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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一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增能宣導及教材應用研習簡章 

       

 

主旨：本會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增能宣導及教材應用研習」，敬請 鈞署函轉至各縣市衛

生局(處)，轉文至轄下衛生所及醫療機構，派員參加研習，及協助函轉至各縣市教育

局(處)，轉知所屬學校護理師及教師踴躍報名參加，並允予公差假。 

說明：  

一、依據本學會承辦 鈞署「109年度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服務計畫」，辦理青少年性健康促

進增能宣導及教材應用研習。推廣 109 年設計教材並提升公共衛生護士之性教育宣講

知能，以利推廣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工作。 

二、辦理地點及日期： 

1.北區：10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地點：新店仲信會館（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 219-2 號。） 

2.中區：10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 

地點：展譽職涯管理會議中心（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 46 號 10 樓之一）。 

3.南區：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地點：蓮潭國際文教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4.東區：10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地點：娜路彎大酒店（台東縣台東市連航路 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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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習參加人員： 

1.全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及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業

務相關人員。 

2.全國各縣市醫療院所青少年性健康相關醫事人員。 

3.全國各縣市各級學校(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護理師。 

4.全國各縣市各級學校(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導師。 

5.其他相關非政府之社會福利團體人員。 

 

四、惠請 鈞署協助轉函至各縣市衛生局（處），轉知衛生所及醫療機構相關業務主管或

承辦人參加研習，並允予公差假。 

五、惠請 鈞署協助轉函至各縣市教育局（處），轉知學校護理師以及教師參加研習，並

允予公差假。 

 

 

 

正本：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副本：台灣性教育學會 

                     理事長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 

109 年「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服務計畫」 

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增能宣導及教材應用研習簡章 

一、緣起 

    青少年進入青春期，「性」發展是這時期重要的發展任務，需要協助其建立正確的性價值

觀，以促進青少年的性健康。性教育(sexuality education，或稱全人的性教育)，是一種

「愛的教育」，係在教導「健康親密關係」；性教育也是一種「品格教育」，其教導重點不僅僅

在「性知識」，更在建立與性有關的正確「價值觀」，以及要實踐此價值所需要的「生活技能」

（Life Skills）。「性健康促進」不只是強調避免過早發生性行為及較安全的性行為，還強調

以提昇自尊與學習「真愛」為基礎，學習珍視自己、保護自己並尊重他人。 

    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我國 15-19 歲青少女生育率，近年全國平均值維持約 4‰，

相較於 84 年之 17‰已有明顯改善。惟部分縣市以及鄉鎮地區 15-19 歲青少女生育率仍遠高

於全國平均值。未成年懷孕不僅會造成個人及新生兒的健康影響，如發生周產期死亡、出生

體重過輕、早產等風險皆會增加，並可能因懷孕生子而中斷學業，間接影響其未來生涯發展，

或因年紀尚輕，照顧與教養知能有限，兒虐事件亦時有所聞。因此，世界各國莫不將降低青

少女生育訂為期重要的公共衛生政策。 

    公共衛生是透過組織社區資源，為公眾提供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的一門藝術與科學管，

青少年性與生殖健康是公共衛生重要的議題，也是目前我國基層衛生機關的重要業務。我國

十二年國教有完整的「健康教育」與「健康與護理」課綱，其中「性教育」為健康十大議題

之一，而「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也是我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必選議題。然而，學校性教

育目前面臨的最大困境是欠缺專業師資。由於少子化，學校無法聘任健康教育專科教師，由

於議題敏感，非此專長的教師常不知如何教性教育，此時，許多學校就必須仰賴外部資源，

邀請例如，地區公衛護士、相關 NGO 專家、醫院診所醫師，甚至是律師警察…等，到學校

進行性教育宣講。同時，學校護理師由於具備醫護專業，也常是學校會運用至班級宣導的資

源人物。由於這些外部資源並非教師專業，其任務亦常為一次性或多次的宣講性質，因此，

依據其需求，為其編制教材並進行培訓極為需要。 

    台灣性教育學會承接國民健康署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計畫，為服務公共衛生護士以及相關

附件六 附件一 



專業人員之宣講需求，於 108 年度時透過調查參與本會辦理國健署相關研習學員之回饋意見，

編制三份主題式宣講教材：「網路交友停看聽/約會安全」、「親密關係暴力防制/健康分手」以

及「預防青少年非預期懷孕/拒絕性行為」等。今年度（109 年度），本會亦再次透過需求評

估了解需要，再針對以下三個主題編製了宣講教材：「青春期保健」、「健康避孕」以及「預防

青少年非預期懷孕」，並結合青少年網站﹤性福 e 學園﹥製作動畫以及網站互動式教材，讓

宣講更為創新有趣。 

    為推廣這套教材並提升公共衛生護士之性教育宣講知能，故辦此一天的研習。針對公共

衛生護理人員、各級學校護理師以及學校教師，特別是導師之需要辦理。期能增進參與學員

對性教育理念與青少年性教育重點內涵的理解並熟悉此套教材，協助其未來使用與推廣。 

。 

二、研習目的： 

1.提升學員性健康教育宣導知能，使能勝任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工作。 

2.提昇學員對本計畫規劃之宣導教材之了解與運用。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性教育學會 

四、參加對象： 

1.  全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及青少年性健康

促進業務相關人員。 

2.  全國各縣市醫療院所青少年性健康相關醫事人員。 

3.  全國各縣市各級學校(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護理師。 

4.  全國各縣市各級學校(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導師。 

5.  其他相關非政府之社會福利團體人員。  

五、課程內容：詳見附件二議程表。 

六、時間與地點： 



   1 北區： 10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 

   地點：新店仲信會館（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 219-2 號。） 

   2 中區： 10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一)。 

   地點：展譽職涯管理會議中心（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 46 號 10 樓之一）。 

  3 南區： 109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一)。 

   地點：蓮潭國際文教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4 東區： 10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 

   地點：娜路彎大酒店（台東縣台東市連航路 66 號。） 

 

     本課程提供視訊方式可供離島、偏鄉地區或不便參與實體課程之選擇，可線上觀看研

習課程。可於台灣性教育學會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wtase)觀看直播。線上上

課製作每堂課之電子簽到表。 

八、報名時間：109 年 11 月 15 日前截止 。 

九、報名方式：(報名步驟如附件四) 

統一網路報名(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至下述網址輸入報名資料 

  https://ppt.cc/foZkfx (皆為英文字母，請注意輸入文字大小寫差異) 

   或由本會網站(http://tase.tw)進行連結，另於課程結束後，會將課程資料、講義、影片、

照片紀錄等相關資訊亦將上傳至本會網站。 

   報名完成後，請務必確認是否收到報名完成的通知信，並於行前一週留意電子信箱內由

本會寄發之「研習行前通知信」。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caose29103970@gmail.com）

或來電（02-2933-5176）詢問台灣性教育學會許舒婷小姐。 

十、本活動經費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 

十一、本活動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情形，將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指示延期辦理或其他  

修正方案。 

十二、本計畫經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www.facebook.com/twtase
https://ppt.cc/foZkfx
http://tase.tw/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9：00～9：25 

(30 分鐘) 
報 到 

9：25～9：30 

(5 分鐘) 

【始業式】 

開幕與歡迎 

國民健康署長官 

台灣性教育學會 

9：30～10：30 

(60 分鐘) 

【專題演講】 

性教育的意義與內涵 

高松景助理教授 

師大師資培育中心 

休息 10 分鐘 

10：40～12：10 

(90 分鐘) 

【專題演講】 

青少年時期性教育重點內涵以及宣講教材

主題（青春期保健、健康避孕、青少年非

預期懷孕）之性教育重點說明 

鄭其嘉副教授兼系主任 

輔仁大學公衛系 

12：10～13：00 

(1 小時) 
午餐(播放性教育教學資源簡介) 

13：00～16：10 

【宣講教材內容介紹與討論】 

【主題一】青春成長 ing-青春期保健 

【主題二】青春性福有一套-健康避孕 

【主題三】孕轉的青春-預防青少年非預期

懷孕 

龍芝寧主任 

新北市積穗國中 

16：10～16：15 休息 5 分鐘 

16：15～16：30 

(10 分鐘) 

【綜合座談與結業式】 

※結束前發放及回收活動回饋表 

國民健康署長官 

台灣性教育學會 

 賦歸 

附件二 議程表 



 

 

北區交通資訊 

研習時間 109/11/28 

研習地點 

 
新店仲信會館（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 219-2 號。） 

交通方式 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自行開車 

由北二高下新店交流道，至飯店約 5分鐘。 

 

搭火車 

至台北火車站下，搭捷運淡水線搭捷運淡水線至大坪林站約 15分鐘。 

 

搭飛機 

至松山機場，搭計程車約 30分鐘。 

 

台北捷運 

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站 2號出口步行約 2分鐘。 

 

 

  

附件三交通資訊 



東區交通資訊 

研習時間 109/11/23 

研習地點 

 

娜路彎大酒店 

 (台東市連航路 66 號)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前往 

1. 台 9 線-高雄往台東 

行徑路程：荒野加油站左轉－經崎仔頭上新?橋－過永豐餘紙廠－到達娜

路彎大酒店 

行徑路程：下知本橋－沿著中華路過好樂迪 KTV－7-11 超商左轉至新生

路－新生路底左轉上馬蘭橋－到達娜路彎大酒店 

2. 台 11 線－花蓮往台東 

行徑路程：下中華大橋右轉至馬亨亨大道－馬亨亨與新興路交叉口左轉－

過卑南加油站－過日光橋－到達娜路彎大酒店 

3. 台 9 線－花蓮往台東 

行徑路程：過綠色隧道－卑南加油站右轉－過日光橋－到達娜路彎大酒店 

 

 

 

http://www.naruwan-hotel.com.tw/


中部交通資訊 

研習時間 109/11/30 

研習地點 

 

展譽職涯管理會議中心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 46 號 10 樓之一)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 → 台中中港交流道下交流道 → 中港路 → 五權路 → 中正

路→ 三民路二段 右轉 過第一個紅綠燈左邊 「七福弘邦大樓」。 

  

搭乘公車 

可搭乘彰化客運 99 路、台中客運 26 路、全航客運 158 路至「美榮藥局」下

車； 

台中客運 8 路、15 路、70 路、88 路、100 路、100 副至「第二信用」下車。 

  

搭乘高鐵 

1. 至新烏日火車站搭乘火車往台中車次。 

2. 於高鐵三路迴轉 → 左轉 高鐵一路 → 右微轉 建國北路一段 → 建國北

路二段 → 左轉 三民路一段→ 三民路二段。 

步行前往 

 

步行前往 

火車站 → 中山路 → 三民路二段左轉（約 15 分鐘）。 

 

 

  



南部交通資訊 

研習時間 109/11/16 

研習地點 

 

高雄蓮潭會館 402 會議廳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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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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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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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步驟 



 

開啟網頁，輸入報名網址，會出現青少年性健康促進宣導研習報名表，報名資

料填妥後，輸入驗證碼，再按送出。 

  

 

  

 

 

 

附件四報名步驟 

3. 送出 

1.輸入網址 

https://ppt.cc/foZkfx  

(請注意輸入文字大小寫差異) 

2. 填妥需要資料 

頁面即時更新報名狀況，敬請關

注並協助盡速報名 

https://ppt.cc/foZkf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