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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大學校院校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 

「愛在三部曲—思索『愛』的意義」活動 

首部曲—《愛在黎明破曉時》相遇的青春 

一、活動前言  

情感關係的建立與發展，為大學生活中除了生涯之外的重要課題，「愛情」常成為大

學生尋求同儕、師長、輔導人員協助的主要議題，為引導其發展自主平等與負責的親密

關係、避免造成自我或他人的身心傷害甚至暴力，「情感教育」實為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

重要課題，而教師如果擁有相關的知能與態度，可謂學生之福。 

此次本校辦理全國性教師的性平教育活動，期待跳脫性騷擾防治教育以受害者為中

心、校園性平案件與調查等法律與權力理論的角度，而從美國性諮詢暨性教育委員會

SIECUS 主張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應包含的六大關鍵概念（人

類發展、關係、個人技巧、性與文化、性健康、性行為）著手，針對大專院校教師可能

會面臨學生的情感議題且配合親密關係發展：「溝通與表達」、「關係與處理」與「分手暴

力之防治」階段，分為《愛在黎明破曉時》相遇的青春、《愛在日落巴黎時》情感危機，

到《愛在午夜希臘時》情感消失，藉此提升大專院校教師處理學生感情議題時的實務能

力。 

本年度（110 年度）主要放在戀愛的追求、溝通與表達議題上—《愛在黎明破曉時》

相遇的青春，採用多元化的教學活動：講授、多媒體、小團體討論、分享…等的方式，

期待參與的大專院校教師可以獲得實用的情感關係教育的方式，以便處理學生在此階段

中可能產生的多元議題。本次更發揮學術研究的精神，事前設計成效問卷，於活動前後

施測，以便瞭解本研討會形式對參與者的影響層面與程度為何，以作為下次設計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研討會時之參考。 

二、活動目的  

1. 提供大專校院教師對學生戀愛階段時可能產生的困擾議題之瞭解。 

2. 建立大專校院教師對學生戀愛階段時可能產生溝通與性關係的正向態度。 

3. 培養大專校院教師處理學生戀愛階段時可能產生的情感與性議題的能力。 

4. 瞭解本活動對大專校院教師處理學生的追求與表達議題時的學習成效。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五、參加對象：教育部主管及相關人員、各大專校院各類科教師、行政人員，教師優先，每

校至少推派 1 名與會。共計 250 人（含工作人員）。 

六、活動時間：110 年 12 月 27 日（一） 



樹德科技大學  

2 

 

七、會議方式與地點：採實體方式進行(如疫情狀況變為嚴峻將調整為視訊方式進行) 

（一） 實體地點：樹德科技大學（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 號） 

（二） 如改採視訊會議，以 Google meet 方式進行，網址於變更時通知公告。 

本校地圖與交通：https://www.stu.edu.tw/stumap.php?lang=zh_TW 

本校平面圖與會議地點：進入本校警衛室後，右邊第一棟大樓即為設計大樓 

 

 

 

 

 

 

 

 

 

 

 

八、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即日起至 12/16（四）止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tinyurl.com/yefkn73w   

（二） 2021/12/20（一）e-mail 通知錄取名單 

https://www.stu.edu.tw/stumap.php?lang=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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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絡人：陸怡青(07)6158000#2145，lu17@stu.edu.tw 

九、研討會進行方式：本研討會將以專家講座搭配小組討論、分享報告(帶領人)與專家回饋

方式進行。 

十、會議議程 

110 年 12 月 27 日（一）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40 報到/相見歡 

09:40~10:00 開幕式（校長致詞）/大合照 

10:00~11:30 

專題講座 

如何處理大學生常見的戀愛問

題？ 

主持人：林進材（國立臺南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 

主講人：林燕卿 講座教授 

（前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兼應用

社會學院院長，現退休） 

11:30~12:30 午餐暨自由交流時間 

12:30~13:50 分組討論與交流交流（分組討論帶

領人員：性教育推廣中心） 

主講人回饋 

主持人：林進材（國立臺南大學教
育學系教授） 

主講人：林燕卿 講座教授 

（前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兼應用

社會學院院長，現退休） 

14:00~15:30 

 

專題講座 

如何處理大學生的性議題？ 

主持人：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

播學系教授） 

主講人：林燕卿 講座教授 

（前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兼應用

社會學院院長，現退休） 

15:30~16:40 

 

分組討論與交流（分組討論帶領人

員：性教育推廣中心） 

主講人回饋 

主持人：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
播學系教授） 

主講人：林燕卿 講座教授 

（前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兼應用
社會學院院長，現退休） 

16:40~17:00 簽退/賦歸 

十一、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補助及樹德科技大學自籌支應。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完成報名手續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於活動前一週以 e mail 告知，以便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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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通知候補名額遞補與會。 

（二） 為落實環保，請自行攜帶餐具及環保杯。 

（三） 全程參與研習者，將核發 6 小時研習時數，並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登錄。 

（四） 當日如需開車與會，請務必於報名時告知車號提供入校通行；當日提供高鐵車

站到校之專車接駁服務，請於報名時註明。 

（五） 研習當日務必注意交通車發車時間，為尊重其他與會者的權益，專車將準時 9:00

發車，逾時不候，如未能及時搭上專車，請自行轉乘其他交通工具，抵達會場，未

盡周到之處敬請見諒。本校交通方式：https://www.stu.edu.tw/stumap.php?lang=zh_TW 

（六） 為因應新冠病毒之防疫措施，敬請配合防疫措施，自備口罩，並全程配戴，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十三、備註：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https://www.stu.edu.tw/stumap.php?lang=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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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主講人介紹 

林燕卿教授 

現職：樹德科技大學 人類性學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榮譽理事長 

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副會長 

中華民國性別平等教育碩博士論文及期刊論文計畫申請案審查委員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計畫考試委員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性學研究期刊主編 

馬來西亞性學會名譽顧問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性別平等書審委 

萬有出版社負責人 

中華長青健康學會理事長 

高雄廣播電臺彩虹旗節目主持人 

 

專長: 性/性別教育 、性健康 、性學 、親密關係 

林進材 教授 

學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 

1.小學教師十年                    2.1992 年臺灣一級高考教育行政科及格 

3.高雄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究組長      4.高雄市公教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研究員 

5.臺灣台南大學總務長              6.臺灣台南大學主任秘書 

現職：臺灣台南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榮譽：榮獲 WHO’ WHO 2008 世界名人錄榮譽 

著作： 

1.青少年問題檔案－－新新人類個案與對策（臺北：商鼎） 

2.成長路上親子行（臺北：商鼎） 

3.教育理論與實務－－課程與教學（臺北：商鼎） 

4.教師教學思考－－理論、研究與應用（高雄：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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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青蘋果共舞－－另類教育觀（與洪雲庭合著，臺北：商鼎） 

6.開放的學校規劃與經營（與林偉人合編，臺北：師大書苑） 

7.班級經營－－理論與策略（主編）（高雄：複文） 

8.快樂學習單（主編）（高雄：複文） 

9.學習輔導活動設計（高雄：複文） 

10.兩性教育學習單（主編）（高雄：複文） 

11.教學理論與方法（臺北：五南）  

12.教學研究與發展（臺北：五南） 

13.有效教學－－理論與策略（臺北：五南） 

14.教育啟示錄（高雄：複文）      

15.高效能教師的教學錦囊（高雄：複文） 

16.創意班級經營（高雄：複文） 

17.小學教師教學效能－－理論與實際（高雄：複文） 

18.兒童發展心理學（修訂）（臺北：五南） 

19.教學原理（臺北：五南） 

20.班級經營（臺北：五南）     

21.教學論（臺北：五南） 

22.老師，你怎麼辦（臺北：五南）。 

23.媽媽，妳怎麼辦（臺北：五南）。 

24.獨生子女的教養（臺北：五南）。 

25.教師教學評鑒的理論與實施（臺北：五南）。 

26.寫一篇精彩的學位論文（臺北：五南） 

27.寫給國中生的第一本書（臺北：書泉） 

28.寫給高中職學生的第一本書（臺北：五南） 

29.寫給小學生家長的第一本書(臺北：五南)  

30.學習高手 101—學校沒有教的學習策略（臺北：五南） 

31.教學高手（臺北：五南）   

32.反霸淩完全手冊—案例與策略（臺北：五南） 

33.國中生，加油（臺北：五南） 

34.寫教案—教學設計的規範與格式（臺北：五南） 

35.教育實習的理論與實際—成為合格教師。 

36.12 年國教贏戰手冊（臺北：五南）。 

37.教育的重要概念（臺北：五南） 

38 精進教師課堂教學的藝術與想像（臺北：五南） 

39.圖解班級經營（臺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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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國中生手札（臺北：五南） 

41.核心素養下的教學設計與實踐（臺北：五南） 

42.教師教學方法與效能的第一本書（臺北：五南） 

43.教學原理（修訂版）（臺北：五南） 

44.教師教學實踐智慧：從計畫到實施（臺北：五南） 

45.學習共同體在小學實施的理念與實踐（臺北：五南） 

46.中小學教學改革：議題與方法（臺北：五南） 

論文：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蔡政男教授 

現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傳播博士 

相關作品： 

Hou, Cheng-Nan, "The Transition of Alternative Media in Taiwan, 1970s-2002.",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2003/06 

Hou, Cheng-Na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ident Reagan and the Pres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1994/01 

侯政男、蔡宗哲(作者)，輔仁大學傳播學院(編者)， "網路時代的地方政治傳播:台灣地方

選舉期間的網路部落格政治影片分析(篇名/章節)，媒介生態變遷衝擊下的創新、挑戰與

社會參與(書名)"，輔仁大學傳播學院，新北市， 2011/06 

蔡宗哲、侯政男(作者), 吳根明，林育諄(編者), "老人社會工作與老人社會教育間的協力

發展與競合困境-以南台灣某社教機構為例(篇名/章節), 2010 年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書名)",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台灣屏東, 2010/11 

侯政男(作者)，吳英明/蔡宗哲(編者)， "網路公民崛起：網路部落格發聲與公民傳播的發

展(篇名/章節)，公民城市學(書名)"，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高雄市， 2009/02 

侯政男(作者),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編者), "媒體總統的新聞運用：雷根總統之媒體形

象塑造分析(篇名/章節), 2007 傳播與媒體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書名)", , 高雄大樹, 

2007/10 

侯政男(作者), (編者), "東西方網路情人夢之比較:. 從文化、性別及性取向之觀點分析.(篇

名/章節), 2002 網路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書名)",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新竹, 

20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