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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性別平等教育、情緒教育 相聲戲劇宣導】
一、純潔協會 簡介：
本會成立於民國 88 年（立案字號：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8886025 號），致力於教育、文化、
和平及公益的活動，提倡淨化心靈與社會，推動品格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與全人性教育。
為協助校園推動各項教育，本會特別研發出寓教於樂「相聲戲劇宣導活動」，以逗趣幽默演出
吸引學生目光，將重要觀念融入當中並加上有獎徵答，使學生印象更為深刻。本會成立逾 21 年
，校園相聲戲劇宣導場次超過 8 千場，近 4 百萬學子受惠，效果良好深受各校師生熱烈回響！
（一）宣導主題：家暴防治、性侵害防治、情緒教育
（二）官方網站：http://www.purelove.org.tw/
（三）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ureteen
（四）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nE-EAl-cJJZUYTHr6CYrWQ

二、校服處-宣導講師群：
講師姓名

學歷

專長經歷

1. 楊寗君

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民俗技藝學系

2. 吳明穎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

資歷 8 年
全台小學戲劇相聲宣導累計超過 1000 場
資歷 2 年
幼兒活動帶領/幼兒律動/說故事

三、活動流程： 開場 5 分鐘 → 表演 25 分鐘 → 有獎徵答 15 分鐘
四、預約申請方式：
1. 請先以電話（02-2366-0664 分機 222、224）與本會確認可宣導的日期時段
2. 填妥第 4 頁的「預約回函」
3. 傳真（02-2367-5549）或是 E-mail 至本會信箱 school@purelove.org.tw
4. 請再次以電話確認是否收到
(本會接受申請預約之電話只有兩線，若有佔線，請耐心等候，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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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導主題：
（一）「灰姑娘」〜家庭暴力防治 戲劇宣導
1、內容簡介：讓學生了解何謂家庭暴力並強調若不幸遭受傷害，應勇於報告求救；
最後強調「保護自己、尊重別人」觀念，自己也不該向他人施暴。
2、宣導對象：國小低年級
3、宣導重點：（有獎徵答題目）
（1）什麼是「家庭暴力」？
（2）家暴發生時，首先要保護我們身體的哪些部位？還可以打哪個專線電話來幫助我們？
（3）當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抒發呢？
4、課程綱要：本宣導內容符合 108 課綱第 1 學習階段之項目如下
學習主題
內涵
學習內容

身體自主權的尊重與維護，健康心理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Db-Ⅰ-2
Fa-Ⅰ-2

身體隱私與身體界線及其危害求助方法。
與家人及朋友和諧相處的方式。

（二）「他她它」〜性侵害防治 相聲宣導
1、內容簡介：以詼諧逗趣的手法，從「妹妹不見了」的事件談起，並提及性侵害事前預防及
事後處理的方法。通過有獎徵答澄清一般人對性侵害的錯誤迷思，進而強調
「保護自己、尊重別人」的觀念。
2、宣導對象：國小中、高年級
3、宣導重點：（有獎徵答題目）
（1）「性騷擾」、「性侵害」的定義
（2）澄清一般人對於「性騷擾」或「性侵害」的迷思
（3）當歹徒正要下手，情況非常危急時，該怎麼辦？
（4）我們平時的言行舉止，如何表現出「尊重別人」？
4、課程綱要：本宣導內容符合 108 課綱第 2 至 3 學習階段之項目如下
學習主題

內涵

學習內容

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的防治，身體自主權的尊重與維護
性 E5
性 J4

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認識身體自主權並維護自己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Db-Ⅲ-3
Db-Ⅱ-3

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
身體自主權及其危害之防範與求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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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紅帽」〜性侵害防治 戲劇宣導
1、內容簡介：傳達「我是身體的好主人」之觀念，說明身體有哪些隱私部位，不可讓
任何人隨意觸碰；受到以金錢或其他物品為交換條件，也要懂得判斷及拒絕。
2、宣導對象：國小低年級
3、宣導重點：（有獎徵答題目）
（1）哪些人可能會對我們「性騷擾」或「性侵害」？
（2）我們的身體有哪些部位不能隨意讓別人亂摸或看的呢?
（3）如果遇到有人要騷擾我們時，應該怎麼辦呢？
（4）除了保護自己也要懂得尊重別人，請問要怎麼做才是尊重別人的表現呢?
4、課程綱要：本宣導內容符合 108 課綱第 1 學習階段之項目如下
學習主題
內涵
學習內容

身體自主權的尊重與維護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Db-Ⅰ-2

身體隱私與身體界線及其危害求助方法。

（四）「樂爆闖情關」〜情緒教育 戲劇宣導
1、內容簡介：情緒壓抑的可樂、情緒暴躁的爆爆糖，兩個女孩去到一個情緒闖關的遊戲世界，
她們在同心協力的闖關過程中，瞭解了情緒的意義，也學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
和感受及如何紓解壓力。結論強調「情緒沒有對錯、好壞之分，但表達情緒、處
理情緒的方式則有適當與不適當的差別」。
2、宣導對象：國小中年級
3、宣導重點：（有獎徵答題目）
（1）情緒紅綠燈：數 6 秒、想一想、去做吧
（2）情緒減壓操：說、唱、作、寫
（3）我訊息：事件、感受、期望
4、課程綱要：本宣導內容符合 108 課綱綜合活動領域第 2 學習階段之項目如下
學習主題

自我探索與成長、人際互動與經營

學習表現

1d-II-1 覺察情緒的變化，培養正向思考的態度。
2a-II-1 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展現合宜的互動與溝通態度和技巧。

學習內容

Aa-II-3
Ad-II-1
Ad-II-2
Ba-II-1
Ba-II-2
Ba-II-3

自我探索的想法與感受。
情緒的辨識與調適。
正向思考的策略
自我表達的適切性。
與家人、同儕及師長的互動。
人際溝通的態度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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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性別平等教育、情緒教育 相聲戲劇宣導】
預 約 回 函（＊請先以電話確定宣導時間後，再回傳）
FROM：學校名稱

聯絡人/處室職稱

學校地址□□□□□
電

縣/市

區

話

傳

真

聯絡處 e-mail

一、宣導日期：
二、宣導對象：
相聲宣導

（字母請寫印刷體，以利辨認）

年

月

日. 星期

. 時間

年級，人數（必填）：

〜
人，場地：

□ 國小 中、高年級～他她它（性侵害防治）

（請打勾）
戲劇宣導

□ 國小 低年級～灰姑娘（家庭暴力防治）
□ 國小 低年級～小紅帽與大野狼（性侵害防治）
□ 國小 中年級～樂爆闖情關（情緒教育）

三、宣導費用：每節 2,000 元，共

場。

給付方式：□現場交給講師
□轉帳至本會 臺灣銀行帳戶（轉帳時請註明校名）
□獅子會贊助公益場 □中南東部學校可選擇以募集當月發票代替，每人一張為原則
收據型式：□接受純潔協會所開立之收據 □以純潔名義簽領學校之收據 □校方電子領據
（此收入歸本會所有，而非講師個人收入，本會之收據樣本請見第 5 頁）

四、校方配合：□ 交通接送：外縣市之學校可至當地附近之車站接送本會 2 位宣導講師。
□ 校方願意協助募集發票，懇請免費宣導場次的學校踴躍推廣。
（本會官網下載區有宣傳小單張，可供列印貼於聯絡簿，歡迎下載使用。）

五、注意事項：

1. 本會接受電話預約時間為：上午 9：30～12：30 及下午 1：30～5：30。
2. 以電話約定宣導時間後，請盡速回傳此回函，一週內未回傳者，將開放給其他學校。
3. 本會接受申請預約之電話只有兩線，若有佔線，請耐心等候，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4. 請學校協助準備之物品：電腦、投影機、螢幕、有獎徵答小獎品 10 份、
手持式無線麥克風兩支（請務必事先測試，以免影響活動品質）。
5. 每場宣導實際所需時間約 40 分鐘，請提早集合學生，並避免於宣導前安排其他活動。
6. 「宣導時間」欄位，請填寫該節課上下課之起迄時間，本會宣導人員會提前到校預備。
7. 請填寫師生回饋問卷，並寄回或傳真至本會；並寄 3 至 5 張活動照片電子檔給本會。
8. 相聲表演時，說話速度無法太慢，若現場回音過大，將影響宣導效果；本會建議盡量
安排於室內場地，且視聽教室之效果優於學生活動中心。
9. 宣導所用之劇本版權非本會所有，故表演進行時「謝絕錄影」，敬請配合。
10.若確定好的場次日期需要異動，請提前一星期前告知，以利安排相關行程調整。
11.洽詢電話：純潔協會 02-2366-0664 校園服務處分機 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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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收據樣本

轉帳時，註明貴校校名，以便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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