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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0 年 3 月 23 日 

地點：國立嘉義大學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A304 教室   



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0 年度 

     「特殊教育之性別平等教育教材教法研習」 

實  施  計  畫 
 

一、依據： 

教育部 100 年 1 月 7 日台特教字第 1000003327 號函辦理。 

二、目的： 
增進教師學習特殊學生性別平等的專業知能，協助了解特殊學生之教材及

教法，以提升教學及輔導成效。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 

四、承辦單位：國立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主 講 者：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學系張昇鵬教授 

六、研習日期及時間：100 年 3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3:10-16:30 

七、研習地點：國立嘉義大學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3 樓 A304 教室 

八、參加對象及名額：輔導區雲嘉三縣市國中及國小之特教班、普通班、特

殊學校教師。共計 60 位（以特教班教師為優先）。 
九、研習時間表: 

時    間 活動內容 
12:50-13:10 報    到 
13:10-13:20 開    幕 
13:20-14:50 研習課程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6:30 研習課程 

16:30 賦    歸  

十、報名方式：採網路線上報名，即日起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frame.asp）報名至 100 年 3 月 18

日截止。恕不受理現場報名。 

十一、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縣市參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三)錄取順序依序為縣市政府指派及報名先後，錄取名單將於研習前

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四)報名經錄取者，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三天來電告知

本中心，以便聯絡候補者；錄取者若無故未出席，本年度不得再

參加本中心辦理之其他研習。 

十二、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請參加學員自行攜帶杯具等。 



（二）本校區禁止機車進入，汽車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三）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研習開始逾 20 分鐘不予入場。 

（四）研習全程參加者，本中心將於特教通報網登錄 3小時研習時數。 
  
 



 1

從多元角度看特殊教育領域的性別平等教育---- 

談身心障礙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從智能障礙學生的性教育角度談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張昇鵬 

壹、 身心障礙學生的概念（智能障礙學生的概念） 

貳、 性教育的概念 

一、 性教育的意義  

1.性教育是社會化的教育 

2.性教育是人格化的教育 

3.性教育是愛的教育 

二、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的目標 

1.建立智能障礙學生的信心 

2. 提供完整正確的生理與生育知識 

3. 建立健康的性行為準則 

4. 促進身心發展的成熟 

5. 增進人際關係的發展 

三、性別教育的意義 

 性別教育係指利用教育的過程協助學生在生命成長的歷程中，探

索、覺察、了解自己生理、心理發展及文化脈絡，並發展自己的社會

角色，而且能尊重其他個體（不論異性或同性）的發展、角色和選擇

一種愛人愛己的能力。基本上這是一個來自全人教育觀點的終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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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教育，而非整合性教育與狹隘的性別教育。 

參、 智能障礙學生與性教育的關係 

一、 智能障礙學生的性發展 

1. 生理發育過程和其他人相同 

2. 也如常人般面臨性慾的刺激與經驗 

3. 也有性方面的問題 

4. 具有結婚並在婚姻中獲益的潛能 

二、 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的觀念 

1. 父母家長的觀念 

2. 教育人員的觀念 

3. 社會人士的觀念 

三、 智能障礙學生的性問題 

(一)常見的性問題 

1. 過度而造成有害身體的自慰 

2. 同性及異性相互自慰 

3. 暴露生殖器官 

4. 舉止行為輕狂淫蕩 

5. 強暴他人而觸犯法令 

6. 非預期的懷孕 

(二)生育的問題 

1. 贊成智能障礙者生育者的觀點(道德人權的觀點) 

A. 對智能障礙學生本身及父母而言 

B. 對智能障礙學生子女而言 

C. 對社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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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對智能障礙學生生育者的觀點(理智現實的觀點) 

A. 對智能障礙學生本身及父母而言 

B. 對智能障礙學生子女而言 

C. 對社會而言 

肆、 智能障礙學生的性教育課程與教學 

一、 實施性教育教學的注意事項 

1. 妥善的準備 

2. 角色的扮演 

3. 個別化的教學設計 

4. 提供回饋與增強 

二、 實施性教育的技巧 

1. 反覆的教學與複習 

2. 愛心與信心的建立 

3. 克服羞怯與罪惡的感覺 

4. 自然的態度與信任 

三、性教育的教學模式 

1. 單獨設立性教育課程 

2. 在現有課程中設立性教育單元 

3. 將性知識統合於現有的課程內容 

4. 透過老師訓練研習的方式傳遞給學生 

5. 安排校外資源人士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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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智能障礙學生的性教育教學設計 

一、 性教育的設計層面 

1. 生理層面 

2. 心理層面 

3. 社會層面 

4. 性知識層面 

5. 性態度層面 

6. 性技能層面 

二、 性教育的教學單元與內容 

(一) 教學單元 

1.兩性觀念 

2.認識生殖器官 

3.性成熟的徵象 

4.如何與異性交往 

5.婚姻與生活 

6.性病與防護 

7.性防衛與性犯罪 

(二)教學內容 

一、 兩性生理學：1.男性生殖器官與衛生保健 2.女性生

殖器官與衛生保健 3.懷孕與避孕 4.性病 5.其他 

二、 兩性心理學：1.性別認同 2.同性戀與異性戀 3.性犯

罪與性變態 4.其他看法與討論 

三、 兩性社會學：1.友情與愛情 2.約會與交往 3.婚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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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4.其他看法與討論 

陸、 性別平等教育的意義 

一、性別育的意義 

 性別教育係指利用教育的過程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生命成長的

歷程中，探索、覺察、了解自己生理、心理發展及文化脈絡，並發展

自己的社會角色，而且能尊重其他個體（不論異性或同性）的發展、

角色和選擇一種愛人愛己的能力。基本上這是一個來自全人教育觀點

的終生教育和生活教育，而非整合性教育與狹隘的性別教育。 

二、性別平等教育的詮釋： 

1. 教師利用教育的歷程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瞭解現代社會性別之間

『平等參與』的關係，藉以發展與培養出對其他個體的平等互動

與尊重的態度。 

2. 破除傳統的『男尊女卑』或『男主內、女主外』的不合時宜的刻

板角色印象，培養出兼具男性化（工作取向）與女性化（人際取

向）的人格特質，以適應現代社會的潮流而能展現剛柔並濟發揮

最大潛能的民主社會力量。 

柒、 性別平等教育的背景 

一、 時代背景：1.社會價值體系的轉變 2.學校教育使命 3.女性

意識的自覺 4.人力資源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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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改革的實施：（統籌規劃性別平等教育，成立『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一） 成立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研擬委員會名單。2.正式成立『性別平等委員會』。 

3.研擬分析中小學教科書性別關係內容並加以改進充實。 

（二） 籌辦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教學及宣導活動 

1. 辦理性別平等教育系列講座 

2. 編印性教育補助教材加強各級學校性教育 

3. 設置性教育諮詢及資料服務站 

4. 發展性教育多元視聽媒體 

5. 定期辦理性教育學術研討會 

6.發展性別平等教育之教材 

（三）青少年輔導計畫：（第四項、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

育） 

2. 成立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2.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育 

3. 調整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及教材編制 

4. 增進學校教師性別平等教育觀念 

5. 充實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料及服務事項 

6. 加強婦女及兒童安全保護教育 7.落實實施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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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內容： 

一、 兩性生理學：1.男性生殖器官與衛生保健 2.女性生

殖器官與衛生保健 3.懷孕與避孕 4.性病 5.其他 

二、 兩性心理學：1.性別認同 2.同性戀與異性戀 3.性犯

罪與性變態 4.其他看法與討論 

三、 兩性社會學：1.友情與愛情 2.約會與交往 3.婚姻與

家庭 4.其他看法與討論 

玖、 性別平等教育與性侵害防治議題和教材： 

一、 主要議題：1.強調性別文化之社會之建構成因 2.協

助身體自主權之建立 3.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4.消除性

別歧視 5.喚醒女性自覺 6.促進性別之平等尊重 

二、 教材：第一部份：1.兩性關係 2.性侵害防治 3.防治

策略。第二部分：1.性別角色 2.刻板印象 3.身體 4.

性取向 5.女性自覺/女性生命史 

壹拾、 學校如何實施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

教育 

一、學校行政方面之配合： 

1. 辦理身心障礙學生分組討論、團體諮商、個別輔導與性別議題

之相關討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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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影片教學討論並輔以補充說明 

3. 邀請具有臨床經驗的相關醫師演講 

4. 介紹優良的醫學知識和書刊與相關教材 

5. 辦理有獎徵答，誘導價值澄清 

6. 舉辦繪畫與閱讀心得短文競賽，建立正確觀念 

7. 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親職講座，破除家長重男輕女的錯誤觀念 

二、教師教學之配合： 

1.積極參與研習、研討、增加專業知識，以在課堂中或課堂外對

身心障礙學生進行有系統的教學或隨機教學 

2.摒棄傳統刻板思考，增加對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行為、思想

的瞭解 

3.以身作則，審慎注意言語，行為與態度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影響

力 

4.避免男女同學之惡性競爭，重視兩性和諧相處之態度培養 

5.鼓勵班級同學互相尊重，彼此勇於表達與拒絕 

6.透過班級活動，增加彼此之認識，減少男女之間好奇與疑慮。 

壹拾壹、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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