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議程
第一天 (2020 年 12 月 12 日) 週六
時間

主題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式相見歡

講者/備註
視訊等候室開放(9:00)
郭鐘隆教授兼副院長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09:30-11:00

性教育中的雙重艱難-

高松景助理教授

從臺灣性教育新課綱

（臺灣師範大學

談「身心障礙者性教育」
11:00-11:10

休息

11:10-12:10

馬來西亞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現況與挑戰

師資培育學院）
羅秀璋教授兼主任
（馬來亞大學教育學院）

12:10-13:10

中餐

視訊等後室開放(12:30)

13:10-14:00

身心障礙者性教育教材教法

龍芝寧教師
（新北市積穗國中)

14:00-14:30
14:30-15:00

小強性致勃勃上學去

顏瑞隆教師

隱私權（國小自閉症）

（臺北市中山國小)

我是身體的小主人

宋淳樺教師

身體界線（幼兒聽障）

（臺北市啟聰學校)

15:00-15:30

茶敘交流

15:30-16:00

馬來西亞教師分享交流

(視訊與會)

16:00-16:30

小志上網交友傳裸照

謝佳男教師

面對網路色情誘惑

（臺北市大安高工）

（技高智能障礙）
16:30

結束

第二天 (2020 年 12 月 13 日) 週日
時間

主題

講者

09:00-09:30

報到

視訊等候室開放(9:00)

09:30-10:00

衝鋒小子的故事

魏秀芬教師

性衝動與自我管理（國中智能障礙）

（新北市文山國中）

真的是喜歡嗎？

謝佳真教師

固著行為與性騷擾的界線

（新北市鷺江國中）

10:00-10:30

（國中自閉症）
10:30-11:00

茶敘交流

11:00-11:30

馬來西亞教師分享交流

(視訊與會)

11:30-12:00

原來我的身體有小秘密

方雅萱教師

青春期性生理與性心理的改變

（臺北市南港高工）

（技高智能障礙）
12:00-13:00

中餐

視訊等後室開放(13:00)

13:00-13:30

馬來西亞教師分享交流

(視訊與會)

13:30-14:00

性行為行不行?

黃温淳教師

性行為決擇（技高智能障礙）

（國立羅東高工）

琪琪的愛情在哪裡？

蘇宗莉教師

健康親密關係經營能力的培養

（臺北市松山工農）

14:00-14:30

（技高情緒行為障礙）
14:30-15:00

茶敘交流

15:00-15:30

宅男小豪要脫魯

詹秀雯教師

親密關係中的戀愛（普高自閉症）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婚姻是一場交易嗎？

黃柏華教師

社會文化(成年智障)

（臺北市松山工農）

15:30-16:00
16:00

結束

Agenda
(2020/12/12) Saturday
Time

Topic

09:00-09:20

Register

09:20-09:30

Welcome

Speaker/note
Zoom will start from (9:00)
郭鐘隆教授兼副院長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09:30-11:00

Double minorities in Sexuality

高松景助理教授

Education and Disabilities from

（臺灣師範大學

Taiwan curriculum guidelines

師資培育學院）

11:00-11:10

Rest

11:10-12:10

馬來西亞身心障礙者性教育現況與挑戰

羅秀璋教授兼主任
（馬來亞大學教育學院）

12:10-13:10

Lunch

Zoom will start from (12:30)

13:10-14:00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龍芝寧教師

Sexuality education for disabled

（新北市積穗國中)

It would be up to you

顏瑞隆教師

Privacy (Primary)

（臺北市中山國小)

I am a little master of my body.

宋淳樺教師

Body boundaries (Kinder garden)

（臺北市啟聰學校)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Tea time

15:30-16:00

馬來西亞教師分享交流

(視訊與會)

16:00-16:30

XiaoZhi’s online dating and uploading

謝佳男教師

nude photos.

（臺北市大安高工）

Facing the temptation of internet porn
on website (Senior high school)
16:30

End

2020/12/13 Sunday
Time

Topic

Speakers

09:00-09:30

Register

Zoom will start from (9:00)

Time

Topic

Speakers

09:30-10:00

Dash boy’s story

魏秀芬教師

Sexual impulse and self-

（新北市文山國中）

management (junior high school
mental disorder)
10:00-10:30

Is that real like?

謝佳真教師

Stereotypic behaviors and the

（新北市鷺江國中）

boundaries of sexual harassment
（Junior high school）
10:30-11:00

Tea time and break.

11:00-11:30

馬來西亞教師分享交流

(視訊與會)

11:30-12:00

It turns out that my body has a little

方雅萱教師

secret

（臺北市南港高工）

Changes

of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in
puberty.
(Senior high school)
12:00-13:00

Lunch

Zoom will stand by from
(13:00)

13:00-13:30

馬來西亞教師分享交流

(視訊與會)

13:30-14:00

Sexual behavior Sexual behavior

黃溫淳教師

decision（Senior high school）

（國立羅東高工）

Where is Kiki’s love?

蘇宗莉教師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to manage

（臺北市松山工農）

14:00-14:30

healthy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Senior high school）
14:30-15:00

Tea time

15:00-15:30

Xiaohao wants to have a girlfriend.

詹秀雯教師

Love in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Senior high school）
15:30-16:00

Is marriage a deal?
Sociocultural.

16:00

End

(Senior high school)

黃柏華教師
（臺北市松山工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