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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D學區的 CSE: 為什麼及如何? 

▧ 新的法令 
 
▧ 我們有幾種執⾏行辦法的選擇，不是所有的選擇
都已做了決定。 



研習會議程 
▧ 歡迎及介紹 
▧ 資訊⽂文件 
▧ 同意及假設 
▧ 加州健康⻘青年法(CA Healthy Youth Act 簡稱

CHYA) 的規定 
▧ 家⾧長通知及不參加的決定  
▧ 介紹 CSE⼯工作組  
▧  CSE過程及時間表  
▧ 資源 
▧ 邀請參加 5 ⽉月 2 ⽇日家⾧長研習會  
▧ 問與答 (將問題寫在卡紙上)  



研習會的⺫⽬目的 

在這個研習會後，家⾧長將: 
 
▧ 了解加州健康⻘青年法案中新的規定 

▧ 熟悉學區CSE ⼯工作組的⺫⽬目標  

▧ 了解學區新的CSE教材規劃過程  



假設及同意  
假設: 
▧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家庭價值觀的專家 
▧ 家⾧長是他們⾃自⼰己⼦子⼥女主要的性知識教育者 
▧ 我們在此共同合作 
 
同意: 
▧ 尊重且周到的參與 
▧ 只有寫在卡紙上的問題會被接受 
▧ 利⽤用家⾧長回饋表  
 
 
 



為什麼學區要經歷此改變過程? 
▧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 (修改的加州教育法規) 
▧ 讓學區職員和家⾧長合夥共同滿⾜足學⽣生最佳需求⽽而努
⼒力的機會 
▧ 好的健康= 好的學業成績! 
▧ 我們要我們的學⽣生能處於他們最健康的狀態 
▧ 我們都要我們的年輕⼈人能做知情的選擇，所以他們
能有最正⾯面的健康狀態 

 



學校與家⾧長合夥為學⽣生健康努⼒力 

學校的⾓角⾊色為提供: 
▧ 關於性健康在醫學上正確的事實 
▧ 讓所有學⽣生學習的安全場所  
▧ 對所有學⽣生和家庭無條件的接受  
 
家⾧長的⾓角⾊色為提供: 
▧ 持續及經常的對話 
▧ 家庭及⽂文化價值觀 
▧ 無條件的愛及接受 
▧ 詢問跟進問題的安全場所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 
CA HEALTHY YOUTH ACT (CHYA):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有何不同? 
 

▪  所有學區必須提供學⽣生⾄至少兩次全⾯面式性教育和愛
滋病預防教育—⼀一次在中學，⼀一次在⾼高中 

▪  注重加強健康的⼼心態、健康的⾏行為和健康的關係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 
CA HEALTHY YOUTH ACT (CHYA):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有何不同? 
 

 

▪  加強和澄清所需的內容-⼀一些新的規定及所需的專題  
▪  更多包容性的語調，禁⽌止歧視-擴展並加強現有的規
定，其課程與教材應適合不同性取向和性別的學⽣生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的⺫⽬目的 
(1) 提供學⽣生⽤用於保護他們的性健康及⽣生殖健康所需要的知
識與能⼒力，避免愛滋病和其他性傳染病的感染，以及避免意
外懷孕。 
 

(2) 提供學⽣生在⻘青少年成⾧長與發展、⾝身體形象、性別、性取
向、關係、婚姻和家庭相關⽅方⾯面建⽴立健康態度所需的知識與
能⼒力。 

 

加州教育法 51930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的⺫⽬目的 
(3) 促進對性是⼈人類發展中正常⾏行為的了解 。 
 
(4) 確保學⽣生能接收到整合的、全⾯面式的、正確的及無偏⾒見的性
健康和預防愛滋病的課程，同時也提供教育者清楚的⼯工具及指
引來達到這個結果 
 
(5) 提供學⽣生所需的知識與能⼒力，使他們能具有健康的、積極的
和安全的關係及⾏行為。 

加州教育法 51930 

 



法律規定 
全⾯面式性教育應被提供:                   
加州教育法 51934(a) 

■ 在中學時⾄至少⼀一次。 
 

■ 從七年級起，在⾼高中時⾄至少⼀一次。也可以在七
年級之前以適齡的⽅方式提供課程。 



法律規定 
 

 

✓  適合年齡的: 加州教育法 51933(a) 

加州標準 (CA Standards) 
性教育未來(FoSE)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  醫學上的準確性及客觀性: 加州教育法I 51933(b) 

醫學上的準確性: “由符合科學⽅方法且發表於適當的同⾏行評審期刊的研究核
審及⽀支持，並且為專業組織和有相關領域專⾧長的機構，如國家疾病控制及
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美國公共衛⽣生協
會 (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美國兒科協會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和 美國婦產科學院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所承認其具準確性及客觀
性的研究。  教育法 51931 



法律規定 
✓  ⿎鼓勵學⽣生與家⾧長、監護⼈人或其他可信任的
成⼈人溝通，並且提供這些討論所需的知識
及能⼒力 

 加州教育法 51933(e) 

 
 



法律規定 
✓  教導價值觀並準備學⽣生能根據互相尊重和
感情，形成及維持健康和忠誠的關係，免
於暴⼒力、強迫及恐嚇                              
   加州教育法  51933(f), (g) 

 



法律規定 
✓  所有構成單元要能符合及⽀支援加州健康
⻘青年法案的⺫⽬目的      
加州教育法 51933(C) 

✓  中⽴立和資訊性的語調及內容，具跨越
所有課程和教材的⼀一致性 

✓  不論是由誰提供個別單元    



法律規定 
✓  以知識及技能為基礎    
加州教育法 51930(b), 51933(g), (h) 

✓  不倡導任何宗教教理   
加州教育法 51933(i) 

✓  可供下列學⽣生使⽤用:   
✓  英⽂文學習者  
✓  殘疾學⽣生  

加州教育法 51933(d)(2), (3) 



法律規定 
✓  不會因下列各點⽽而反映或倡導反對任何⼈人
的偏⾒見:  
✓  殘疾 
✓  性別 
✓  性別認同   
✓  性別表達  
✓  國籍、種族或族群   
✓  宗教  
✓  性取向   
加州教育法 51933(d)(4); 及 加州教育法 C 220 



法律規定 
✓  承認⼈人們有不同的性取向，關係的例⼦子中也應包
含同性關係    
加州教育法 51933(d)(5) 

✓  課程包含: 
✓  性別 
✓  性別表達  
✓  性別認同  
✓  不良的性別陳規定型觀念所造成的傷害  
加州教育法 51933(b)(6) 



講師、外間顧問及演講嘉賓 

知識: 最新關於⼈人類性知識教育、健康的關係、懷
孕、愛滋病和其他性傳染病的醫學準確研究 
  
 
 
專業性: 全⾯面式性教育  
 

知識: 最新的相關專題或教學所涵蓋的專題在醫學
上的準確研究     

所有講師 
教育法  51931(e), 51934(a) 

外間顧問及演講嘉賓 
教育法 51936 



內容規定 
✓  愛滋病 (HIV) 及其他性傳播疾病 (STIs) 的性質
和傳染 
加州教育法 51934(a)(1), (2), (5) 

✓  愛滋病及其他性傳播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加州教育法 51934(a)(4), (6) 

✓  對愛滋病及其他性傳播疾病的社會觀感，包括刻
板印象及迷思，並且強調:  
✓  成功治療後的愛滋病帶原者有正常的預期壽命  
✓  所有⼈人都有某些程度上感染愛滋病的危險 
✓  得知是否為愛滋病帶原者的唯⼀一⽅方法是接受測試 

       加州教育法 51934(a)(7) 

 7-12 年級 



內容規定 
 ✓  所有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認可的 (FDA-

approved) 避孕⽅方法其有效性及安全性  
 加州教育法 51934(a)(9) 

✓  禁慾是預防愛滋病、其他性傳播疾病及意外懷孕
最確定的⽅方法 
加州教育法 51934(a)(4), (6) 

✓  當提及預防愛滋病、其他性傳播疾病及意外懷孕
的其他⽅方法時，重視推遲發⽣生性⾏行為的觀念 

        加州教育法 51934(a)(7) 

在加州， 完全以禁慾為中⼼心 (ABSTINENCE-ONLY) 的教育
⾃自2004年起已被嚴格禁⽌止 

 7-12 年級 



內容規定 
 ✓  關於懷孕資訊包括: 

✓  產前護理的重要; 

✓  客觀討論所有合法的可能懷孕結果，包含養
育、收養及墮胎  

✓  關於加州新⽣生兒安全移交法 (the CA 
newborn safe-surrender law) 的資訊.  

✓  加州教育法 51934(a)(9) 

7-12 年級 



    內容規定 
 

✓  性侵犯、⻘青少年關係虐待及親密伴侶暴⼒力  
加州教育法  51934(a)(10) 

✓  性騷擾 
加州教育法 51934(a)(10) 

✓  ⾊色情販賣 - 關係暴⼒力防範  
加州教育法 51934(a)(10) 

 

7-12 年級 



  內容規定 
  

 
✓  關於以下兩項的本地資源及學⽣生權利: 

✓  取得性保健及⽣生殖保健 
✓  受性侵犯及親密伴侶暴⼒力要求協助 
加州教育法  51934(a)(6) 

7-12 年級 



家⾧長通知及不參加課程 
學期初…* 

通知::  校區必須將教學課程通知家⾧長，並且提供家⾧長審視課綱和其他
教材的機會  

不參加課程:  學區也必須允許家⾧長讓他們的學⽣生有不參加課程的選擇，
使⽤用被動同意 (“不參加")程序，即家⾧長必須以書⾯面要求他們的學⽣生不接
受此課程  

學區可能不會要求積極同意("參加")， 即可能不會要求學⽣生繳交接受此課程
的同意回條  

此將適⽤用於所有年級，包括⼩小學  

教育法 51938 

* 或者, 對晚註冊的學⽣生, 為註冊之時  



本學區 CSE ⼯工作組成員 
⼯工作組包括:  
▧ 家⾧長  
▧ 教師  
▧ ⾏行政⼈人員  
▧ 校區委員會會員   

 
諮詢⼩小組: 
▧ 家⾧長教師協會領導者 (PTA Leadership) 
▧ 各校校⾧長及學區⾏行政⼈人員  
▧ 灣區健康教育社群 (BACHE) 教育主任  
 



本學區 CSE ⼯工作組的⺫⽬目的 
CSE ⼯工作組成⽴立以達到:  
▧  共同研究及學習學校可以為優化學⽣生健康⽽而執⾏行的最佳做法及

CSE的循證干預措施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s). 
▧  探討加州教育部(CDE)及⻘青少年性健康⼯工作組(ASHWG)已審核
符合加州健康⻘青年法案(CHYA)可取得的課綱及教育材料 

▧  確認其他學區執⾏行CSE所利⽤用的資源及學習他們的經驗 
▧  將本學區所有相關⼈人員(家⾧長、教師、⾏行政⼈人員、學⽣生)的聲⾳音
帶⼊入更新我們的CSE課程的過程 

以及… 
▧  最後規劃出全學區實⾏行的五年級及⼋八年級範圍及順序(Scope 

and Sequence) 



本學區 CSE 程序 
2016年11⽉月 - 2017年6⽉月:   
▧  CSE ⼯工作組會議: 學習加州健康⻘青年法案  
▧  規劃執⾏行程序，參考社區及學⽣生需求 
▧  開始教材評估 
 

2017年5⽉月:     
▧  維持現狀: 七年級⼈人類成⾧長與發展課程(家庭⽣生活單元)課綱(現今
已採⽤用多年的課綱，介紹尚未納⼊入新版健康標準的現有健康標
準) 

 
2017年春:    
▧  家⾧長研習會 (4⽉月18⽇日及5⽉月2⽇日) 
 

 



本學區 CSE 程序 
2017年秋 - 2018年春: 
▧  CSE ⼯工作組繼續開會/研讀新的標準及課綱 
▧  組成焦點⼩小組 (Focus Groups)  
▧  教師/家⾧長預覽可能採⽤用的CSE課程   
▧  試驗性課程的家⾧長調查  
▧  五年級和中學(可能改為⼋八年級)試驗性課程以供深⼊入檢驗  
 

2018年冬:    
▧  對SUSD學區委員會提出CSE課綱採⽤用的建議案  
 

2018年春:   
▧  為執⾏行五年級和⼋八年級CSE課綱⽽而計劃的專業培訓(在本學區從
七年級轉調到⼋八年級) 



參與⽅方式 
▧ 完成意⾒見調查及回饋表格  

▧ 參加焦點⼩小組 (focus groups) 

▧ 審視教材 (在2017-18學年度可在各校區取得) 

▧ 參加家⾧長研習會 (兩個研習會在2016-2017學年
度，系列研習會規劃在2017-2018 學年度) 

 



Next Workshop on May 2nd... 



問與答 



請完成 
家⾧長回饋表格! 

http://bit.ly/
SUSDWorkshopFeedbackC
SE 



研究報告顯⽰示CSE… 
 ▪  促進社交情緒學習    

▪  預防孩童虐待   
▪  推動性別平等   
▪  提倡健康的關係，降低性侵犯及親密伴侶暴⼒力的⾵風險   

▪  增進⼥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青年(LGBT youth)的健
康、福祉及學業成就，減少霸凌  

▪  推緩初次性⾏行為 
▪  增加避孕藥具的使⽤用及減少意外懷孕  

▪  增加避孕套的使⽤用及減少性傳播疾病(STDs)及愛滋病 (HIV)的發
⽣生率  

   這裡是超過59份討論上列觀點嚴整的科學研究所彙編的報告 

▪  好的健康及學術成就是相關聯的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資源 
▧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內容: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
codes_displayexpandedbranch.xhtml?
tocCode=EDC&division=4.&title=2.&part=28.&chapter=5.6.
&article= 

▧ 加州教育部: 
    http://www.cde.ca.gov/ls/he/se/ 

▧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學區資源: http://www.aclunc.org/sex_ed 
(選擇特有的⽂文件後連結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