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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教育學會
愛在疫情蔓延時~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與性教育
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自 2019 年 11 月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在全球急速傳播，各國為控制疫情，
紛紛祭出社交距離、降低群聚、隔離等措施，封鎖社區、關閉學校，甚至鎖國均成為常
態。這些措施對人際關係的維繫產生重大衝擊，也對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當人們被迫長時間關在家中，與外界的聯繫只能轉為線上以避免實體接觸，但
與伴侶、家人相處的時間則大幅增加。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健康政策研究組在 2021
年的研究就指出，疫情大流行期間，英國人民的主觀幸福指數（well-being）創近年
來新低，疫情引發的心理健康危機，使單獨一人的獨居者幸福感低，反觀中小型核
心家庭，在疫情期間相互扶持，讓幸福感變高。但過度擁擠的家庭，在疫情緊張的
狀態下反而造成心理壓力提升，因此幸福感降低。此外有 22%的人分享他們在家庭
之外的友誼關係式微了，特別是年輕族群（Chen & Wang, 2021）。
本會長期關注台灣性教育議題，在本會今年與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聯合發布
2021 年台灣 10 大性與情感新聞中，「高嘉瑜立委家暴事件」為十大新聞之首，第
九名則是「阿公店親密接觸造成疫情擴散」，都反映出疫情期間，人們「心靈壓力
急於尋求慰藉」與「親密關係過近距離有待舒緩」二項需求失衡的問題。如何面對
每天生活在一起的配偶、伴侶、家人，學習愛與被愛，已成為台灣社會當前最大的
課題！。
今年本會以「愛在疫情蔓延時～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與性教育」為學術研討會主
題，目前規劃上午【焦點論壇】將以「疫情下的親密關係挑戰與因應」為題，邀請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鄭其嘉副教授、台灣家庭第一協會研發顧問沈美珍小
姐及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姚淑文主任，從健康心理下的親密關係教育、家庭親
密關係經營、暴力親密關係防治進行對話。下午【實務座談】邀請各領域第一線工
作者分享面對疫情期間人際關係的維繫與衝突解決，在教育、社工領域可以著力之
處。
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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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獲得各界高度的肯定，累計至今共計有個人會員 1006 名，團體會員 22 名。近年來
本會積極推展專業認證制度，2008 年開始分別建立性教育、性諮商的專業認證，讓
國內性教育發展進入專業化時代，截至目前為止獲得「性教育師」認證人數達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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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次學術研討會除邀請本會會員參加外，將擴大邀請國內關心性教育議題的教
師、社會工作者、醫療從業人員以及家長等共同參與，期能擴大國內各界的參與討
論、對話，以提供更多從事性教育、性諮商的專業人員參與機會，激發政府與社會
大眾關心全面性教育。

貳、計畫目的
本會此次特別選定「愛在疫情蔓延時～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與性教育」為研討會主
題，期能達成以下目的：
一、針對疫情下的親密關係挑戰與因應，提供家長、教師、實務工作者與專家學者，以
「全面性教育」理念與國內外實務現況進行對話，以增能教師教學效能，建立家長
與孩子談愛說情的能力與信心。
二、彙聚教育、諮商、輔導、醫學、護理、社會學等相關領域，以「促進健康親密關係」
為核心，分析與性相關之知識、健康與教育議題，透過共同參與討論、對話以探
討性教育的影響力，提供推動性教育之參考。

叁、參加對象
此次研討會參與對象以本會會員為主（目前有個人會員1006人，團體會員22個），
並擴大邀請國內推展性教育相關人員，以及對性教育有興趣的學校教師、輔導諮商、社
工人員、家庭教育、衛生醫療機構以及關心此議題的家長參加，初步估計出席本次學術
研討會人數約為150人。

肆、辦理日期
一、學術研討會: 111年8月6日（週六）9時至17時，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1教室舉
辦。
二、「性教育的網遊時代」工作坊: 111 年 8 月 7 日（週日）下午 13：00-17：00，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誠大樓六樓衛教系會議室舉辦。

伍、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台灣性教育學會
二、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
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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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25 日（一），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
1. 學術研討會：
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ppt.cc/fSWmCx

研討會報名 QRCODE

2.「性教育的網遊時代」工作坊：
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ppt.cc/fAs1Cx
本會將於報名截止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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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姐（02-2933-5176）
三、費用：

工作坊報名 QRCODE

1. 學術研討會：免費。
2. 「性教育的網遊時代」工作坊：台灣性教育學會會員並已繳交 111 年度會費者
1,200 元，非會員 2,200 元，於 7 月 25 日完成報名、繳費手續，將享有早鳥價會
員 1,000 元，非會員 1,600 元之優惠。名額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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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加工作坊，費用請於報名後三日內郵政劃撥或 ATM 轉帳完成，完成繳費
後請來電或 EMAIL 匯款帳號後五碼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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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98-1156687
備註：一切遵照、配合政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規定，並要求全程配戴口罩，會
議室內禁止飲食，請多多配合。另響應環保署規定，一律不提供紙杯，務請自備環
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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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術研討會議程
「愛在疫情蔓延時～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與性教育」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間：民國 111 年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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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賢芝
09：00
09：30

報到

秘書長

彭宣榕
副秘書長

09：30
09：5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貴賓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貴賓
郭鐘隆教授兼副院長（國立台灣師範
毛萬儀
大學教育學院）
理事長
張鳳琴教授兼系主任（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高松景執行長（杏陵醫學基金會）
09：50
10：10

茶 敘
【專題論壇及 Q&A】

「疫情下的親密關係挑戰與因應」
10：10
12：20 1.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議題與性教育

鄭其嘉副教授兼系主任（輔仁大學公
毛萬儀 共衛生學系）
理事長 姚淑文助理教授兼主任(東吳大學健
康暨諮商中心)
沈美珍顧問（台灣家庭第一協會）

2.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衝突
3.疫情下的家人親密關係挑戰與因應
12：20
13：20

午 餐
【實務座談】

1. 林美薰副理事長（台灣防暴聯盟）
13：20 1. 疫情期間的親密關係暴力案件與處理 吳文琪 2. 楊聰財醫師（楊聰才身心診所所長）
15：50
理事 3. 馮嘉玉教師兼組長（台北市新莊
2. 疫情下的親密關係壓力與調適
國中教師兼註冊組長）
3. 青少年網路交友之親子溝通策略
4. 龍芝寧教師兼主任（新北市積穗
4.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教育方案實務
國中教師兼補校主任）
15：50
休 息 一 下
16：00

「疫情下親密關係的衝突與維繫」

16：00
17：00

【論文發表】

陸玓玲
理事

性教育學刊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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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持人及主講人簡介(依出場順序排列)
毛萬儀
鄭其嘉
沈美珍
姚淑文
吳文琪
林美薰
楊聰財
馮嘉玉
龍芝寧
陸玓玲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主任、台灣性教育學會常務理事、杏陵基
金會家庭生活與性教育中心主任
台灣家庭第一協會研發顧問
東吳大學心理系兼任助理教授、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副教授、台灣性教育學
會理事
台灣防暴聯盟副理事長
楊聰才身心診所所長、台灣性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台北市新莊國中教師兼註冊組長、台灣性教育學會副理事長
新北市積穗國中教師兼補校主任、台灣性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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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徵稿
█ 主題：凡是與性、性別以及親密關係有關之論文主題，皆歡迎投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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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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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學術研討會
論文投稿單
論文作者、服務
單位與職稱
投稿人
聯絡電話
E-mail
論文題目
關鍵字

研究目的

研究對象
摘要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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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性教育的網遊時代」工作坊
網路是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傳播媒體，據調查網路使用者以學生族群所佔比例最高，因
此，網路上的性資訊已成為 E 世代青少年探索「性」的主要來源。然而，網路上的性資訊就像
其他傳播媒體一般，無論是正面或負面，對於我們的生活都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事實上，網
路不只是反映使用者的性活動，網路也能對使用者的性態度與性行為有潛在的影響。面對當前
網路所衍生的色情網站、網路交友、網路援交、一夜情及網路性愛/虛擬性愛（Cyber sex）等
問題，更突顯政府應重視色情媒體及網站對青少年之影響，已到刻不容緩的階段。
從性教育的觀點我們不能只是消極地告誡青少年「網路如虎口」！更應積極的正視這場情
慾虛擬化的「第三次性革命」所形成更「虛無」的性文化；而應從發揚人性與全面類發展的性
教育理念，賦予「性」新的價值意義。再者，面對網路性工業龐大組織結構體的形成，性教育
應善用網路這種新的學習媒體，結合家庭、學校及社會性教育，發揮「網路性教育」的果效，
培養學生面對網路與色情媒體能具有「批判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以及處理個人情
慾問題能做到情慾自主的「健康自我管理能力」（Health self-management）。
杏陵醫學基金會及台灣性教育學會多年來致力發展各式性教育媒材，如教師手冊、家長手
冊、影片、PPT 等。早在 2008 年時就研發出「踢爆色情，情慾自主」這套完整的性教育課程
教材，當時配合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教師教導青少年如何面對拒絕色情媒體的影響，該課
程包含教師手冊、「鏡頭下的虛幻-解讀色情媒體」影片以及 PowerPoint 教學輔助媒體。此外，
為有效結合家長共同來教導孩子對抗色情媒體之誘惑，也針對家長設計ㄧ本「酷爸、酷媽一起
來，打開天窗說『A』話」的家長手冊。轉瞬多年過去，由網路衍生的性教育相關議題更加的
複雜難解，而性教育價值澄清的媒材則是日新月異，包括互動式的影片動畫，以及因應桌遊盛
行而發展出來的遊戲式學習等，都提供現場教師新的教育策略選擇。
這次台灣性教育學會配合「愛在疫情蔓延時～疫情下的親密關係與性教育」學術研討會主
題，特別邀請積穗國中的龍芝寧主任開設「性教育的網遊時代」工作坊，龍主任長期關注台灣
性教育議題，深耕性教育教材發展，在本次工作坊中不僅將再次澄清性教育「善意、關懷、尊
重」的核心價值，也實際分享老師自行研發之網路性議題價值澄清套裝課程，每位參與學員均
可獲得一套性教育價值澄清自製桌遊，精彩可期，保證收穫滿滿！
活動資訊：
■時間：111 年 8 月 7 日（週日）13：00-17：0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大樓 6 樓衛教系會議室
■名額：名額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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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本會會員並已繳交 111 年度會費者 1,200 元，非會員 2,200 元，於 7 月 25 日完成報名、
繳費手續，將享有早鳥價會員 1,000 元，非會員 1,600 元之優惠
■現場提供點心餐盒，全程參與者將獲得一套性教育價值澄清自製桌遊及相關手冊。
■詳情請見： https://ppt.cc/fAs1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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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網遊時代」工作坊議程表
時間

主題

13:00-13:30

報到

13:30-14:00

衝破迷「網」

14:00-17:00

主講人

毛萬儀理事長

網路好「色」，科技助「性」—青少年性教育桌遊教學
1.網路 e 起止暴—數位性別暴力防治
龍芝寧主任
2.愛的照片、害人照騙—兒少私密照防治
新北市積穗國中
3.心動，不衝動—性衝動健康自主管理

17:00

賦歸

■師資簡介
毛萬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

龍芝寧

新北市積穗國中補校主任
台灣性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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