因對

性教育教學缺乏知能，以及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性問題特性與學習性教育的方式欠缺了解，而

感覺相關教學困難重重。若再加上青春期的學生對性好奇，一般學生對身心障礙學生若沒有

充分且正確的認識與同理，在校園生活上常會引起許多性問題事件，甚至是性平事件，而致

使教導融合教育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相關教學的教師面臨加倍、多重的挑戰！ 

    杏陵基金會早於民國 102 年底即發展出一套「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生性教育教材

手冊」，從全人性教育觀點，教導各類障別學生性與關係教育，提升身心障礙學生人際關係知

能與性健康知能。本學會特邀請深耕特教領域多年的林純真助理教授，以及當初參與教材發

展的龍芝寧主任、蕭雅娟主任及郭芃彣老師，跟您分享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的理念與教材教

法實務，精彩可期，歡迎您的參與！ 

 

時間 課程主題 主持人/講者 

08:30-09:00 報到 

09:00-9:50 特教教師對性議題的思維模式 林純真助理教授 

9:50-10:35 
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課程與教學 

(一) 國小篇 
郭芃彣 老師 

10:35-10:45 休息、茶敘 

10:45-11:30 

11:30-12:15 

身心障礙學生性教育課程與教學(續) 

(二) 國中篇 

(三) 高中職篇 

蕭雅娟 主任 

龍芝寧 主任 

12:15-12:30 Q&A 鄭其嘉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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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簡介(按出場順序） 

 

林純真 臺北市立大學師培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身心障礙者轉銜及

休閒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郭芃彣 現任台北市民生國中教師、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蕭雅娟 現任新北市中平國中補校主任、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龍芝寧 現任新北市積穗國中補校主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輔導群央團教師、

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