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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簡介

本校位於嘉義縣朴子市，是一所中型女子學校，全校28班，學
生數795人，教職員工約79人。

學校總面積：2.4公頃

本校師生無人吸菸，校園二手菸來源為校外人士，以推動拒菸、
勸導家人拒菸為目標。

102、103、105學年承辦全縣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性教育(含愛滋
病防治)研習三場次。

健康促進學校獲獎紀錄-全國(101年~107年)
101年健康促進國際認證銅質獎、

105年健康促進國際認證銀質獎

103年、104年教育部健康促進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佳作

105學年健康促進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全國優良

105學年健康促進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成效評價報告優良

106學年度視力保健績優學校

106學年度視力保健成效評價報告特優



全人性教
育、愛己
尊重人

全人123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策略

一個核心價值: 愛
兩個面向: 自尊、尊人
三道防線: 延後婚前性行為

較安全性行為
事件發生後的求助與處置

性教育應該反映
正面的健康價值



貳、健康促進學校SWOT分析(一)
六大
面向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一、
學校
健康
政策

1.設立健康促進委員會，
且每學期召開會議。

2.學校根據性別平等教
育法訂立相關法則，成
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每學期召開相關會議。
3.擬訂友善校園計畫、
紫錐花計畫、性教育(含
愛滋病防治)實施計畫、
環境教育實施計畫、傳
染病防治辦法，落實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
工作。

1.健康促進委員
及性平委員對
學校性教育工
作認識不夠。
2. 受升學主義
影響，難以落
實健康政策。

1.為本縣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
治) 議題中心學
校，每年接受
補助經費。
2.學校行政人
員辦理相關健
康促進議題，
推動政策意願
高。

1.健康促進議
題眾多，難以
全面兼顧，難
以全面持續推
動。

二、
學校
物質
環境

1.本校小而美，重建後
校園建築規畫完整。
2.健康促進議題融入班
級生活守則。

健康中心空間
不足

1.獲經費補助，
設置健促走廊、
補助觀察床兩
張。
2.校舍重建後，
擬重新規劃健
康中心符合教
育部標準

周邊道路狹窄，
噪音、車流量
多



貳、健康促進學校SWOT分析(二)
六大
面向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三、
學
校
社
會
環
境

1.本校教職員師生
相處融洽，整體氣
氛和諧，能建立正
向的支持性人際關
係。
2.各處室提供良好
諮詢與支持系統。

學校教師對性
教育了解不夠
深入

1.行政單位能充
分了解及運用
校外相關資源。
2.本校教師能與
學生家長建立
良性互動，並
藉由電話、晤
談等方式進行
溝通與了解。

1.部分家長忙於工
作，易忽略家庭教
育的重要性，進而
影響學生健康自主
管理、溝通、協商
及建立良好人際關
係等能力。
2.願意與學生談論
與性相關議題的家
長很少。

四、
健
康
教
學
與
活
動

1.融入健康與體育
課程教學，設計性
教育有關之教學
與活動。
2.性教育議題融入
各科教學活動。

1.健康教育及
綜合活動課程
時數有限，難
以全面實施性
教育。
2.以性教育議
題融入課程成
效有限。

1.學校支持教師
參加校外各項
性教育增能研
習並鼓勵於教
學中實施。
2.行政單位能積
極邀請專業人
士對學生宣講。

整體社會大環境仍
以｢考試引導教學」
為主流，因此非升
學考試科目較容易
被忽略。



貳、健康促進學校SWOT分析 (三)
六大
面向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五、
社區
關係

1.朴子醫院、長庚醫院、
救國團，可提供相關資源，
並舉辦相關性健康促進活
動。
2.家長參與得勝者真愛守
門員課程教學。
3.與社區衛生所結盟，寒
假辦理健康促進性教育營
隊
4.長庚醫院醫師入校宣導
HPV疫苗及性教育宣導。

家長忙於生計，
參加學校相關
活動的意願不
高。

1.學校鄰近衛
生所、朴子醫
院、長庚醫院，
可提供相關諮
詢服務。
2.本校鄰近廟
宇、基金會資
助學校經費。
3.家長對校方
多正面支持。

1.政府相關單
位部門能提供
或協助學校進
行性教育推動
之經費有限。
2.學校推廣議
題甚多，時間
有限，無法面
面俱到。

六、
健康
服務

1.輔導室設有兩位專任輔
導教師、一位兼輔教師；
健康中心有護理人員可提
供相關諮詢服務。
2.每年實施新生健康檢查。
3.性別平等委員會針對性
平申訴案件不定期開會。
4.國一學生每年接受政府
補助，施打HPV疫苗。

1.本校學生眾
多，護理師、
輔導教師難以
全面推動諮詢
服務。
2.近年校舍不
足，健康中心
空間較狹小。

1.本校健康中
心提供性生理
諮詢服務。
2.輔導室規劃
心理師定期到
校進行心理健
康諮商。
3.校舍重建後，
規劃符合標準
的健康中心空
間

1.學生性教育
問題日益增加
與多元，提供
服務人力有限。



參、校本性教育評估

校本
性教育

教養問題:家庭
功能不彰比例
佔全校學生數

約30％
性知識、性態度
分數，整體上表
現仍有待加強

單一性別學
校，缺乏青
春期兩性互
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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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運用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展性教育

有效
領導
行為

學校
性教育
政策

性教育課程與活動

性健康服務

性健康物質環境

性健康心理環境

結合社區家長

EX.性諮詢與輔導

EX.設置安全校園設施

EX.營造可談性的空間

EX.推展親子性教育

EX.學校對男
女交往、教
避孕、婚前
性行為、性
騷擾….等政
策

倡導

溝通

支持

監督

EX.大單元教學、
議題融入各領域



伍、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1.將「健康」列為學校願景之一，並將學校健
康促進計畫列入校務發展計畫方案。

全學年 各處室

2.學校健康促進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 106.08 學務處

3.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成立「性教育推動小
組」。

106.08
學務處

4.規劃辦理性教育健康促進學校研習課程，並
列入行事曆中。

106.08
學務處

5.愛滋病防治宣導月列入行事曆，並落實宣導。 106.12 學務處
6.性教育宣導週列入行事曆，並落實宣導。 107.02 學務處
7.邀請中央/地方輔導委員到校諮詢輔導。 107.02

107.04
107.05

學務處

8.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成效評量前測。 107.02 學務處

9.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成效評量後測 107.05 學務處

10.撰寫成果報告提供建議與檢討 107.06 學務處

11.成果發表與觀摩活動 107.06 學務處

一、學校衛生政策



1.實施校園安全檢核，檢視維修更新校園設施

以符合相關安全規定
學期初 總務處

2.設置性教育主題專欄櫥窗，張貼海報標語
全學年 學務處

3.落實巡堂機制，值週教師進行安全巡邏
經常性 各處室

4.定期檢測維修照明設施，確保校園安全
經常性 總務處

5.張貼校園危險角落地圖
全學年 學務處

伍、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二、學校物質環境



1.班級健康大使選拔 106.09 學務處

2.組織學生健康服務隊 106.09 學務處

3.教師研習:性別主流化研習 106.10 人事室

4.教師研習: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防制暨愛滋宣
導教育

106.11 輔導室

5.健康促進聖誕節親、師、生踩街活動 106.12 學務處

6.親師生健康促進活動:親、師、生籃球賽 106.12 學務處

7. 親師生健康促進活動:親、師、生躲避球賽 106.12 學務處

8.結合得勝者「真愛守門員」課程，推動「愛己
尊重人」的健康兩性交往課程。

107.02 輔導室

伍、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三、學校社會環境



伍、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1.嘉義縣105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前測 106.12 學務處

2.性別平等教育演講 106.12 學務處

3.健康促進親子問卷填寫 106.12 學務處

4.校外會:學生藥物濫用防制講座 107.01 校外會

5.衛生所-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親子講座 107.01 衛生所

6.班會議題:教育部愛滋病防治Daylight影片+討論發表 107.01 各班級

7.英語科融入教學:性別霸凌不要來 107.01 英文領域

8.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大單元統整教學 107.02 教務處
9.親子共學寒假反毒學習單填寫 107.02 學務處

10.綜合活動融入性教育-超性別男女 107.02 綜合領域

11.親職日-家庭教育演講 107.03 輔導室

12.綜合活動融入性教育-幸福協奏曲 107.03 綜合領域
13.衛生所-珍愛自己:生理保健衛教宣導 107.03 學務處
14.社會科融入教學:網路交友知多少?(青少年法律常識宣導) 107.04 社會領域
15.社會科融入教學:恐怖情人在身邊? 107.04 社會領域
16.嘉義縣105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後測 107.04 學務處
17.國文科融入教學:性平追追追新聞作文徵文 107.05 國文領域
18.二年級性教育創意舞蹈比賽 107.06 學務處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



伍、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1.成立愛心導護商店
106.09 學務處

2.衛生所: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營隊 107.03 衛生所

3.朴子市公所健康促進親子健走活動 107.03 學務處

4.嘉義縣慶祝國際婦女節活動:自由真女人、

幸福向前行

107.03 嘉義縣政府、
紅十字會、
環保局等

5.朴子國中健康促進踩街活動 107.01 朴子市公所

6.藥物濫用防制宣導:青少年浮士德 107.04 元大基金會

7.衛生所:真心相對(談兩性交往) 107.04 衛生所

五、社區關係



伍、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1.國一新生HPV疫苗注射 105.11；
106.04 長庚醫院

2.提供學生兩性相處與異性交往問題諮詢 全學年 健康中心
輔導室

3.辦理健康檢查，包括性生理之諮詢 全學年 健康中心

4.提供性平個案學生個別輔導或建立轉介機制 全學年 輔導室

5.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輔導小團體 全學年 輔導室

6.校慶活動設立健康闖關攤位 106.12 朴子醫院

7.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106.12 朴子醫院

六、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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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提升學生由愛出發，自尊尊人，對家、
對校、對社區的全人關懷，讓愛無所不在。

校本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動策略修正

依據第一次訪視輔導員建議:
本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介入策略
1.可增加人際關係性教育議題教學
2.掌握學生接觸色情媒體來源，教學策略介入

「健康有愛，安全無礙」性健康促進行動策略
-性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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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研究架構圖

「健康有愛，安全無礙」性健康促進行動策略
-性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與活動

性知識 性態度 愛滋關懷

青
春
期
生
理
變
化

性
騷
擾
'
性
侵
害

愛
滋
病
知
識
及
防
治

兩
性
交
往

避
免
婚
前
性
行
為

愛
滋
關
懷
行
動

性
別
角
色

青
春
期
因
應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於107.02.23 期初校務會議
將本實地訪視計畫告知全校
教職員工

鼓勵性教育議題融入各科教學
性教育親子宣導週
列入行事曆

杏陵基金會30000元
申請本縣性教育計
畫補助款46000元

性教育課程持續滾動修
正:邀請杏陵基金會、
本縣中央健促輔導委員
黃俊豪課程督學、程啟
鐘校長、李春輝校長固
定到校諮詢輔導。

一、學
校衛生
政策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二、學
校物質
環境

訂定場地設施開放規定，裝設對講機管制大門進出，
組訓服務隊、維護師生安全

張貼校園危險地圖、裝設監視設備，監控校園死角，
維護師生安全

彩繪人生-公共藝術設置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單翼天使成長團體

三、學校社會環境

反霸凌融入英語教學

為愛拒毒、升旗時反霸凌小短劇
演出

關懷弱勢、預防中輟

結合得勝者真愛守門員課程
-談兩性交往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三、學校社會環境

健康生活守則融入教室布置

愛的路上我和你課程研習健康大使校慶入班反菸宣導

親、師、生性侵害、性騷擾
防治課程及活動



健康教育教學單元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一、我的身體我做主 了解色情媒體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以及培養

面對色情媒體資訊的正確態度。藉由認識何

謂約會性侵害，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避免自己

陷入危險的情境中

二、青蘋果的滋味 帶領學生思考合宜的交往步驟，及討論人際(
朋友或情人)相處的諸多面向與注意事項

三、網路交友知多少 了解網路陷阱，並能應用拒絕、溝通技巧與

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關係

四、在人際關係中成長 經由肯定家庭教育及社會支持的價值，願意建
立正向而良好的人際關係，並應用溝通技巧與
理性情緒管理方式以增進人際關係。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健康教育校本性教育教案設計

根據校本性教育評估結果，並經由會議討論議題融入可行性之後，設計符合本校健康
教育教學單元及規畫性教育議題融入各科教學與活動，參與之科目有「健康教育」、
「國文科」、「英語科」「綜合活動」、「輔導活動」、「表演藝術」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健康教育性教育教學紀錄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教學紀錄表及上課照片

分組學習及活動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健康教育性教育教學紀錄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健康教育性教育教學紀錄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學生回饋

打擊愛滋學習紀錄健康的兩性交往學習紀錄

約會防暴學習紀錄 我的印象攝影回饋紀錄



本校國文領域編制閱讀與寫作本-為性而迷
惘的貴族子弟(由學生摘錄佳句並寫出感想，
藉此引導學生正向的性態度、性知識)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性教育議題融入國文科活動紀錄

敘述20世紀偉大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在青少年
時期對性的迷惘及好奇…..
因為文章中提到手淫，學生開始躁動，紛紛問
為什麼偉大的哲學家也會這樣?很”性奮”嗎?
所以我稍微修正了一下教學方向，配合健康課
生理構造及情慾自主課程教學，做延伸閱讀活
動。讓學生了解性欲為自然生理現象，但必須
做身體的主人，成為情慾自主之人為是

活動:在家庭中，你曾經主動跟父母談
「青春期生理的發展」嗎？
例如身體的變化、月經、夢遺…

動機:本校是女校，缺乏上課時間兩性
互動機會，因此提供「為性而迷惘的
貴族子弟」以青少男性為主的閱讀文
章給學生



週會表演實況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性教育議題融入英語科活動紀錄

英文科-英語讀者劇場A homey home without phony 
phones表演，一年級各班皆當延伸閱讀及表演活動

 

安排角色、分組練習

英語科教師覺得3C產品對學生引響
很大，包括網路交友、購物、看影片，
所有良莠不齊的資訊未經過篩選，是
對學生形成偏差行為的起因。



英文科-老師、學生回饋

1. 同理心、自我覺察-原本只是要讓她們將讀者劇場劇本走一遍，但
是學生覺得劇中家庭人物的角色跟自己家人很像，所以紛紛希望
再多演幾次(很愛演)。因為劇中需要模擬很多家庭氣氛例如中大
樂透很驚喜、被父母責備很愧疚、網路交友被班上同學排擠、父
親破產中風很傷心….學生表示對家人的工作有更多的體會跟認同。

2. 批判思考-由上氣氛，問及孩子心目中良好的人格特質，結果發現
大部分同學都會先想到外表，大眼睛、長頭髮….便開始引導他們
正向的人格即是可以交往的朋友。但是，人際關係要良好並不是
靠外表，腦袋裡裝的才重要。

3.溝通與倡導-談到劇中男性角色時，學生問及談戀愛的話題，教師
教師也教導他們跟異性相處注意事項。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性教育議題融入英語科活動紀錄

學生回饋紀錄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性教育議題融入公民科活動紀錄

動機:近來學生常看到恐怖情人的新聞事件，上課常跟老師討
論，因此藉由這次領域合作的機會設計了青少年法律常識教
學。並教導學生做自己的主人，避免被霸凌，以及學會保護
自己。
家長、學生反應:得知法律常識之後，對保護自己及知道自己
的權利有更多認知，不會因此受騙。

公民科-恐怖情人有找?

家長回饋:我覺得孩子性知識大約是
從網站上及朋友間得知，但是他們
得到的並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是有
時候自己也不知如何教育孩子性知
識，在家多半是身為母親的我在教
導她。現在覺得國中階段教導他們
正確觀念是很需要的。 恐怖情人-課堂活動(請學生依命令

行事，不准做自己，並問學生感覺
如何)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性教育議題融入綜合活動活動紀錄

動機: 身體界線-紅綠燈的設計是因為學生正在青春期發育階
段，要開始教導他們注意身體自主權，尤其是與異性交往需
要更謹慎。
學生回饋:國小男、女生都會打打鬧鬧，根本沒有什麼好擔心
的，但是現在上了國中，國小男同學看到女同學，有時候都
會有奇異的眼光或是對她們開玩笑，說胸部變大了，喝青木
瓜….，不尊重女同學的話語。所以將本課程加入對師長青春
期的訪問，讓他們了解師長也是經歷青春期的變化，學會尊
重自己及對方，且知道不要太早談戀愛。

綜合活動: 身體界線-紅綠燈

分組學習上課情形、自編教案、學習單成果紀錄



自編教案、活動情形

四、健康教學與活動-性教育議題融入輔導活動活動紀錄

輔導活動-性不性由你

1.教師回饋: 
國中生有時因為顧及友情，會跟同學
出入一些較危險之處，為教導學生適
當拒絕、做決定、、的技巧，設計本
課程。
引導學生討論及發表對於健康兩性交
往之個人想法，並強調有效拒絕對於
性 騷擾、性侵害的重要。
2.學生回饋:上完振崑老師的課程之後，
大部分學生表示，如果交異性朋友會
告知家長，若遇性騷擾會尋求家長及
師長的幫助，不讓家長、師長操心

我的金鐘罩-學習單



慈濟大學-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五、社區關係-1(與醫療院所結盟，辦理性教育相關活動)

衛生所性教育(含愛滋病
防治)親子講座

衛福部-性與毒品

長庚醫院-HPV疫苗宣導 校外會-毒品、愛滋防治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本校親、

師、生熱烈參與



五、社區關係-2 (家長參與學校性教育相關活動)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親子
成長營

校慶性教育親子活動問卷填寫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親子
籃球課

家長讀書會分享-知性時間你
我他(藉由閱讀教育，提升家
長性教育知能，分享彼此教
養方法)

校慶性教育親子活動-家長
cosplay入班



對兩性交往的態度-父母的貼心話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五、社區關係3-家長回饋

親師座談



1、陳太太:我對孩子的管教態度為保守，但是這些課程及活動之後，發現
性教育議題也使父母能獲得成長，希望學校往後也可以舉辦相關活動。
2、林太太:因朴中是女校，部分家長表示當初送孩子來就是因為要避免女
兒談戀愛，後來發現3C產品很發達，父母只禁止了他在學校的活動，但是
對異性的認識避免不了來自網路(或其他途徑)，所以覺得學校上性教育，
尤其是兩性交往這一部分對孩子是一種保護。
3.林媽媽:很感謝學校舉辦的性教育成長活動，讓我女兒知道國中生兩性的
交往須注意事項，也讓為人父母對現在青少年想法有更多認識。
4.陳爸爸:我對男女在國中階段交往是嚴格禁止的，所以我送女兒就讀女校。
但是聽這次講座、參加活動之後，發現我們是LKK，如果一直壓抑小孩，
反而讓他無知容易被騙，這樣後果更不好。
5.李爸爸:愛滋病本來大家聽了就怕，但是今天才知道他
的傳染途徑，比B肝還不容易傳染，所以下次女兒說要
參加關懷愛滋活動，我就會讓他去了。
6.吳媽媽:對女兒與異性交往我還是要管嚴一點，如果是
一般的男生女生朋友，是沒有關係的，但是要進女男女
朋友階段，國中還是不行，謝謝學校舉辦親子營讓我們
參加，發現父母也是需要成長的。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五、社區關係4-家長訪談、問卷回饋摘錄

訪談家長



陸、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過程紀錄
六、健康服務

國一學生HPV疫苗說明 本校護理師-生理期衛教宣導

國一學生HPV疫苗施打
本校護理師-衛教宣導



柒、執行成果與成效評量
一、量化評量

本次計畫透過性教育教學之介入，以3個班約

90位學生作為教學對象，並在教學前進行前測

並分析，之後經過約6節課之性教育教學在實

施後測，分析前、後測之教學成效是否有顯著

差異，作為日後性教育教學修正之依據。

二、質性評量

訪談健康教師授課建議，調查學

生、家長參與課程之滿意度，

作為日後性教育教學修正之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計畫

嘉義縣朴子國中前後測問卷分析結果



表二：教學內容個數與百分率 N=59
前測 後測

沒有教或
教的簡略

教的適中 教的詳細 沒有教或
教的簡略

教的適中 教的詳細

n % n % n % n % n % n %

1.青春期生理 8 13.6 36 61.0 15 25.4 3 5.1 26 44.1 30 50.8

2.懷孕 31 52.5 21 35.6 6 10.2 5 8.5 24 40.7 30 50.8

3.性別角色 5 8.5 38 64.4 16 27.1 1 1.7 24 40.7 34 57.6

4.性、愛、擇
偶與婚姻

32 54.2 20 33.9 6 10.2 1 1.7 22 37.3 36 61.0

5.愛滋與其他
性傳染防治

27 45.7 24 40.7 7 11.9 0 0 15 25.4 44 74.6

6.性騷擾與性
侵害

8 13.6 27 45.8 24 40.7 3 5.1 26 44.1 30 50.8

A. 性教育教學內容頻率

依據表一顯示，性教育教學內容在後測時，皆可達到九成以上的滿意(適中或詳細)，表示
落實性教育教學。



 

 

 前測 後測 

從未辦

理 

效果不好 效果好 從未辦理 效果不

好 

效果好 

n % n % n % n % n % n % 

1.專題演講 13 22.0 5 8.5 41 69.5 4 6.8 4 6.8 46 78.0 

2.宣導周或宣導月活動 21 35.6 5 8.5 33 55.9 5 8.5 6 10.2 43 72.9 

3.網站定期更新宣導性

教育 

15 25.4 13 22.0 31 52.5 7 11.9 7 11.9 37 62.7 

4.藝文競賽 34 57.6 3 5.1 22 37.3 19 32.2 5 8.5 28 47.5 

小結:1.依據下表顯示，後測性教育課外活動辦理在專題演講、宣導月活動皆有7成以
上的學生覺得效果好；網站定期宣導6成以上覺得效果好；藝文競賽方面約五成學生
覺得效果佳。因此未來會持續辦理專題演講及宣導月活動。
性教育藝文活動:融入教室布置及其他處室相關活動(例:慈孝在我家攝影、海報比賽、
品德教育、我的未來不是夢….等)。

表三:性教育課外活動辦理成效百分率分佈



性教育課程教學方法

依據下表所示:健康教師於說明上課規則、運用新聞或
生活實例、運用媒體教學於後測中，提升至8成以上；未來可舉辦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及多元評量的增能研習。



性教育課程教學滿意度:依據下表所示，後測有5成以上的學生覺得性教育
課程教學內容有幫助(同意及非常同意)，於【滿意教學方式】、【喜歡老師
教學方式】進步最多(+16.9%)。



朴子國中性知識答題 N＝59
1.青春期生理與懷孕6題，後測皆優於前測，答對率
最高為懷孕期間是沒有月經的(96.6%)；最低為女生
的月經有週期，男生的夢遺則沒有(50.8%)；其他題
目後測分數皆優於前測，顯示教學介入有成效。
2.性騷擾與性侵害4題，1、2、4 後測皆優於前測，
惟3.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是性騷擾和性侵害的受害者，
後測答對率(94.9)低於前測(98.3)，可再加強宣導。
3.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各題後測皆優於前測，
且達顯著差異，可見教學成效顯著。
4.兩性交往:各題後測皆優於前測，且達顯著差異。3.
如果對方提出分手，就是表示我這個人不好、對方
討厭我，這是一種面對情感挫折時的理性思考進步
最多。



*性態度答題:
一、雖然僅有【3.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
學，達顯著差異】。
二、其他各題目後測分數皆比前測高，前後測得分
雖無顯著差異，但由後測百分比可看出答題正向。

*危險知覺:前後測雖無顯著差異，但後測優於前測，
顯示學生態度正向。

*行為意向題:雖然僅有【3.在未來三個月內，如果我
碰到「性騷擾」或「性侵害」的狀況時，我會主動
向父母師長尋求幫助的可能性是…】答題呈顯著差
異，但是依據前後測達體百分比，有趨於正向。



本校於危險知覺、性知識、性態度、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
意向前後測比較後測成績皆優於前測，以性知識進步最多

表一：危險知覺、性知識、性態度、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意向前後測比較

前測 後測 比較
平均 SD 平均 SD t-test

危險知覺 4.04 .842 4.16 4.164 .873
性知識總分 0.68 .163 0.85 .849 5.787***

1.青春期生理與懷孕 0.66 .192 0.80 .797 3.813***

2.性騷擾與性侵害 0.87 .182 0.90 .901 1.043
3.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 0.58 .277 0.86 .855 6.271***

4.兩性交往 0.69 .283 0.87 .870 3.946***

性態度總分 3.03 .254 3.12 3.123 2.386*

1.青春期因應 3.39 .496 3.51 3.509 1.462
2.性別角色 1.92 .664 1.89 1.897 -.199
3.愛滋關懷 3.39 .488 3.58 3.582 2.605*

婚前性行為態度 4.60 .771 4.65 4.655 .409
行為意向總分 2.19 .586 2.27 2.271 .630
1.積極求助 2.11 .707 2.30 2.305 1.343
2.避免婚前性行為 1.16 .586 1.22 1.220 .574
3.愛滋關懷行動 3.48 1.158 3.22 3.220 -1.362
SD為平均數標準差，* p< .05；** p<.01 ***；p<.001



質性分析總結

1.更加了解兩性的相處

2.如何保護自己，尊重他人

3.了解有關性傳染病的相關知識，這些都令我更加地知道要
愛自己

4.歧視愛滋病人的態度須修正:愛滋並很可怕，但是愛滋病人
是很可憐的，沒有人想要得到這種病，所以不能歧視他們，
要加以關懷。

5.收穫滿滿!了解到有關愛滋病的知識。

6.建議:性教育課程可以多一點，我很好奇。



感謝
教育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訪視團
隊及本縣教育處對本縣的指導，中

心學校及種子學校獲益良多!



簡報完畢
感謝您的聆聽! 



簡報完畢
感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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