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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九年級 5個班 人數 116人(男:61 女:55 ) 

執行策略

摘要 

1. 融入生活技能教學：本教學模組以學生的網路使用經驗為導向，設

計多元適性的學習活動：影片引導分組討論、影片案例分析、自我

反思檢核與情境演練等，以培養學生運用自我覺察、人際溝通、做

決定、問題解決、目標設定等生活技能技能，經由覺察親密關係之

暴力情形，增進健康兩性關係的認知與觀念，提升預防與因應相關

知能，進而促進性健康。 

2. 健促學校實證導向支持環境-家長參與與社區結盟：本教學模組針

對「參與(engage)」內涵，編擬親子學習手冊，設計親密關係之暴

力防範相關活動，提供在家學習的策略，鼓勵家長與孩子共學、討

論。針對親密關係之暴力防範課程的實施，引導學生了解並設定需

解決之問題，與了解社區中有哪些相關機構組織可以提供協主與支

持，透過社區結盟行動(CCAT)與機構組織建立互利共好的合作關

係，協力持續建立健康社區的能力。 

執行 

內容 

1. 學校衛生政策 

1-1成立「校園性教育推動小組」，召開會會議擬定計畫 

1-2邀請中央/地方輔導委員到校諮詢輔導 

1-3擬定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課程實施介入計畫，並列入學校健

康教育課程計畫中 

2. 健康服務方面 

2-1提供性健康─親密關係暴力防範單張、小冊子） 

2-2建立性危害（性侵害、性騷擾、家暴、性霸凌等）個案學生個

別輔導或轉介機制 

3. 健康教學與活動 

3-1辦理性教育親子教育週-給家長一封信 

3-2辦理性教育自我保護週：「Hold住身體自主權」主題課程 

3-3發展校本性教育課程，九年級實施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性教育

主題課程教學。 

4. 健康物質、社會環境 

4-1設置性教育主題網頁、專欄櫥窗，張貼海報標語 

4-2結合友善校園、安全校園相關活動之推動 

5. 社區/家長關係 

5-1與衛生局結盟辦理性教育─網路交友與愛滋病防治入班宣導 

5-2提供家長性教育相關之親職講座、給家長一封信、親職性教育

學習單與生活技能親子共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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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分析成效重點摘要 (寫出所測之變項與相關數據，重點為主。若有推論統計，則請

寫出推論統計 t值、卡方值、備註使用之統計方法…等，若無則無須填)  

研究工具: 106學年度積穗國中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議題-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前後測問

卷（自編問卷） 

前後測時距: 例: 1.5 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值 
* p<.05  

 ** p<.01  

*** p＜.001 

結果簡述 備註 

親密關係暴

力防範知識 

76.2% 

(答對率) 

91.3% 

(答對率) 
10.513*** 

1.t檢定分析，親密關

係暴力防範知識呈現

顯著進步。 

2.介入後知識答對率

為 91.3%，達到校本指

標 85%。 

1.描述性
統計 
類別資料
以百分率
方式描述
分佈情
形，等距
資料以平
均數、標
準差描述
各變項分
佈情形。 
 
2.推論性
統計 
以配對 t
檢定檢定
教學方案
介入對學
生認知、
態度與自
我效能之
效果。 

親密關係暴

力防範態度 

3.48 

(69.9%) 

3.78 

(75.6%) 
1.217 

1.t檢定分析，親密關

係暴力防範態度呈現

進步趨勢，但未達顯

著。 

2.介入後態度正向為

75.6%，達到校本指標

75%。 

親密關係暴

力防範自我

效能 

3.62 

(72.4%) 

3.97 

(79.4%) 
1.943* 

1.t檢定分析，親密關

係暴力防範自我效能

呈現顯著進步。 

2.介入後自我效能率

為 79.4%，表示趨於「很

有把握」，達到校本指

標 75%。 

其他量性/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  

1. 學生學習狀況調查問卷：網路交友安全-性騷擾防制課程滿意程度 

2.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教學活動之學生學習單與親子共學課後作業 

1. 學生對「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課程滿意程度：有幫助與非常有幫助佔

95.5%；喜歡與非常喜歡佔 94.9%，均達校本指標 80%。 

2. 過學習單與親子共學課後作業完成情形，呈現學生與家長的參與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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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健康促進學校生活技能融入性教育課程─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教學實施成效 

【摘要】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現代婦女基金會於針對近年行統計，發現自 96年 1月份起至 97年 6月底，

短短一年時間裡，新聞媒體至少報導了 264起戀愛暴力/情殺案件，波及範圍高達

476 人次受害其中有 36人因而喪命;每月平均就有 14.7件戀愛暴力，分手暴力和

情殺的新聞事件被報導，也就是說至少每 2天就發生 1起戀愛暴力與情殺案件，

平均每月至少有 3件的殺人未遂與殺人致死的致命案件發生（現代婦女基金會，

2008）。因應青少年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期能教導學生正確認知、態度與因應自我

效能，以保護青少年性健康的重要策略。 

本校健康促進學校實施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相關課程教學，配合國三

上學期健康教育「第二單元人際關係新視界」有關「扭曲家庭關係-家暴」教學內

容，延伸研發本教學模組「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並呼應九年一貫與

12 年國教健康教育課綱內涵；結合健促推動策略：融入生活技能、家長參與、社

區結盟，強化性健康促進的實證導向支持性環境策略，以達成性教育的教學目標，

即是提升學生兩性相處與交往的知能，培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問題的正確態度與

學得因應能力，避免性危機與傷害。 

研究主要目的有：（1）增進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的認知(2)培養提升學生親

密關係暴力防範的正確態度(3)提升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的自我效能。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實施方法與步驟，（1）診斷問題－分析與探究：分析青少年親密關係

暴力防範現況與問題，進行文獻探討與掌握學生教育需求。（2）發展策略－共識

與規劃：團隊凝聚共識與整合資源，訂定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介入課程計畫與教育

活動。（3）執行方案－啟動與深耕：健促學校六大範疇整合，實施親密關係暴力

防範主題課程、融入生活技能、結合家長參與與社區結盟。(4)評估成效－鑑賞與

錘鍊:擬定評價內容與指標，進行量化問卷與質性回饋蒐集，評估方案成效。 

三、研究發現 

   針對九年級 5個班級實施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課程介入，由自編問卷進行前

後測(有效問卷 116份)發現：(1)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知識呈現顯著進步，介入後

知識答對率為 91.3%，達到校本指標 85% (2)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態度呈現進步趨

勢，但未達顯著，介入後態度正向為 75.6%，達到校本指標 75% (3) 

2.顯著增加網路交友性騷擾防制自我效能(*p<.05)，整體平均分數由 3.41(68.2%)

提升到 3.66(73.2%)，且達到校本指標(70%)，(3)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自我效能呈

現顯著進步，介入後自我效能率為 79.4%，表示趨於「很有把握」，達到校本指標

75%。(4) 課程滿意程度：有幫助與非常有幫助佔 95.5%；喜歡與非常喜歡佔 94.9%，

均達校本指標 80%。 

關鍵字：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生活技能、家長參與、社區結盟 

聯絡人：姓名：龍芝寧  e-mail：ljn0430@yahoo.com.tw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民街街 66號 (積穗國中） 

mailto:ljn043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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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課程─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教學實施成效 

成果報告目錄 

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二、 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三、 文獻探討 

四、 研究目的 

貳、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二、 研究工具 

三、 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參、 研究結果 

一、 量性資料結果 

二、 質性資料結果 

肆、 討論與建議 

一、 討論 

二、 結論與建議 

      

     參考資料 

     附件一： 

      106學年度積穗國中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題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前後測問卷（自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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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校於 100至 105學年度選定以「性教育/愛滋病防治教育」為重點健

康議題，並以行動研究進行實證導向的推動計畫，本學年將以「親密關係

暴力防範主題教學」方案持續地精進校園性教育的行動研究，希望透過研

究團隊問題診斷、文獻探討、凝聚共識等，進行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現

況分析，研擬符合健康促進校理念之教育方案，並由評估成效、驗證發展

有效的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計畫的模式，以維護青少年性健康之發展。

前言包括四節，分別為研究動機、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文獻探

討、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年教育部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與友善校園，鼓勵各校實施媒體素

養、網路安全教育、校園反霸凌等，然學生網路安全素養為何，教師自覺教

學的能力，家長親職教育介入情形，及執行面上遭遇的困難等，皆需進一步

瞭解。有鑑於此，因應青少年性教育的新興議題─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期能

教導正確知識、澄清迷思與因應的生活技能，以避免暴力與傷害，進而保護

青少年身心健康，本校以多年來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推動為基礎，呼應全人健

康的思維，發揮在地學校特色，落實校園性教育並結合親職教育共同推動親

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促進學生性健康。因此，本研究擬發展課程方案，進

行介入與成效評價，期增進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知能，實踐性健康促進行

為。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現代婦女基金會於針對近年行統計，發現自 96年 1月份起至 97年 6月

底，短短一年時間裡，新聞媒體至少報導了 264起戀愛暴力/情殺案件，波及

範圍高達 476人次受害其中有 36人因而喪命;每月平均就有 14.7 件戀愛暴

力，分手暴力和情殺的新聞事件被報導，也就是說至少每 2天就發生 1起戀

愛暴力與情殺案件，平均每月至少有 3件的殺人未遂與殺人致死的致命案件

發生（現代婦女基金會，2008）。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所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少女中約有五分之一

的人在約會中曾遭受到男朋友的暴力侵害包括毆打，肢體傷害，猥褻和強姦

等。報告警告美國社會必須重視這種約會暴力現象，因為受傷害的少女在今

後吸毒和酗酒的可能性增加 4倍，懷孕的可能性增加 6倍，自殺的可能性增

加 8倍。 

國內羅燦煐（民 88）問卷調查全國共 2,970位男女就讀高中/職與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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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學生，研究發現有五分之一的男生認為自己可能成為約會強暴的加害

人，約有 596曾經或試圖強迫女性約會對象發生性行為;而有 23％女生認為自

己可能會遭遇約會強暴，且有 5％受訪者曾經是企圖是約會強暴的被害者。其

研究也發現台灣青少年比美國青少年更容易原諒約會強暴件，這可能是台灣

青少年對約會強暴態度較趨傳統（或父權），且普遍對約會強暴的認知為缺乏

所導致。根據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2010)在 2009年 7月至 2010年

3月間問卷調查 2058位女學生顯示，有七分之一的女大學生遭受身體及性侵

害，加害人大多是自己的親密伴侶。但期間只有 17%的被害女學生向警方報

案，了解被害女學生為什麼不報案的原因，理由包括擔心不被相信、怕被責

難及感到自責羞愧。 

  三、文獻探討： 

   (一)名詞定義 

   1. 戀愛暴力 

         戀愛暴力的定義是：「在浪漫的關係（romantic relationship）裡，哪管是

發生在異性或同性戀上，舉凡任何過度控制或攻擊行為，無論藉著言語，情

感，身體，性關係或綜合的形式出現，可稱為戀愛暴力。」（The National Centre 

for Victims of Crime，5 葉長秀，2002） 

   2.約會/親密關係暴力 

         兩個人的交往過程中，對另一方使用，或威脅使用肢體武力，限制等，

其目的在造成他方的痛苦和傷害。而暴力通常是指情侶其中一方以身體或武

器侵犯另一方而導致受害者生理上，心理上的傷害，包括毆打，強暴，綁架

謀殺，恐嚇，以及言語羞辱，經濟剝削，強迫拘禁等。狹義來說，約會暴力

是指彼此間發生嚴重性的身體傷害而言：廣義則泛指肢體，心理，言語，性

的攻擊，而造成對方的傷害與痛苦。 

  (二)校園親密關係暴力防範 

   1.為何學校應該注意約會暴力問題 

       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青少年比成人有更高的約會暴力風

險。而 Christine N. Carlson(2003)也認為學校有獨特的責任來解決這個問題約

會暴力的問題，他認為原因包括： 

第一，學校最有機會接觸約會暴力的被害人與加害人，他認為大多數國家，父

母親發費許多心力培植小孩上學，尤其是如何選擇一個優質的學號，因

此，學校更應盡責面對不應辜負父母親得期待。 

第二，學校有責任為學生提供保護的環境，不應該讓學生遭受任何身心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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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例如，根據加州的法律，在加州的每一個學生，都有權力在校園中

享有安全、和平的校園生活。 

第三，青少年階段是良好的行為養成是關鍵時刻，而學校有責任培養學生擁有

良好的情緒及社會發展的重要。 

第四，學校應禁止發生在校園的性侵及性騷擾和暴力事件，而青少年約會暴力

經常伴隨著性侵及性騷擾和暴力問題，更是學校的及大責任。 

2.校園青少年約會暴力防治政策 

    美國 SS / HS(安全學校/健康學生)相關研究呈現學生發生約會暴力問題，

往往第一優先告知的是朋友，而非家長、教師或警政等單位，而只有 7%的青

少年會向警方報案，86%的學生選擇告訴朋友（Zwicker，2002 年）。可是卻有

57％的青少年一直延續受暴問題，而有三分之一的親眼目睹同學或朋友發生約

會暴力。 

  (1)在學校防治策略部分：1.建立校園安全的申訴環境；2.提供學生訓練或宣導

課程；3.學生普遍參與課程；4.整體營造安全，健康的環境 

  (2)在學生的教育部分 

◆ 一般性的預防：所有的學生都應該認識的宣導教育，因為學生都可

能成為約會暴力被害人或加害人，讓所有的學生都參與，更有助於

學生整體的認識。課程內容包括，被害與加害的暴力警訊、健康的

約會關係等。 

◆ 選擇性的預防：讓學校教職人員和學生辨識約會暴力高風險的對

象，並且有效幫助他們獲得協助和支持。課程內容包括，約會暴力

高風險對象、重要他人的助人原則。 

◆ 特定的預防：讓學校編制特定的專業學生和教職人員學習預防課

程，以了解約會暴力被害人的需求，提供有效的輔導資源，不容忍

暴力問題繼續傷害。專業課程內容也側重在約會暴力問題的即時處

理與輔導溝通的技巧。 

3.我是好朋友，可以做什麼?～「好朋友反親密關係暴力運動」 

 (1)See something ~當你看到、聽到或感覺到有朋友遭受親密暴力時，主動關懷 

日常生活理論認為犯罪是三項因素聚合的結果：抑制犯罪

發生者(監控者)不在場。 看到或者聽到暴力發生，不要當

沈默的第三人！ 主動告訴你的朋友你很關心，也很樂意

傾聽；但別強迫對方，讓他/她以自己的步調傾訴。 

 (2)Say something~你可以傾聽、安慰他/她，或者提醒加害人不要使用暴力 



9 
 

說出暴力真相、說出安慰的話、不說指責的話、說出不同的

選擇  

 (3)Do something~以實際的行動幫助他/她，並鼓勵他/她向專業機構求助 

和你的朋友分享所蒐集的資訊，讓他/她知道他/她並不孤

單，有許多人可以幫助他/她。 幫助他/她擬定安全的計畫。

他/她可以尋求學校或專業機構，協助他/她檢視所有的選

擇，讓計畫更安全。鼓勵他/她向師長、輔導室、家暴單位尋

求協助，並陪伴他/她一同尋求協助：讓你的朋友自己做決定。 

    (三)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現行教材分析 

    有關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議題相關課程教學，目前配合國三上學期健康教育

「第二單元人際關係新視界」有關「扭曲家庭關係-家暴」教學內容(康軒版)，

延伸研發本教學模組「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並呼應九年一貫與

12年國教健康教育課綱內涵；結合健促推動策略：融入生活技能、家長參與、

社區結盟，強化性健康促進的實證導向支持性環境策略，以達成性教育的教學

目標，即是提升學生兩性相處與交往的知能，培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問題的正

確態度與學得因應能力，避免性危機與傷害。 

     

       教學模可組參考健康教育課綱、 

健促推動策略等內容，歸納親密關係 

暴力防範之核心概念，作為課程教學 

主要內涵，據此發展教學目標與 

設計教學活動，透過教學活動引 

導來提升學生性教育認知、情意 

、技能與行為之健康素養，增進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之自我效能， 

減少性危害行為發生，以維護青 

少年身心健康。 

 (四)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內涵與目標 

   依據性教育議題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核心概念，參考九貫課程能力指標、12

年國教學習重點、健康促進學校，發展本課程內涵與教學目標如下表： 

 性教育議題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內涵與教學目標一覽表 

內涵說明 

(九貫課程能力指標) 

(12年國教學習重點)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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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學校) 

能力指標 

1-3-3運用性與性別概念，分析

個人與群體在工作、娛樂、人際

關係及家庭生活等方陎的行為。 
1. 能理解親密家庭關係對身心發展的意義。 

2. 適切表達對家人的愛，以增進家庭的親密

關係。 

3. 認識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庭)暴

力所造成的身心傷害與影響。 

4. 澄清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庭暴

力)的迷思，做出明智抉擇以尋求相關資

源與協助。 

5. 能尋求適切的資源以解決親密關係(戀愛

/婚姻/家庭暴力)之暴力問題。 

6. 了解幸福人生的意義，規劃親密關係(戀

愛/婚姻/家庭暴力)發展的藍圖。 

學

習

重

點 

性教

育 

Db-IV-4愛的意涵與情感發展、

維持、結束的原則與因應方法 

健康

心理 

Fa-IV-2家庭衝突的協調與問題

解決技巧 

生活

技能 

3b-IV-4因應不同的生活情境，

善用各種生活技能(自我覺察、

人際溝通、做決定、問題解決、

目標設定)解決健康問題。 

健促學校 

實證導向

支持環境 

家長參與：親子共學 

社區結盟：資源運用 

 

(五) 生活技能融入健康教學 

    生活技能的教學便在於協助人能夠建立有利於人類發展所需的能力，並有意

願採取正向的行為面對每日生活的挑戰。教學模組能以學生的網路使用經驗為導

向，設計多元適性的學習活動：影片引導分組討論、案例分析、自我反思檢核與

情境演練等，以培養學生運用自我覺察分析影響評估、批判思考、做決定、問題

解決、倡議宣導、自主管理監督等生活技能技能，經由覺察與評估網路性資訊，

增進網路安全的認知與網路性騷擾的警覺性，提升預防與因應相關知能，進而建

立安全使用網路的健康生活型態，展現拒絕性騷擾的態度與具體行動。「生活技能」

導向的健康教育課程教學，學習的主體應是學生積極主動參與，教學活動必須強

調互動式/參與式之教學策略運用，本模組教學原則有： 

1. 營造自動改變的歷程，引發學生參與學習動機及建立價值觀。。 

2. 設計與生活經驗相連結之教學活動，呼應學生生活情境，強調問題解決。 

3. 塑造學習者自身成功的經驗，經由示範、演練、修正等學習歷程。 

 (六)健康促進學校連結家長參與 

    Allensworth(1993)對 21世紀健康教育教學提出建議：讓學習活動延伸到家

庭與社區中，強化家長與學校合作共同支持與促進學生健康，將有助於學生健康

行為的落實，及健康生活型態的建立。英國健康教育局（Health Education 

Authority，簡稱 HEA）針對所有國內參與歐洲健康促進學校網絡計畫的學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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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50%的小學孩童家長及 35%的中學孩童家長認為他們充

份知悉其子女的健康教育課程內容。另外，只有 30%的小學家長與 11%的中學家長

認為他們曾經有機會表達對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的觀點。健康教育教學家長參與(1)

做法上：重視家長參與 (Parent  Engagement in schools)(2)功能上：強化「學

校－家庭－社區」夥伴關係，常常學校教師或家長會以為家長在家的角色是教孩

子什麼，但 Epstein(2010)認為家長協助子女在家學習重要的是陪伴、傾聽、互動、

討論、 監督、獎/鼓勵等。健康促進學校家長參與有三個層面：連結(connect)、

參與(engage)與支持 (sustain)。 

四、研究目的 

(一) 目標： 

1. 增進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的知識 

2. 培養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的態度 

3. 提升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的自我效能學生滿意度。 

4. 增加學生參與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課程之滿意程度。 

(二) 校本指標或成功標準 

1. 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的知識正確率達 85%以上。 

2. 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正向態度達 75%以上。 

3. 學生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自我效能達 70%以上。 

4. 學生參與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課程之喜歡程度、幫助程度達 80%以

上。 

貳、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1) 研究對象為立意取樣方式選取 

(2) 學生：以本學年度 9年級 5個班級學生進行教育方案介入與前後測調查。 

2. 研究工具：  

   1.量性問卷： 

   本研究量性問卷工具為自編：「106學年度積穗國中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議

題-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前後測問卷（自編問卷）」(附件一)，內容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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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班級、性別等 2題 

(2) 第二部分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知識題：共 8題 

(3) 第三部分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態度題：共 6題 

(4) 第四部份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自我效能題：共 10題 

(5) 第五部份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滿意程度：共 9題 (後測) 

2.質性工具： 

透過「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教學活動之學生學習單與親子共學課後作

業，具體內容詳見附件二說明。 

三、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一)研究設計架構：如下圖(2-1) 

 

  2-1: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性教育行動研究設計架構 

2.實施策略與步驟  

   從 106年 9至 107年 4月期間行動研究方案的實施策略與步驟涵蓋「診斷問

題」、「發展策略」、「執行方案」與「評估成效」等四個階段，研究期程重要活動

與內容說明如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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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性教育行動研究階段與重要活動內容 

階段 期程 內容 

（一）診斷問題期 106 年 9-10 月 

分析與探究：分析青少年親密關係暴力防範

現況與問題，進行文獻探討與掌握學生教育

需求。 

（二）發展策略期 106 年 10-11 月 

共識與規劃：團隊凝聚共識與整合資源，訂

定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介入課程計畫與教育活

動。 

（三）執行方案期 
106 年 12 

-107 年 2 月 

啟動與深耕：健促學校六大範疇整合，實施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課程、融入生活技

能、結合家長參與與社區結盟等支持性環境。 

（四）評估成效期 107 年 3 月-4 月 
鑑賞與錘鍊:擬定評價內容與指標，進行量化

問卷與質性回饋蒐集，評估方案成效。 

3. 研究團隊之職責與分工 

    組織工作小組、凝聚共識，將「健康促進學校」概念推展至全校教職員生，

以作為推展校園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的基礎。本校工作小組成員整合學校行政

人力（見表 2-2），定期召開小組會議，規劃、討論與協調工作之執行，監督瞭解

各項性教育計畫工作之推動情況。 

表 2-3-2 積穗國中「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教育計畫工作小組分一覽表 

職稱 姓   名 工作項目 

指導教授 
鄭其嘉教授 

輔仁大學公衛系 
提供專業諮詢與輔導 

召集人 鄭建立校長 

1.領導推動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計畫。 

2.核定各項推動策略及其設備事項。 

3主持定期工作會議。 

4.與校外有關機構建立夥伴關係。 

副召集人 游鎧澤 學務主任 
1.襄助召集人規劃辦理校園親密關係暴

力防範教育計畫相關事務。 

執行秘書 張寶元 衛生組長 
1.規劃執行校園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

計畫及相關活動 

行動研究 

召集人 
龍芝寧 補校主任 

1.行動研究問卷調查與分析 

2.評估成效、提出建議與檢討 

3.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發表與觀摩 

健康服務組 
賴維正 輔導主任 

陳玉玲 校護 

1.提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資訊、健康

諮詢與轉介輔導。 

2.辦理性教育小團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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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三級輔導機制。 

健康教學組 

何黛英 教務主任 

龍芝寧 補校主任 

楊宗聖 健康教育老師 

1.研發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主題課程

與教材。 

2.實施大單元統整性教育課程與教學。 

3.設計印製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親子共學

手冊。  

健康活動組 

游鎧澤 學務主任 

張寶元 衛生組長 

年級導師與學生代表  

1.配合行事曆，規劃與辦理親密關係暴力

防範各項校園活動。 

物質與社會

環境組 

張寶元 衛生組長 

賴維正 輔導主任 

1.設置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主題專欄

櫥窗，張貼海報標語。 

2. 整合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相關之友

善校園、安全校園與性別平等教育等活

動。。 

社區關係組 

游鎧澤 學務主任 

李尚仁 總務主任 

與家長代表2位 

1.引進社區教育資源，進行策略結盟。 

2.辦理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之親職教

育活動。 

3.提供家長校園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

相關資訊 

4.實際行動與介入方法 

    針對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行動研究各項工作，說明如下：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106.09-106.10 1. 「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行動研究計畫擬定 

106.10-106.11 
1. 「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學設計、教材研發(見表 2-1) 

2. 「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問卷設計與前測實施(附件一) 

106.11-107.01 1. 「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九年級班級教學實施(見表 2-2) 

107.01-107.02 1. 「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問卷設計與實施後測(附件一) 

107.03 
1. 前後測問卷分析統計 

2. 學習單、親子共學手冊彙整 

107.04 
1. 量化與質性成效分析 

2. 撰寫行動研究成果報告、建議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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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學設計、教材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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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一】親密一家人 

教學 

目標 
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教材教具) 

 【課前準備】 

1. 學生分組(4-6人一組)，每人攜帶學生手冊 

2. 裝置電腦、單槍。 

3. 準備上課簡報電子檔案   

 

 
1. 能

理 解

親 密

家 庭

關 係

對 身

心 發

展 的

意義。 

 

【活動一】家庭事件簿(教學目標 1，教學時間:25 分鐘) 

1.教師呈現「家庭事件簿」ppt(附件 1)依序提出以下 3個語

句完成的句型，分別請 1-2位學生說出自己與家人互動情形： 

(1)我最喜歡和        (哪一位家人？)一起做        (什

麼活動或事情？)。 

(2)當我難過時，我最想和        說。(哪一位家人？)  

(3)我希望我的家像           。 

2.請幾位學生發表意見(自我覺察)，教師統整：家庭是每個

人最重要的依靠，良好的家庭關係，可以讓大家的身心需求

獲得滿足，感到幸福快樂。 

3.教師說明「家庭事件簿」學習單(附件 2)，引導學生思考「你

跟父母/家人」的關係如何？是否親密？依據學習單內 10個

問題進行自我檢視：(如果學生無法檢視與父母親的關係，可

以以家中最親近的家人危對象。) 

（1） 檢測題目： 

．我會主動關懷父母，表達關心之情。 

．我感謝父母為我付出的一切。 

．我喜歡參加父母安排的家庭聚會活動。 

．我會與父母分享我的快樂或難過。 

．我與父母聊天時會感到快樂。 

．當與父母意見不同的時候，我會勇於真誠表達。 

．我認為我的父母是很好的父母。 

．我喜歡邀請朋友到家裡來，並認識我的父母。 

．父母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我外出時會告訴父母去哪裡、和誰去及何時回來。 

（2） 計分方法：“經常”3分；“偶爾”2分；“沒有”1

分。計算總分 並找出所代表的親子關係：25分以

上，代表晴空萬里；15至 24分代表晴時多雲；14

分以下，則代表烏雲密佈。 

 

附件 1： 

「家庭事件

簿」PPT 

 

 

 

 

 

附件 2:「家

庭事件簿」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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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有做到學習單內 10個情境的學生，分享是如何做

到的？(人際溝通) 

4.學生根據十項親子互動情形進行自我檢測，計算分數後，

教師說明：每個家庭營造的氣氛不同，親子關係便會呈現出

不同的親密程度，分數較高者代表親子關係較親密，要繼續

保持；分數較低者代表親子關係較疏離，要努力改善。 

 

 

2.適

切表

達對

家人

的

愛，以

增進

家庭

的親

密關

係。 

【活動二】家庭親密購物台(教學目標 2，教學時間:20分鐘)  

1. 教師引導說明：有家「購物台」是專門販售可以增進家

庭親密關係的商品，為了瞭解消費者的喜好，特別舉辦

了「超人氣家庭親密商品」票選活動！ 

2. 教師解說「家庭親密購物台－超人氣票選」學習單（附

件 3），學生依據學習單中六項商品，認為是否有助於家

庭親密關係，而給予不同的滿意度。（很有幫助：一顆心；

略有幫助：半顆心；沒有幫助：空白心）請學生以舉手

方式，教師統計六項商品的人氣指數。 

3. 教師指出：大家雖然各個「商品」的滿意程度不同，但

都肯定這 10項商品對於增進家庭親密關係，是值得推薦

給大家，運用日常生活中。 

4. 教師請學生完成學習單「家庭親密商品試用區」的部分，

並請 1-2位學生方享(人際關係)。 

5. 教師回饋：帶回去與家人一起討論學習單「家庭親密商

品試用區」(家長參與：親子共學)，結語：家庭關係是

連續的動態過程，如果目前家庭關係不是非常親密，但

只要家人一起用心、用情去努力耕耘，一定能促進家庭

快樂與幸福的感受。 

 

 

 

 

附件 3:「家

庭親密購物

台－超人氣

票選」學習

單 

【單元二】愛的暴暴 out！ 

教學 

目標 
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教材教具) 

 【課前準備】 

1. 學生分組(4-6人一組)，每人攜帶學生手冊 

2. 裝置電腦、單槍。 

3. 準備上課簡報電子檔案 

 



19 
 

3.認

識親

密關

係暴

力(戀

愛/婚

姻/家

庭)暴

力所

造成

的身

心傷

害與

影響。 

 

【活動一】他都會道歉啊！(教學目標 3，教學時間:20分鐘) 

1. 教師呈現「愛的暴暴 out！」ppt(附件 4)引導學生聯想，

當家庭加上「親密關係」時，會等於有什麼結果？當家庭

加上「吵架暴力」時，會等於有什麼結果？學生自由回答。 

2. 教師呈現「他都會道歉啊！」影片(附件 8(1))，請學生

觀看影片內容(片長約 15 分鐘)： 
內容概要：小安從小看到母親受到暴力的痛苦，小安立志：「將來
一定不要像我媽媽，一定不要嫁給像我爸爸這種人…」。無奈小安
和陳奇的交往，生活上的小事，陳奇都會情緒失控。小安以為愛就
會有“控制“，並且以為“愛可以改變對方，所以還是嫁給了陳
奇。婚後情形變得更糟，每次出現暴力，陳奇就會道歉，說要改，
但通常只是換個方式傷害小安，例如，把妻子的衣服丟到外面！控
制金錢！珊珊勸小安，要面對婚姻中的暴力問題。珊珊希望陳奇要
接受治療，也希望小安要學會照顧自己，並且也接受諮商。 

3. 教師提問： 

(1) 影片中有哪些問題，其實就是一種親密關係/婚姻暴

力呢？ 

(2) 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例如：小安和母親)克能會

有哪些身心健康的創傷？ 

(3) 我們應該如何協助他呢？ 

4. 學生自由回答(自我覺察)，教師說明：家庭關係是人際關

係中最親密的一種，除了有血緣關係，還因為生活在一

起，使家人關係如唇齒般密切，相對的當家庭發生了暴

力、虐待事件時，對家人的傷害也就更加深刻。家庭暴力

使受害者處於身心不安的 狀態，除了身體外傷外，心理

產生焦慮恐懼、羞恥罪惡、憂鬱沮喪、自卑與缺乏自信、

憤怒與敵意、情感疏離與冷漠等多重心理創傷。   

 

附件 4: 

「愛的暴暴

out！」ppt 

附件 8(1):

「他都會道

歉啊！」影

片 

 

4.澄
清親
密關
係暴
力(戀
愛/婚
姻/家
庭暴
力)的
迷

思，做
出明
智抉
擇以
尋求
相關
資源
協助 

【活動二】擁抱親密防暴家(教學目標 4，教學時間:25分鐘) 

1. 進行分論： 

（1）各組配合「擁抱親密防暴家」學習單(附件 5)提問：影

片引導→問思、澄清概念化→生活連結運用(做決定)進

行討論 

（2）各組派代表報告討論結果 

2. 教師回饋：澄清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庭暴力)的迷

思，做出明智抉擇以尋求相關資源與協助。(社區結盟：

資源運用) 

 

附件 5:「擁

抱親密防暴

家」學習單 

 

 

 

 

 

 

 

【單元三】與幸福有約 

教學 活動內容 教學資源 



20 
 

目標 (教材教具) 

 【課前準備】 

1. 學生分組(4-6人一組)，每人攜帶學生手冊 

2. 裝置電腦、單槍。 

3. 準備上課簡報電子檔案 

 

5.能

尋求

適切

的資

源以

解決

親密

關係

(戀愛

/婚姻

/家庭

暴力)

之暴

力問

題。 

 

【活動一】要愛不要害(教學目標 5，教學時間:25 分鐘) 

1.  教師「愛要愛不要害」ppt(附件 6)播放「家庭暴力防制

－婚姻篇」、「家庭暴力防制－疼痛篇」影片(附件

8(2)(3))，提出問題： 

(1) 從影片中你看到發生了什麼事？影片中的主角的感

受是如何？ 

(2) 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對於他的身心健康會

有什麼影響？ 

2. 學生自由發表意見，教師配合 ppt指出：當發生家庭暴力

時，你覺得要如處理？請學生以舉手方式表達對以下三種

因應方式的想法： 

(1) 家庭暴力是家醜，不要告訴讓別人知道，以免讓家人

都丟臉。 

(2) 家暴是家務事，最好不要報警處理，由自己家人來解

決就可以了。 

(3) 當發生家暴時，要立即向外求助，這不是受害者造成

的，需要被指責的施暴者。 

3. 根據學生的回應，教師說明：勇敢的面對、向外求助，說

出自己的家暴事實，並不是背叛家庭，是讓受害的家人者

得到安全保障，並且幫助施暴的家人面對自己的問題。 

4. 教師播放「反家暴」影片(附件 8(4))，引導學生回答以

下問題：(問題解決) 

(1) 當我發現好朋友、鄰居有人疑似出現家暴時，我該怎

麼辦？ 

(2) 當我遇到家庭暴力時，我可以怎麼做？ 

(3) 避免成為家暴的施暴者，我可以如何好好處理生氣的

情緒呢？ 

5. 每題請 2-3位學生回答，教師適時補充說明： 

(1) 認識了家庭暴力的真相，澄清對家暴的看法，接著就學

習預防與處理家暴的能力，讓家庭遠離暴力的威脅！ 

(2) 防止家庭暴力入侵家庭的作法有： 

➢ 聽到鄰居常有大聲斥責、打罵聲，如果大家可以見義

勇為、「雞婆」一點，撥打 110報警/113保護專線通

 

附件 6:「愛

要愛不要

害」ppt 

附件

8(2)(3): 

「家庭暴力

防制－婚姻

篇」、「家庭

暴力防制－

疼痛篇」影

片 

 

 

附件 8(4):

「反家暴」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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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處理，或許可挽救一個家暴家庭，千萬不要以為那

是人家的「家務事」，而坐視不管。 

➢ 當自己是受暴者時的處理－保持冷靜。保護自己。大

聲呼救。逃離現場。立即求助(110/113)。 

➢ 不要暴力來報復，平常做好情緒管理，憤怒生氣的時

候，可以學習深呼吸，或是離開現場、轉移注意力。 

6. 教師配合 ppt呈現「家庭暴力防制宣導系列海報」並結

語：「家暴 out」全民一起來，家庭是充滿愛與安全的，

平時家人和諧相處，建立嚴密的「防火牆」有效防堵家暴

入侵，如果不幸家暴發生了，也能妥善處理並尋求資源，

保護自己與家人！ 

6.了

解幸

福人

生的

意

義，規

劃親

密關

係(戀

愛/婚

姻/家

庭暴

力)發

展的

藍圖。 

【活動二】有夢最美愛相隨 (教學目標 6，教學時間:20分鐘) 

1. 教師引言：羨慕「 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嗎？現在我們以冥想的方式，來到你自己的未來愛情、婚

姻與家庭生活。 

2. 教師指示學生以最舒服的姿勢坐在椅子上，配合輕柔音樂

並以緩慢的語調說出以下指導語，引導學生進行冥想： 

(1) 請同學閉上眼睛，做幾個深呼吸，自然的吸進來、呼出

去，自然的吸進來、慢慢的呼出去⋯⋯ 

(2) 放輕鬆⋯⋯放輕鬆⋯⋯想像幾年後，你第一次與異性單獨約

會，那時候是幾歲？當時的心情是如何？有沒有做好心理

準備？ 

(3) 你覺得婚前要談幾次戀愛？再經過幾年，你會決定結

婚，當時的你又是幾歲？外表是什麼樣子？學歷是什麼？

有沒有工作？在哪裡上班？結婚的對象，又是什麼模樣？ 

(4) 婚後，你們夫妻最常在什麼時候聊天分享心情？你們期

待生幾個小孩？小孩是男生或是女生？ 

(5) 全家一起吃晚餐的情況是怎樣？如果要安排一次全家的

旅遊，你們打算到什麼地點？做什麼活動？ 

(6) 最後，你會用哪一個形容詞來形容你的未來家庭生活？ 

(7) （停頓數秒）好，當我由 5倒數至 0的時候，你又回到

了這間教室，5—4—3—2—1—0，好，張開眼睛，靜靜坐

在座位上。 

3. 請幾位學生分享冥想的過程與感受，教師回饋說明：大家

對未來的愛情、婚姻與家庭都有美好的想像，要營造美滿

的愛情、婚姻與家庭，就必須妥善地規劃與發展人生各階

段之角色功能與任務，瞭解人生各階段所應盡的責任。 

4. 教師說明「與幸福有約」學習單(附件 7)，引導學生填寫

 

 

 

 

 

 

 

 

 

 

 

 

 

 

 

 

 

 

 

 

 

 

 

附件 7:「與

幸福有約」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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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的問題，完成後請 2∼3位學生分享。 

5. 根據學生的分享給予回饋並指出：我們會在適當的年齡規

劃結婚、組織家庭，而婚姻是由男女雙方共同組成的，但

家庭的幸福與否則須由生育、養育與教育各方面共同構建

出來，同學們在還沒有做好準備好承擔的時候，千萬不要

隨意嘗試。(家長參與：親子共學) 

6. 教師提問：有哪一首歌可以代表自己未來理想的愛與家庭

的樣貌？ 

7. 請願意分享的同學說出歌曲，(如果沒有適合的歌曲，教

師可帶領學生聆聽吟唱「愛的真諦」(聽唱一遍約 1分鐘

即可)，引導學生說出對歌詞中有哪些是符合真愛的表現。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家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要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8. 教師總結：對未來的愛與家庭要先做好規劃，並學習營造

良好的兩性關係，讓真愛與青春的你我同行共同成長。 

附件 1：「家庭事件簿」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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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家庭事件簿」學習單 

家庭事件簿─家人親密關係檢測 

    你和父母（家人）關係是親密？還是疏離？ 

 

檢測項目 
符合程度（勾選） 

經常 偶爾 沒有 

（1）我會主動關懷父母，表達關心之情。       

（2）我感謝父母為我付出的一切。       

（3）我喜歡參加父母安排的家庭聚會活動。       

（4）我會與父母分享我的快樂或難過。       

（5）我與父母聊天時會感到快樂。       

（6）當與父母意見不同的時候，我會勇於真誠表達。       

（7）我認為我的父母是很好的父母。       

（8）我喜歡邀請朋友到家裡來，並認識我的父母。       

（9）父母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10）我外出時會告訴父母去哪裡、和誰去及何時回來。       

 

【計分方法】「經常」：3分、「偶爾」：2分、「沒有」：1分 

 

 

我的家庭親密關係分數：            

 

 

 

 

 

分  數 家庭親密關係 

□25 以上 晴空萬里 

□15～24 晴時多雲 

□14 以下 烏雲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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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家庭親密購物台」學習單 

 

  

 

 

 

 

 

【家庭親密商品試用區】(親子共學) 

 

  今天我回到家裡後，最想使用第       項商品，我的使用方法是： 

 

                                                               

(寫出會如何表現可以增加家庭親密的行動是什麼？例如:和家人分享今

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 

 

                   家長簽名 

 

 

恩愛商品特性 
人氣指數 

顆心代表 

1. 分擔家務事，共同為家付出心力。 
 

2. 每天有時間，和家人談心，分享喜憂。 
 

3. 家人間習慣說謝謝、對不起、 麻煩你。 
 

4.真心讚美與鼓勵家人。    
 

5.對父母/家人誠實和坦白。 
 

6.願意和家人拍拍肩、抱一抱，表達情意。 
 

整體商品人氣指數：      

家庭親密購物台－專門販售可以增進家庭親密關係 

，為了瞭解消費者的喜好，特別舉辦了「超人氣親密商品」 

票選活動！請依據下面 6 項商品特性介紹，認為是否有助於家庭親密關係， 

增進家庭幸福美滿的程度，而畫上不同的滿意度： 

＜很有幫助：一顆心＞＜略有幫助：半顆心＞＜沒有幫助：空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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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愛的暴暴 out！」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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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擁抱親密防暴家」學習單 

擁抱親密防暴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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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要愛不要害」ppt

 
 

  

  

 

 



30 
 

附件 7：「與幸福有約」學習單 

與幸福有約 
【第一部分—幸福人生任務】 

經過冥想， 

每個人都看到自己的未來愛情、 

婚姻與家庭生活的模樣， 

原來人生可以如此多采多姿， 

為了要實現這未來的美好生活， 

你要認真規劃將來應完成的任務。               

 

人生階段 愛情、婚姻與家庭中的重要任務 

現在     歲  

5年後   歲  

10 年後   歲  

20 年後    歲  

30 年後   歲  

 

第二部分—生育藍圖 

1 . 你認為最適合結婚的年齡是幾歲？理由是什麼？ 

                              

                              

2 . 婚後，你期待生育幾個小孩？分別在幾歲時候生育？ 

理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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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影音媒體說明 

項目 時間 內容說明（參考來源網址） 

8(1)： 

他都會道歉啊！ 

(親密關係之暴

力) 

15分 

43秒 

本影片長度為 15分鐘，以溫馨感人的方式呈現，劇

情隱含許多議題的探討，故事大綱人物介紹 

小安：可愛的大學女生，原本很活潑，但是隨著男

友的暴力傾向越來越沉默 

陳奇：帥帥的大學男生，誠懇幽默，生起氣很恐怖，

隨著生活壓力越來越兇令小安感到焦慮害怕。 

珊珊：小安的同學，有主見，給與小安許多良善的

意見。 

曉琪：小安的女兒，爸媽吵架時就會哭。 

爸媽：小安的父母，在小安童年時以回憶畫面出現 

提要：小安從小看到母親受到暴力的痛苦，她立志

「將來一定不要像媽媽這樣懦弱，也不要嫁給像爸

這種會打老婆的男人。」無奈小安的男友陳奇，也

是一個動不動就生氣的人。但小安以為以改變對

方，所以還是嫁給了陳奇。婚後情形卻變得更糟，

每次出現暴力行為，陳奇就會道歉，但通常也只是

換個方式傷害小安，小安的同學珊珊勸小安，要面

對婚姻中的暴力問題。 

製作者:國立教育資料館  

製作年份:2008 

【參考網址】： 

http://stv.moe.edu.tw/co_video_content.php?p

=288588 

8(2)： 

家庭暴力防制－

婚姻篇 

41秒 

呈現家庭中受到暴力婦女的身心傷痛，喚醒對家暴

議題的重視。 

【參考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GnIKykHE1E  

8(3)： 

家庭暴力防制－

疼痛篇 

40秒 

以受家暴者身心傷痛，覺察家暴對身心健康的危

害。【參考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8M1p6ECsnM  

8(4)： 

反家暴 

2分

14秒 

描述女學生受到家暴，旁觀者伸出援手協助的過

程，宣導共同參與防範家暴。【參考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g5Yl53Z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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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九年級班級教學實施 

  

第一單元親親密密一家人 

【活動一】家庭事件簿 

第一單元親親密密一家人 

【活動二】家庭親密購物台 

  

第二單元愛的暴暴 out 

【活動一】他都會道歉啊！ 

第二單元愛的暴暴 out 

【活動二】擁抱親密防暴家 

  

第三單元與幸福有約 

【活動一】要愛不要害 

第三單元與幸福有約 

【活動二】有夢最美愛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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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  課程實施：106年 12 月-107年 1月 健康教育課 

⚫  教學節數：3節 

⚫  實施班級：3年 9、10、11、12、13班共 5班 

 一、量性資料結果 

本研究「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學」方案介入，其成效評估乃是

透過「新北市積穗國中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親密關係暴力防

範調查」問卷 (附件一)進行前後測調查，以統計分析的方式來評估介入後受試

者在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知識、態度與自我效能等方面的改變情形： 

(一) 學生基本資料： 

     進行施測對象為本校九年級 5個班級學生，收回前測問卷 127份、後測

問卷 119 份，扣除漏答數過多、前測或後測未填答等無法配對之無效問卷，

能確實進行配對的有效問卷數共有 116份。由表 3-1可知，男生 61人（52.6

％），女生 55人（47.4％），比率約為 1：1。 

      表 3-1九年級受測學生性別之人數與百分率分佈 

變項 介入學生(116 人） 

人數（n） 百分率（％） 

性別      男 61 52.6 

          女 55 47.4 

(二) 知識題 

    學生接受本課程後，在「辦識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8 題知識

題中，正確辨識為「答對」計分 1 分；錯誤辨識或不知道則為「答錯」計分 0

分，以答對情形(答對率)進行統計，答對率越高代表「辦識親密關係(戀愛/婚

姻/家庭)暴力」知識越佳。結果發現：（見表 3-2） 

1. 8 題知識題與整體知識題平均答對率都有進步。  

2. 以配對 t 檢定，其中有 6 題知識題的進步情形達到顯著。 

3. 認知整體平均答對率由 76.2%(6.1 分)提升到 91.3%(7.3 分)，達到顯著差異。 

4. 顯示課程介入確實有助於提升國中學生對於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相

關知能。 

5. 進一步分析發現，前後測「答錯」者，有超過八成是填答「不知道」，顯示學

生對此「親密關係暴力」議題是較為陌生、鮮少關注。 

表 3-2：學生知識題前後測作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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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題目(下列敘述是否屬於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

力) 

前測 

(答對率) 

後測 

(答對率) 

t 值 

1. 身體上的傷害行為(如：徒手或以物品攻擊對方、毆打

對方) 
96.0% 97.6% 1.811    

2. 高壓控制、禁止對方與家人朋友聯繫、造成其人際上

的孤立 

65.3% 87.4% 11.599*** 

3.言語上侮辱 80.4% 95.0% 8.769*** 

4.跟蹤或是監視 48.7% 75.4% 12.813*** 

5.傷害對方重要的人事物(如：踢、打寵物)，讓對方害怕 56.9% 90.1% 15.889*** 

6.控管對方的金錢，對方無法任意花費 86.1% 93.8% 5.296*** 

7.強迫對方發生性行為 96.8% 97.0% .169    

8.在網路上或其他通訊網絡散播傷害當事人身心或名譽

的照片以及留言 
79.5% 94.4% 9.097*** 

整體(平均) 
76.2% 

(6.1 分) 

91.3% 

(7.3 分) 

10.513*** 

* p<.05  ** p<.01  *** p＜.001    

  

(三) 態度題 

    學生接受本課程後，在「面對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6 題態度題，

其中第 1、6 題是「態度正向」題；第 2、3、4、5題是「態度負向」題，計分方

式「態度正向」題 1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 3分=中立，4分=同意，5分

=非常同意；「態度正向」題計分則反之。每題得分範圍 1~5分。得分愈高，代表

「面對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態度越好。結果發現：（見表 3-3） 

1. 6題態度題與整體正向態度平均，回答情形都有進步。  

2. 以配對 t檢定，其中有 2題態度題的進步情形達到顯著。 

3. 整體正向態度平均率未達到顯著差異。 

4. 顯示課程介入尚能助於提升國中學生對於「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

暴力」正向態度的建立。 

5. 進一步分析發現，前後測表達中立的比率偏高，其中「5.家庭暴力/親密

關係暴力的被害人選擇不離開，就應該承擔繼續受暴的後果(負向)」、與

「6.是如果目睹或聽聞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發生，我願意設法

制止或是伸出援手」，學生抱持不置可否的中立態度超過 5成以上，顯示

透過短時間的課程介入釐清學生對於「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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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迷思是較難具體達成的。 

表 3-3：學生態度前後測作答情形 

態度題目 前測 後測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在我們的社會是個值

得被重視的嚴重問題(正向) 
4.11 1.41 4.23 1.50 2.572    

2.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對健康的身心影響大

都是短暫的(負向) 
3.60 0.62 4.06 0.78 2.875**  

3.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其實是外人不應該插

手介入的家務事(負向) 
3.55 1.36 4.05 1.05 6.830*** 

4.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也應該為暴

力的發生負起責任(負向) 
3.38 0.81 3.44 0.89 .220    

5.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選擇不離

開，就應該承擔繼續受暴的後果(負向) 
3.18 0.63 3.20 0.71 .670    

6. 是如果目睹或聽聞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事

件的發生，我願意設法制止或是伸出援手(正

向) 

3.21 1.23 3.67 1.42 1.523    

整體(平均) 3.48 1.01 3.78 1.24 1.217 

* p<.05  ** p<.01  *** p＜.001    

 (四)自我效能題 

    學生接受本課程後，在「因應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10題自我效

能題中，選項為完全有把握 100%(計分 5)、很有把握 75%(計分 4)、有一半把握

50%(計分 3)、有少許把握 25%(計分 2)、完全沒把握 0%(計分 1) ，分數越高代表

「因應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自我效能越高，結果發現：（見表 3-4） 

1. 10題態度題與整體自我效能平均，回答情形都有進步。  

2. 以配對 t檢定，其中有「因應目睹/聽聞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

(共五題)自我效能進步情形未達到顯著。「因應遭遇親密關係(戀愛/婚姻

/家庭)暴力」(共五題)自我效能進步情形達到顯著。 

3. 顯示課程介入尚能助於提升國中學生對於「因應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

庭)暴力」自我效能。 

表 3-4：學生自我效能前後測作答情形 

自我效能題目 前測 後測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目睹/聽聞親密關係(戀愛/婚姻/

家庭)暴力 

3.97 0.69 4.00 0.79 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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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願意報警 3.73 0.76 3.97 0.83 1.523  

2. 我願意撥打113保護專線 4.26 1.05 4.27 0.99 .220 

3. 我願意給當事人相關求助資源

(如：110、113、1999) 

3.37 1.36 3.79 1.31 6.830*** 

   

4. 我願意出面制止 4.03 0.99 4.39 0.93 .670    

5. 我願意了解當事人的處境並且

給予關懷 

3.61 0.97 4.09 0.85 2.875**  

  

◎遭遇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

暴力 

3.66    0.96 3.91 0.98 7.546***    

1. 我會保持冷靜。保護自己。 3.76    1.02 3.95 1.00 6.723*** 

2. 我會大聲呼救。 3.57    1.24 3.91 1.05 9.730*** 

3. 我會逃離現場 3.60    1.06 3.93 1.04 3.143** 

4. 我會立即求助 

(110/113/1999) 
3.76    1.00 3.93 0.91 .767    

5. 我會不要暴力來報復 
3.58    1.23 3.80 1.06  6.021***

  

整體平均 3.62 0.73 3.97 0.73 1.943* 

* p<.05  ** p<.01  *** p＜.001 

 

(五)教學滿意程度 

1. 本大題教學滿意程度分為兩部分：「幫助程度」共計 6題，「喜歡程度」共計 3

題。 

2. 經後測統計結果分析，學生對課程教學之的滿意度如表 3-5，整體而言滿意程

度都是趨於正向評價。 

3. 學生對課程滿意程度：有幫助與非常有幫助 95.5%；喜歡與非常喜歡佔

94.9%，均達校本指標 80%。 

表 3-5：學生對課程滿意度（百分比） 

題目 
非常 

沒幫助 
沒幫助 有幫助 

非常 

有幫助 

1. 能理解家庭親密關係對身心發展的意

義。 
3.0 3.6 58.4 33.7 

2. 能表達對家人的愛，以增進家庭的親密

關係。 
3.0 1.2 61.4 33.1 

3. 能認識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

所造成的身心傷害與影響。 
1.8 0.6 57.8 38.6 

4. 能澄清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 2.4 2.4 54.2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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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資料結果 

    根據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教學之目標與評量設計，如下表 3-6，檢核學生與

親子共學之學習單填寫情形，其九成以上學生都能完成，且達成學習表現，如下

表 3-7。 

表 3-6教學目標與多元評量說明 

教學目標 多元評量說明 

1. 能理解親密家庭關係對身心發展的

意義。 

⚫ 「家庭事件簿─家人親密關係檢

測」學習單 

2. 適切表達對家人的愛，以增進家庭

的親密關係。 
⚫ 「家庭親密購物台」學習單 

3. 認識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

庭)暴力所造成的身心傷害與影響。 

⚫ 「擁抱親密防暴家-戀愛關係暴力

知多少?、家庭暴力事件簿」學習單 

4. 澄清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

庭暴力)的迷思，明智抉擇以尋求相關資

源與協助。 

⚫ 「擁抱親密防暴家-家庭暴力事件

簿戀、遠離家暴行動 GO」學習單 

5. 能尋求適切的資源以解決親密關係

(戀愛/婚姻/家庭暴力)之暴力問題。 

⚫ 影片「家庭暴力防制－婚姻篇、疼

痛篇、反家暴」提問 

6. 了解幸福人生的意義，規劃親密關

係(戀愛/婚姻/家庭暴力)發展的藍圖。 
⚫ 「「與幸福有約」學習單 

的迷思，做出明智抉擇以尋求相關資源

與協助。 

5. 能尋求適切的資源以解決親密關係(戀

愛/婚姻/家庭) 暴力之問題。 
3.0 0.6 57.8 37.3 

6. 能了解幸福人生的意義，規劃健康親密

關係(戀愛/婚姻/家庭)發展的藍圖。 
3.0 2.4 55.4 38.0 

整體平均 2.7 1.8 58.7 36.8 

 

 

非常 

不喜歡 
不喜歡 喜歡 

非常 

喜歡 

1. 我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

程主題 

2.4 3.6 68.1 22.3 

2. 我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

學活動 
2.4 3.0 57.2 36.1 

3. 我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

材(影片、簡報、學生手冊…等) 
1.5 2.5 62.4 33.6 

整體平均 2.1 3.0 64.2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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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學生與親子共學手冊之學習單填寫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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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結論與建議 

一、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起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方案，強調以生活技

能導向，並連結家長參與與親子共學等策略，課程介入後由學生問卷前後測調查

得知學生提升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認知、態度與自我效能，以及學生有高度的課程

滿意度與參與度： 

1. 問卷調查學生：九年級 5個班級共 116位學生，男生 52.6%、女生 47.4%。 

2. 介入後學生整體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知識(共 8題)答對率由 76.2%增加為

91.3%，達到校本指標 85%。t檢定分析，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知識呈現顯著進步。 

3. 介入後學生整體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正向態度(共 6題)由 3.48(69.9%)增加為

3.78(75.6%)，達到校本指標 75%。t檢定分析，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態度呈現進

步趨勢，但未達顯著。 

4. 介入後學生整體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自我效能(共 10題)由 3.62(72.4%)增加為

3.97(79.4%)，達到校本指標 75%。t檢定分析，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自我效能呈

現顯著進步。 

5. 網路性騷防制素養表現得分呈現略有進步趨勢。網路交友性騷防制素養表現率

(共 12題)為 85.0%，表示認同程度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達到校

本指標 85%。 

二、心得與建議 

1. 性教育課程應重視實證與成效評估，課程得以持續改進推動 

        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學模組，基於學校本位精神與健康促進

學校裡念，並能重視評價機制與績效，並做為修正與改善參考。 

2. 學校推動性教育課程活動可再加強 

(1) 增加性教育教學時數，生活技能的教學需要更充分的時間進行重複

演練與示範，方能達到較理想的學習效果。 

(2) 性教育課程介入應與全校性健促活動搭配進行相較，單純只有全校

性健康促進活動的話，其教學影響力就顯得較為薄弱，僅在知識層

面有顯著的效果。愛的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學模組成效評估

顯示要達成改變態度與行為意向等較深層的教學目標，仍有賴系統

化且內容涵蓋完整的課程設計與熟練的教學技巧引導，而主題式的

活動介入型式則較適宜以輔助角度配合課程單元實施，透過提供多

元化的能力展現機會讓學生學以致用。 

3.性教育課程應連結家長參與與親子共學 

    對於學生性教育議題，假如教師或家長都形成一種片段式的參與過程，必



46 
 

然是學歸學，生活歸生活，違背將所學實踐生活中的教育宗旨。健康促進學

校強調家長與學校一起合作，共同支持與促進學生性健康，做法上重視家長

參與  (Parent  Engagement in schools)，強化「學校－家庭－社區」夥伴

關係，在網路交友安全課程中，可以增加家長在家庭的角色，家長協助子女

性教育學習重要的是陪伴、傾聽、 互動、討論、 監督、獎/鼓勵等。未來性

教育課程應思考家長參與三個面向 

（1） 連結(connect)：政策支持使家長有最大參與、設計促進家長參與健

康活動 

（2） 參與(engage)：提供在家學習的策略、鼓勵學生教導家與長家長鼓勵

孩子學習 

（3） 支持(sustain)：配合家長適合的時間與促進家長參與的策略 

      透過學生學習歷程與表現，我們欣慰積穗國中「培養孩子生活能力、陪伴

孩子快樂成長，擁抱健康的、美麗的青春歲月！」，這也是「健康素養導向」愛的

夢想家-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性教育模組課程教學活動努力的目標！  

 

八、參考資料 

1.  教育部國教署(2014)，特殊教育學生性教育教材，教育部國教署特殊教

育網路中心-特教教材分享平台

https://www.aide.edu.tw/Resources/GenderEqual.aspx 

2. 性教育教學資源網 http://sexedu.moe.edu.tw/（教育部委託杏陵基金會

運作）：提供之內容：活動公告、新聞新知報導、時事評析、師資人才、

性教育資源庫、課程教材，包括政府單位、民間相關組織以及出版社所

出版協助現行學校性教育教學相關之教科書、教案、繪本、手冊、單張、

海報、影音媒體、實體教具…等），以及性教育社群平台 

3. 愛學網 –國家教育研究院性別平等教育影片與學手冊，網站：

http://stv.moe.edu.tw/co_stv.php?cat=106693&c=106700&show=2 

  

https://www.aide.edu.tw/Resources/GenderEqua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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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北市積穗國中 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 

九年級學生調查問卷(前測) 

親愛的同學你好：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學生對於「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育的現

況，你的寶貴意見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並使此研究能更加順利成功。在填

答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舉手發問，非常感謝你的用心作答! 

敬祝    健康  快樂                     積穗國中 敬上  2017 年

12 月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 

1. 班級： _________班   座號：           

2. 性別：□(1)男  □(2)女 

 

第二部分：知識題 

對於下列敘述，是否屬於親密關係暴力情形： 
(1) 

屬於 

(2) 

不屬於 

(3) 

不知道 

1. 身體上的傷害行為(如：徒手或以物品攻擊對方、毆打對方)    

2. 高壓控制、禁止對方與家人朋友聯繫、造成其人際上的孤立    

3. 言語上侮辱    

4. 跟蹤或是監視    

5. 傷害對方重要的人事物(如：踢、打寵物)，讓對方害怕    

6. 控管對方的金錢，對方無法任意花費    

7. 強迫對方發生性行為    

8. 在網路上或其他通訊網絡散播傷害當事人身心或名譽的照片

以及留 
   

 

第三部分：態度題 

填答說明：本部份是想瞭解你對下列敘述的看法，請針對各題目選出最符合你想法的選項，

在相對應的欄位內打「✓」。 
 

我對下列敘述的看法：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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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在我們的社會是個值得

被重視的嚴重問題 
     

2.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對健康的身心影響大都

是短暫的 
     

3.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其實是外人不應該插手

介入的家務事 
     

4.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也應該為暴力的

發生負起責任 
     

5. 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選擇不離開，就

應該承擔繼續受暴的後果 
     

6. 是如果目睹或聽聞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的

發生，我願意設法制止或是伸出援手 
     

  

第四部分：自我效能 

填答說明：當發生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時，採取以下行動你自己的把握程度有多

少？請針對各題目選出最符合你想法的選項，在相對應的欄位內打「✓」。 

 

假使自己目睹或聽聞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事

件的發生時，你對以下行為的把握程度是多少？ 

（1） 

完全沒 

把握 

0% 

（2） 

有少許

把握 

25% 

（3） 

有一半

把握 

50% 

（4） 

很有 

把握 

75% 

（5） 

完全有 

把握 

100% 

1. 我願意報警      

2. 我願意撥打113保護專線      

3. 我願意給當事人相關求助資源(如：110、113、

1999) 
     

4. 我願意出面制止      

5. 我願意了解當事人的處境並且給予關懷      

6. 其他：請填寫(                        )      

假使你自己遇到了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事件

時，你對以下行為的把握程度是多少？  

（1） 

完全沒 

把握 

0% 

（2） 

有少許

把握 

25% 

（3） 

有一半

把握 

50% 

（4） 

很有 

把握 

75% 

（5） 

完全有 

把握 

100% 

1. 我會保持冷靜。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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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會大聲呼救。      

3. 我會逃離現場      

4. 我會立即求助(110/113/1999)      

5. 我會不要暴力來報復      

6. 其他：請填寫(                        )      

♥請檢查，不要遺漏任何一題，謝謝填答。 

 

(後測)增加題目 
填答說明：本部分是想瞭解你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主題課程」的看法，請針對

各題目選出最符合你想法的選項，在相對應的欄位內打「✓」。 
 

本次的課程對我學習「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程」

的幫助程度： 

(1) 

非常 

沒幫助 

(2) 

沒幫
助 

(3) 

有幫助 

(4) 

非常 

有幫助 

1. 能理解家庭親密關係對身心發展的意義。     

2. 能表達對家人的愛，以增進家庭的親密關係。     

3. 能認識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庭)暴力所造成的

身心傷害與影響。 
    

4. 能澄清親密關係暴力(戀愛/婚姻/家庭暴力)的迷思，做

出明智抉擇以尋求相關資源與協助。 
    

5. 能尋求適切的資源以解決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庭暴

力)之暴力問題。 
    

6. 能了解幸福人生的意義，規劃親密關係(戀愛/婚姻/家

庭暴力)發展的藍圖。 
    

本次的課程的喜歡程度 非常 

不喜歡 

不喜
歡 

喜歡 
非常 

喜歡 

1. 我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課程主題     

2. 我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學活動     

3. 我對「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防範」教材(影片、簡

報、學生手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