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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本校國中一年級女學生 2個班(本校為女校) 人數 48 人 

執行策略摘

要 
1.學校政策: 嘉義縣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實施計畫之擬定。 

2.增能研習: 

(1)嘉義縣 108學年度健康促進性教育共識會議；  

(2)以健康促進模式推動性教育課程及教學實務分享； 

(3)設計素養導向健康議題教學模組。 

3.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課程教學:設計校本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

實施國文、英語、視覺藝術科、輔導活動科等性教育議題(含愛滋病防治)跨領

域教學活動 

4.社區參與:運用社會資源辦理性教育活動-嘉義縣衛生局「用愛開箱，守護全嘉」

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紅草莓向毒品 SAY NO」到校進行反毒舞蹈劇場表演。 

5.家長參與:辦理家長親子座談；填寫健康促進性教育家長問卷了解家長對學校性

教育的認知及子女網路交友注意事項。 

6.學校環境:營造學校愛己尊重人之性教育之優質環境。 

7.健康服務:提供生理期照護、HPV疫苗注射、性騷擾及侵害申訴管道，並針對高

風險族群，提供高關懷個別諮詢輔導與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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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前後測問卷           前後測時距: 三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 

後測值 

M(SD) 或 % 
t 值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危險知覺比率 
3.42 

(1.227) 

4.609 

(1.105) 
4.405*** p<.001 配對 t 檢定 

 

性知識總分 
0.65 

(.157) 

1.0 

(0.123) 
14.802*** p<.001 配對 t 檢定 

 

性態度總分 
2.92 

(.431) 

3.03 

(.236) 
1.525  配對 t 檢定 

 

婚前性行為態度 
4.60 

(.771) 

4.65 

(4.655) 
.409* p< .05 配對 t 檢定 

 

行為意向總分 
1.92 

(.923) 

1.11 

(.352) 
-5.592*** p<.001 配對 t 檢定 

 

備註:SD為平均數標準差，* p< .05；** p<.01； ***p<.001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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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一、嘉義縣朴子國中「網路交友停看聽」講座回饋表、二、「健康有愛，青春無敵」

性教育問卷 

一、嘉義縣朴子國中性教育親子座談回饋表成效: 

1. 性教育親子課程辦理成效(摘述)： 

   (1)透過朴子國中曾崇賢校長的「網路交友停看聽」講座，以學校學生舊經驗提醒家長對國中

生兩性的交往須注意事項，包括身體自主權、愛己尊重人、發展休閒活動..等，學生及家長反應

良好。 

   (2) 朴子市衛生所李宜霈主任的「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分組

座談、角色扮演活動、有獎徵答的過程中，學生能說出青春期兩性在生理、心理的劇烈改變，以

及如何解決在青春期時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惑，包括兩性交往注意事項、懷孕問題、保險套教學、

性侵害防治、愛滋病傳染途徑及預防之道。 

二、健康促進性教育家長問卷:家長對學校性教育課程滿意度: 

(1) 「網路交友停看聽」講座：非常滿意  85  ％  很滿意 14 ％  滿意  1 ％  不滿意  0  ％ 

(2)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非常滿意  89  ％  很滿意 9 ％  滿意  2  ％不滿意  0  ％  

三、「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回饋(摘錄):  

1.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態度屬於禁慾教育，態度保守，但是學校進行「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

之後，家長發現青春期的孩子應經過親子正向溝通、互動，才能使父母及孩子雙方獲得成長。 

2.父母發現 3C產品很發達，只禁止了孩子在學校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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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尤其是網路交友這一部分對孩子來說是做好預防及保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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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性健康促進行動策略融入課程與活動 
 

摘要 

 

本縣(嘉義縣)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為止，感染愛滋病毒通報累計人數為 458 人，其中年齡群

15-34 歲感染人數占 270 人，顯示感染者年輕化及落實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此外，現今社會性觀

念的開放，提升高危險群如學生(含中輟生)及ㄧ般民眾對愛滋病、性病防治正確認知，實為降低

傳播率的不二法門。健康是不能等待的，在國中階段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應該反映正面的

健康價值，由家庭及學校做起，讓學生學會尊重，關懷，以健康的愛為出發點，才能守護青春，

常保安全無虞。  

本校經各項會議對學校本位的性教育進行評估後，於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網路問卷前、後

測中，介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行動策略，以國中一年級學生 48 人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為

了解本校國一學生性知識、性態度之概況，及學校性教育行動策略介入措施對學生危險知覺、性

知識、性態度、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意向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杏陵基金會提供之性教育問卷為本研究工具，並經由長庚科大陳敏麗教授指導修

正，且經由國文科、英語科、視覺藝術科、輔導活動等科目設計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融入

課程，教導以生活技能為主的性教育教學活動，並透過本校「網路交友停看聽」、「健康有愛，青

春無敵」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家長問卷等家長參與的活動設計，為性教育行動介入策略之研究

工具。主要介入策略如下: 

一、學校政策: 本校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實施計畫之擬定。 

二、增能研習:辦理嘉義縣健康促進性教育共識會議 、以健康促進模式推動性教育課程及教學實

務分享研習、參加生活技能健康議題教學模組設計、健康促進學校成果觀摩會。 

三、課程教學:設計校本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實施性教育跨領域教學活動；實施生

活技能融入性教育教學；運用社會資源辦理性教育活動。 

四、社區參與: 參加嘉義縣衛生局「用愛開箱，守護全嘉」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紅草莓向毒

品 SAY NO」到校進行反毒舞蹈劇場表演。 

五、家長參與:辦理「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邀請社區家長參與。透過回饋表，了解家長

對學校性教育的認知及子女異性交往注意事項。 

六、學校環境:營造學校愛己尊重人之性教育之優質環境。 

七、健康服務:提供生理期照護、HPV 注射、性騷擾及侵害申訴管道，並針對高風險族群，提供

高關懷個別諮詢輔導與衛教宣導。 

本校以健康促進六大範疇執行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措施 3 個月（參閱表 8），在執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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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計畫方案以求達到研究目的。 

本研究為以本校國中一年級 2個班 48人為樣本，採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單組實驗組接受前、後測方式進行。前後測距離三個月，以為本校性教育執行成效之

評價。性教育(韓)行動策略介入後之成效，其重要結論如下： 

一、學生在危險知覺、性知識、性態度、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意向等項目後測得分皆高於前測， 

   且經統計分析，在危險知覺、性知識、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意向等項目達顯著差異。 

二、性知識向度中，青春期生理與懷孕、性騷擾與性侵害、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兩性交往 

   等三個向度皆達顯著差異。 

三、性態度整體而言，學生性態度意願往正向提升，三個向度-青春期因應、性別角色、「愛滋關 

    懷」，後測成績比前測高，且達顯著提升。 

四、學生對於婚前性行為大多不同意婚前性行為之比例較為提升。 

五、大部分家長原本對學生與異性交往採保守、禁止態度。但是經過學校親子健康講座之後，提

升其親子正向溝通意願。 

 

 

關鍵字：性教育、性知識、性態度、、行動策略 

 

聯絡人： 沈怡妗(artbe227@yahoo.com、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 2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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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源起 

  一、研究背景 

本校位處於嘉義縣的一個市鎮，是一所中型女子學校，學校周邊網咖、檳榔攤林立。學區部

分學生（總數 1/3~1/4）為跨區就讀，來自鄰近鄉鎮(布袋鎮、東石鄉、六腳鄉)，家長主要以務農

及出外捕魚為生，社經地位較低落，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再加上由於近年來社會

變遷快速，年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家庭等家庭功能不彰比例佔全

校學生數的 30％。學生之生活、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因學區家長過度重視升學成績之錯誤

觀念影響，大部份的學生普遍不重視健康方面之相關課程及活動，家長對於學校舉辦之研習及活

動參與度也不高，因此，如何提高家長對本項計畫之認同進而結合家庭及社區資源以共同努力使

學校成為健康的場所為本校輔導重點工作。 

教育部 12 年國教的課程綱要強調素養導向的健康素養教育。正呼應了本校對健康教育的訴

求。研究指出，青少年健康素養不足對其健康知識、行為與健康結果都將造成不利影響，健康素

養高低與青少年吸菸、攻擊、冒險等行為均有關。因此，本校推動學校本位之性教育(含)健康素

養教學並與相關實務介入，可積極正向地提升學生健康素養與健康狀態。 

在推動健康促進活動努力多年所獲得的成果基礎下，考量針對學生健康素養的提升，本校在

下列幾個面向努力：1、規劃完善且制度化、系統化的校本衛生政策。2、鼓勵並支持健康教育教

師依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規劃並執行有順序性、連貫性、符合學生發展階段、健康素養導向、

技能本位的健康教育教學。教師實際教學時要以學生為中心，引導學生理解與應用健康概念，提

供學生練習與表現技能，將所理解的知能轉化為健康行為的機會。4、辦理更多元的家長參與及

社區參與的活動。5、規劃並建構更多適於學生分組討論的友善學習空間。未來，在實用且具有

學校特色的校本衛生政策擘劃引導下，採取相關策略，兼顧學校環境、氛圍、教學、資源與評鑑

等多元層面，在環境與氛圍上，型塑重視學生的健康與安全的價值，創造學校成為學生具備健康

素養，環境是友善、安全的生活學習場所。 

國中階段正處於青春狂飆期，青春期的學生，對外在的敏感，加上同儕比較心理，受社會、

文化、家庭的主流價值影響，因而產生許多的壓力。在心智尚未成熟，壓力調適、情緒管理、有

效溝通與問題解決等方面，需進ㄧ步的學習與適應。瞭解自己的生理及心理轉變，接受自己的成

長，我們才能學會尊重自己與他人、愛自己及愛他人。本校為女子學校，近兩年設置體育班、美

術班，始招收男學生，女學生比例佔94%。國中生對性的懵懂無知，容易因此受騙或不懂得自我

保護。而進行學校性教育的課程是為了做到預防且避免學生因不瞭解或弱勢，進而造成對個人、

家庭，甚至社會的問題，由以上因素，在學校推動性教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學生正確性知識及

性態度建立有努力的必要，我們透過行政與環境的支持、教學與行為實踐，及家長與社區配合等

方面努力，由下而上、由內而外，齊心推動校園性教育。若能在各領域課程及活動方面，適時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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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素養導向的性教育有關之教學與活動，藉由教導學生以「生活技能」為主的性教育，由學校性

教育政策與課程的實施，達到實際預防的效果，培養青少年對性的正向觀點，以提升「自尊」與

學習「真愛」為基礎的「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最終為學生提供「健康有愛」的全人教育，使青

春無價、青春無敵! 

二、校本性教育 SWOT分析 

以下依學校衛生政策、健康服務、健康教學與活動、學校物質環境、學校社會環境、家長參

與社區關係等健康促進六大範疇，進行本校 SWOT 分析與探討，瞭解背景與現況的優勢機會點

以及劣勢威脅點，作為擬定計畫之參考： 

表1:健康促進學校SWOT 分析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第一部分:學校基本資料 

一、學校 1.全縣性獲獎: 

(1)榮獲97、98、

99、103、104、105

學年度嘉義縣健

康促進學校輔導

訪視特優學校。 

(2)嘉義縣健康促

進學校輔導訪視

掛牌學校(連續三

年特優)。 

2.全國性獲獎: 

(1) 102年、103年

教育部健康促進

性教育教學模組

甄選榮獲佳作；

106年性教育教學

模組甄選榮獲優

良。 

(2) 101年健康促

進學校國際認證

銅質獎 

(3) 105年健康促

進學校國際認證

銀質獎。 

(4) 107年健康促

進學校國際認證

女學生人數多

，佔 94% 

 

1.積極改善校園

照明設備、廁所

設備 

2.南棟校舍重建

後，設備齊全。 

3.本校為性教育

議題中心學校

，經費補助、教

學資源較多。 

3.整合社區資源

舉辦活動。 

4.本校原為女子

學校，近兩年體

育班、美術班始

開始招收男學

生。 

 

1.本校位於市

區，週邊檳榔 

攤、KTV、網咖

林立。 

2.學校周邊道

路不寬，上、放

學交通不順暢。 

3.少子化浪潮，

教師面臨超額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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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金質獎。 

3.全校27班，學生

數678人，教職員

工約80人。 

二、學生 1. 純樸保守、善良

單純。 

2.本校近年來中輟

率為0 

1.學生問題解決

能力不足。 

2.易受不良影響

產生偏差行為。 

3.性教育相關之

健康素養不足(

例如同理心、溝

通、批判思考、

情緒管理….) 

 

規劃高關懷學

生課程及技藝

教育課程。 

部分學生學習

意願低落，無法

自主學習。 

 

三、教師 1. 教師流動率

低，教學資歷10年

以上的達七成左

右。 

2.熱心且相處融

洽。 

教師對性教育

課程知能缺乏。 

 

1.教師多半具備

相關輔導專業

知能及教學熱

忱。 

2.願意參加性教

育課程相關研

習。 

認為性教育課

程難以啟齒或

擔心掌握不佳

造成困擾。 

四、家長 1.信賴學校的政策

及教師的專業。 

2.純樸善良，背景

單純。 

 

1.學區家長非常

重視學科成績。 

2.對性教育保守

看待，認為是難

以啟齒。。 

1.對學校教育政

策配合度高。 

2.疼愛並保護小

孩。 

1. 家長忙於生

計，對於學校舉

辦之座談會參

與度低。 

2.弱勢家庭占

1/3，家庭教育不

落實。 

第二部分:學校性教育實施狀況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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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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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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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議題

眾多，難以全面

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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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畫、紫錐花計畫、

性教育(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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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二、學校物質

環境 

1.本校小而美，重

建後校園建築規

畫完整。 

3.健康促進議題融

入班級生活守則。 

無圍牆 學校獲經費補

助，設置健促走

廊，增進學校、

社區健康促進

學習氛圍。 

 

周邊道路狹

窄，噪音、車流

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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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處室單位

制度完善，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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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有關之教

學與活動:實施國

文、英語、視覺藝

術、輔導活動科跨

領域教學。 

2.性教育議題跨領

域教學活動。 

3.護理師具有衛生 

教育背景，協助 

部分之衛生教育 

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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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社區關係 1.朴子醫院、長庚

醫院、救國團，提

供相關資源，並舉

辦相關性健康促

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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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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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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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2.家長參與得勝者

真愛守門員課程

教學。 

4.與社區衛生所結

盟，辦理性教育健

康促進活動 

5.長庚醫院醫師入

校宣導HPV疫苗

及性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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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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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全額補助，免費

施打HPV疫苗。 

本校學生眾

多，護理師、輔

導教師難以全

面推動諮詢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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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心符合

部頒標準 

1.學生性教育問

題日益增加與

多元，提供服務

人力有限。 

 

 

三、校本性教育評估 

依據本校上述 SWOT分析與探討，進行校本性教育評估如下: 

(一) 教養能力薄弱值得重視:單親隔代教養、新移民家庭等家庭功能不彰比例佔全校學生數

約 30％。為了避免學生在性知識缺乏下，因弱勢而不懂得自我保護，希冀藉由性教育

增能，以提升學校親、師、生性教育相關知能及態度，做到預防且避免學生因不瞭解或

弱勢，進而造成對個人、家庭，甚至社會的問題，讓本校學生能保護自己、珍愛自己，

達成愛己尊重人，全人性教育的目標及精神。 

(二) 人際關係需互動成長:女學生占全校 94%，缺乏青春期兩性互動機會。 

(三) 網路媒體發達、人際互動頻繁，需學習性教育生活技能，以學會同理心、拒絕、溝通、

批判思考、解決問題等…..能力。 

四、文獻探討 

隨著社會環境之急速變遷，社會價值觀不斷的改變，衍生的青少年問題包羅萬象，包括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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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愛滋病感染等，皆是性教育的重要議題。教育部更在2008年推動校園性教育實施計畫，目

的是使學校真正重視相關課程，以下將針對青少年性教育現況、青少女生育率偏高、當前影響青

少年性態度與性行為的因素、等三個面向做探討。 

(一)、青少年性教育現況 

學校是宣教的場所，藉由學校教育的推廣可以讓性教育的目的收到普遍性的成效，以下是

2009 年杏陵基金會進行針對我國國中畢業生、高中職三年級學生校園性教育現況調查，結果如

表 2。 

表 2. 學校性教育內容調查 

 國中畢 高中職 

 沒有教或簡

略（％） 

教得 

適中（％） 

教得 

詳細（％） 

沒有教或簡

略（％） 

教得 

適中（％） 

教得 

詳細（％） 

青 春 期 生 理 16.0 57.9 26.0 9.9 57.5 32.7 

懷 孕 避 孕 34.0 45.1 20.8 11.8 52.4 35.8 

性 別 角 色 17.1 55.1 27.8 13.4 58.5 28.1 

性 愛 擇 偶 與 

婚 姻 家 庭 
28.8 51.7 19.5 15.8 56.1 29.2 

愛 滋 病 與 

其 他 性 病 
18.3 45.5 36.3 9.3 51.3 39.3 

性 騷 擾 與 

性 侵 害 
17.9 50.7 31.4 10.9 54.4 34.7 

(資料來源:教育部委託杏陵基金會進行我國校園性教育現況調查- 國小、國中畢業生、高中職三

年級學生晏涵文等（2009）） 

  從表 1的調查結果顯示，可以知道學校在性教育執行上，課程內容對目前的學生而言，皆可

以得到近八成的滿意（適中或詳細），國中部份在懷孕、避孕沒有教或教得簡略佔 34％；性愛擇

偶與婚姻家庭則佔 28.8％，相對之下較為不足，此結果顯示學校性教育的推展工作仍有待加強。 

(二)、青少女生育率偏高 

導致青少女生育率偏高可能有下列幾個因素，可提供學校在推動性教育議題上的參考： 

1.青少年性行為比率逐年增加、性態度較為開放 

    性行為比例增加且年齡層提早：根據行政院衛生署 1995 年及 2000 年針對臺灣地區 15-19

歲高中（職）及五專學生所做性知識性態度與性行為調查結果，2000 年已有性經驗的男生約佔

13.9％，女生約佔 10.4％，平均發生率為 12.15％，較 1995年之 10.4％及 6.7％略微提升。 

      2.媒體過度渲染情色議題，影響青少年性觀念與性價值觀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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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網路及媒體的發達，學生在欠缺正確的批判能力外，容易衍生出錯誤的認知及錯誤的價

值觀，甚至透過網路也可以輕易的至色情網站瀏覽下載色情圖片、影片，甚至透過網路進行交友

或援助交易，導致做出錯誤的行為。 

      3.性及性別暴力與兒童性交易問題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性侵害被害人性別統計資料顯示，2012年全國全年性侵害通報被害人數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問題：由早期因無知或被誘迫而淪入色情交易的雛妓救援、人口販運議題，至

近年來因社會變遷、價值觀偏差，出現許多自願性的援交個案，尤以網路援交更為嚴重。 

      4.愛滋病感染年輕化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資料顯示，愛滋感染人數不僅逐年增加，而且有年輕化趨勢，截

至 2013 年 9月止，國內愛滋感染人數計 25,954人，其中 15-24歲 5178 例（佔全年齡層約 20%），

且該族群九成以上是透過性行為傳染，顯見「不安全性行為」是傳播愛滋病的最主要途徑，造成

感染人數攀升及疫情年輕化。 

(三)家長參與對學校性教育的影響 

綜合上述有關台灣地區青少年性行為現況，以及對於諸多性教育議題的瞭解後，性教育已然

成為當今預防青少年有早發性行為，或宣導其應有安全性行為，或瞭解與尊重自己與他人身體與

自主權的重要管道。學校教育的發展包含分擔許多昔日家庭教育的教養責任，因此，學校教育必

須由家庭教育的扎根做起。林明地（1999）認為家長參與係指任何足以讓家長加入教育過程的活

動形式，這種參與包括在學校內發生的，也包括於校外與家中進行的活動。Chavkin 和 Williams

（1984）也將家長參與定義為：「家長在家或是在學校的教育歷程中，參與子女各種的活動」。 

而侯世昌（2002）綜合學者的看法，認為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重要性有以下幾項： 

（一）幫助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狀況，增強親子關係：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可減低家庭

與學校間的不連續性對學生的影響，使學生的學習更具有連貫性及整體性。同時亦可透過一些活

動設計，增強親子關係。 

（二）有利於學校政策的推動，提昇學校效能：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使家長和學校有更多的

溝通管道，家長因而可了解學校辦學的目標與方向，不致產生誤解，學校的政策計畫也因此更可

獲得家長的支持與協助，使學校更具有效能。 

對許多家長而言，並未全然將孩子的教養權責加諸到學校，學生的學習成就除了受學校課程

安排及教師素質優劣的影響外，家長的參與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如果缺乏家長的支持，學校教育

很難發揮其預期的功能，尤其對於性教育而言，本縣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仍深植人心，因此，

家長參與學校性教育課程，進而推廣性教育相關認知，導正其原本重男輕女的偏見，可說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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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而性教育不只談懷孕、避孕的教育，而是要讓青少年朋友們，在人際關係、兩性相處上

能夠做得更好(晏涵文，2007)。因著如此，藉由家長參與學校性教育來提升親子此議題的相關知

能，進而導正國中生性態度。 

由上述可知，影響青少年對性的認知與行為的內在因素（對性的不瞭解）及外在因素（來自

媒體及網路的誤錯觀念），應該由家庭教育的根本做起，透過家長參與學校教育及的方式去加強

導正，也是學校教育應積極去面對、解決的問題。 

貳、研究目的及計畫期程 

一、研究目的 

依據本校 SWOT分析，本校性健促小組擬定以下研究目的，設定三大研究變項及兩大指標，

詳述如下： 

（一） 提升目標學生性知識：包含青春期生理與懷孕、身體自主權、性騷擾與性侵害、愛滋與其他

性傳染病防治及兩性交往之認知，後測提高10%。 

（二） 提高學生性健康促進態度：學生拒絕婚前性行為態度；建立青春期因應、性別角色、愛滋關

懷之正向態度。後測提高5%。 

（三） 增進學生接納愛滋感染者意願：愛滋關懷之意願，後測提高10% 

根據五大研究變項後，我們搭配運用適合的評估指標進行過程評量，包含以下兩大類指標： 

（一） 量性指標：透過前測及後測問卷得知學生知識及態度的改變程度。 

（二） 質性指標：觀察學生是否參與踴躍、蒐集家長對各項活動之正面評價。 

二、計畫期程 

本計畫預定計畫執行期間為 108 年 11 月至 109 年 6 月。本計畫經主管會報、校務會議討論

並召開相關會議，制定相關教學課程統合以融入現有課程。以下為計畫期程： 

一、第一階段形成共識期（108 年 11 月－109 年 1 月）： 

成立健康促進委員會，訂定本校性教育（含愛滋防治）計畫及發展策略，凝聚學校內部共識，

整合各處室資源，建立健康促進支持性環境。另外，組織健康促進性教育議題校群聯盟，透過縣

內共識會議及輔導委員到校訪視，進行策略聯盟分享與觀摩，達到經驗學習及互助合作。 

二、第二階段穩定發展期（109 年 1 月－109 年 5 月）： 

結合新課綱精神，以「自發」、「互動」與「共好」為理念，設計「生活技能」為素養導向課程與

活動，將性教育（含愛滋防治）「教學模組」融入課程教學中。以本校一年級學生48人為樣本，

參考性伶醫學基金會性教育(含愛滋防治)前、後測問卷，經長庚科大陳敏麗教授修正後，採準實

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單組實驗組接受前、後測方式進行。前、後測時間距離三

個月。實驗組接受健康促進六大範疇的介入措施，以作為後續成效評價報告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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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階段評鑑觀摩期（109 年 5 月-6 月）： 

透過成效評價報告量化、質化資料分析，整合各處室資源，研擬日後校園性教育（含愛滋防

治）目標及教學實施策略。 

叁、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以本校國一學生 2個班，學生 48人為樣本，採準實驗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單組實驗組接受前後測方式進行。前後測時間距離三個月。研究設計如表 3： 

表 3. 研究設計 

  週數 

組別 

前測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 第 12 週 後測 

實驗組 
 
 

O1+X1+X2+X3+ X4 + X5 +…..                                                                O2 

 
                                                                                    

1. O1—嘉義縣性教育(含)問卷前測 

2. O2—嘉義縣性教育問卷(含)後測 

3. X1—本校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實施計畫之介入 

4. X2—參與嘉義縣健康促進性教育共識會議及增能研習、以健康促進模式推動性教育課程

及教學實務分享研習、設計素養導向健康議題教學模組。 

5. X3—「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課程教學:設計校本性教育(含)教學模組；實施性教育跨

領域教學活動(國文、英語、視覺藝術、輔導活動科)。 

6. X4—社區參與: 運用社會資源辦理性教育活動-嘉義縣衛生局「用愛開箱，守護全嘉」

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紅草莓向毒品 SAY NO」劇團到校進行反毒舞蹈劇場表演。 

7. X5—家長參與:辦理「正向親子關係」家長親子座談，健康促進性教育家長問卷了解家

長對學校性教育的認知及子女網路交友注意事項。 

8. X6—健康服務: 提供生理期照護、HPV疫苗注射、性騷擾及侵害申訴管道，並針對高風

險族群，提供高關懷個別諮詢輔導與衛教宣導。 

9. X7—營造一個「健康有愛」之「愛己尊重人」之學校優質環境。 

  二、研究工具 

本校除了成立健康促進推動小組積極推動性教育健康促進活動，與各領域(國文、英語、輔導活

動、體育、表演藝術)等科目，執行性教育議題課程融入知教學設計與活動。並對執行項目不定期討

論，對計畫做滾動式的修正。以下透過表格說明研究工具的運用，如表4。 

表4.研究工具說明 

編號 項目 實施時間 

量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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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促進性教育(含)問卷前測 108.11 

2 健康促進性教育(含)問卷後測 108.03 

質性資料 

3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健康大使選拔實施計畫 108.09 

4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健康通學步道美術比賽辦法 108.10 

5 健康教育課程單元活動 

1.我是大編劇 2.網路茫茫   3.人際關係你我他 

全學年 

6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家長及社區活動紀錄、學生學習紀錄 全學年 

7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性教育融入國文、英語、輔導活動科教

學與活動、學生學習紀錄 

全學年 

 

三、 組織職責與分工 

本計畫整合校內、外各資源，並諮詢專家學者建議，藉由學校社區內、外資源的整合，共同

推動性教育(含)工作。108 學年度健康促進委員會，各成員之職稱及工作項目如表 5。 

表 5 朴子國民中學性健康促進學校工作小組-成員組織表 

計畫職稱 姓名 單位及職稱 工作項目 備註 

專案顧問 晏涵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

教授暨杏陵醫學基金會

執行長 

提供行性教育(含)實施計畫專案

諮詢 

 

專案顧問 鄭其嘉 
輔仁大學暨杏陵醫學基

金會主任 

提供行性教育(含)實施計畫專案

諮詢 
專案計畫主持人 

輔導教授 余坤煌 國立嘉義大學教授 
提供行性教育(含)實施計畫專案

諮詢輔導 
中央輔導委員 

諮詢委員 陳敏麗 長庚科技大學副教授 學校性教育(含)之諮詢與建議 中央輔導委員 

諮詢委員 李春輝 大鄉國小校長 學校性教育(含)之諮詢與建議 中央輔導委員 

諮詢委員 黃俊豪 退休校長 學校性教育(含)之諮詢與建議 中央輔導委員 

諮詢委員 鄭宛宜 朴子醫院護理師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區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主任委員 曾崇賢 校長 
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

調 

 

執行秘書 鄭佳霖 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性教育(含)融入

學校常規，並協助行政協調 

 

委員 莊曜旭 教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性教育(含)融入

教學課程，並協助行政協調 

 

委員 陳建宏 輔導主任 
研究策劃教職員及學生健康心

理輔導，並協助行政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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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沈維斌 總務主任 
執行計畫經費之督導，並充實性

教育(含)相關之硬體設施 

 

委員 黃彗媚 會計主任 
負責校園各項性教育（含愛滋防

治）計畫之經費核銷。 

 

推動人員 沈怡妗 衛生組長 
研擬並撰寫計畫，活動策略設

計及效果評價、成果報告撰寫 

 

推動人員 陳玉鑾 護理師 

身體健康狀況及需求評估，活動

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

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推動人員 凌于雯 教學組長 
策劃，督導性教育(含)融入各科

教學課程 

 

推動人員 劉倞君 設備組長 
性教育健康網路網頁製作及維

護 

 

推動人員 陳泳存 生教詛長 
督導性教育(含)融入學生之生

活常規 

 

推動人員 李進中 體育組長 
體育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

價，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推動人員 
各領域

教師 

教務處 

專任教師 

進行性教育（含愛滋防治）完整

課程設計、採取有效教學策略、

執行相關課程設計活動及多元

性評量。 

 

推動人員 
各班 

導師 

學務處 

導師 

進行性教育（含愛滋防治）課程

融入設計、執行相關課程設計活

動及多元性評量。 

 

推動人員 蔡志信 家長代表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團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本校家長會長 

推動人員 蔡心潔 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評估與活動

及協助班級與行政單位之聯繫 

 

推動人員 李宜霈 朴子市衛生所主任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

區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務 

 

推動人員 莊長源 社區推廣協會代表 
整合社區人力協助推展健康服

務 

蔡易餘立委服務

處執行長 

肆、研究過程與問題解決策略 

 本校十多年來皆肩負起本縣性教育議題中心學校之重責大任，對健康促進推動一向不遺於

力，唯社區家長對升學成績十分關注，使得健康教育課程時常被忽略，自七年前本校唯一一位合

格健康教育教師退休之後，為強化議題中心學校功能，增進學生健康素養導向課程，於 108學年

度開始，增聘合格健康教育教師兩位。本校每學期辦理教師健康促進相關議題增能研習，並鼓勵

健康教育教師參加教育部教學模組設計，也藉由學校全體教師的增能，進行性教育融入各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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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提升學生由愛出發，自尊尊人，對家、對校、對社區的全人關懷。因如此，由健康促進推動

小組評估學校本位性教育問題，擬定性教育(含)六大範疇執行策略及實施內容(表 6、表 7)且經

由各科教師於課程中融入性教育議題及活動，並對家長進行問卷訪談，希望學校與社區能教學相

長，提升家長對性教育的了解，以達到「健康有愛」的健康促進學校。 

表 6.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六大範疇執行策略 

六大面

向 

實    施    策    略 

（一） 

學 

校 

衛 

生 

政 

策 

1.將「健康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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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規畫校內推動組織與人力配置，組織工作小組：整合各處室、教師、學生代表、專家

學者及家長代表組成推動小組，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檢討現有作為，並按照實證導向的

精神推動及落實，相關計畫及成果送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3.依行政執掌另組工作小組並配合學校行政會議召開會議，滾動修正推動措施。 

4.校內所有成員每學期均需參與學校衛生相關研習。 

5.將性教育宣導週、宣導月列入行事曆，並落實宣導。 

（二） 

學 

校 

物 

質 

環 

境 

1.落實校園安全檢核，檢視維修更新校園設施以符合相關安全規定並確保人員能正確了

解使用。 

2.建立危急及災難應變機制，擬定複合式防災計畫並定期演練。 

3.提供足夠的衛生設施與安全用水並確保清潔衛生(定期檢驗水質)，鼓勵多喝白開水，

不喝含糖飲料，以促進國中生生理健康。 

4.擬定學校綠美化計畫，鼓勵師、生參與並愛護校園，提升身、心、靈成長。 

5.定期檢測維修照明設施，確保學習環境光線充足。 

（三） 

學 

校 

社 

會 

環 

境 

 

1.結合友善校園計畫，落實教師輔導機制及正向管教。 

2.擬定榮譽制度及各班制定健康生活守則，鼓勵學生健康行為實踐。 

3.辦理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文康活動並擬定互助辦法，建立支持關懷制度。 

4.辦理生命教育活動，鼓勵學生相互關懷及珍惜尊重生命。 

5.律定教職員工生危機處理機制，建立標準作業流程以化危機為轉機。 

6.推動志工服務，鼓勵學生照顧弱勢族群並從事社會公益。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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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配合親職日，辦理社區家長性教育座談會。 

（四）

健 

康 

教 

學 

與 

活 

動 

 

1.設計以素養導向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教育課程，並納入課程總體計畫實施。 

2.以學生為中心結合社區相關議題或生活經驗，讓學生能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中。 

3.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議題教學融入國文科-愛在青春困頓時 

4.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跨領域課程:英語科-Only the Brave(反霸凌議題) 

5.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跨領域課程:輔導活動-如果天空不下雨。 

6.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跨領域課程:視覺藝術科-小紅帽日記 

7.成立健康衛生服務隊、環保義工隊，推動學校衛生及健康教育工作。 

8.辦各項師生性教育(含)健康體能運動競賽：  

（1）一年級-排球賽、籃球賽；一年級健身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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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年級-籃球賽；二年級性教育創意舞蹈比賽。  

（3）三年級-排球賽。  

9.結合友善校園計畫推動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及競賽。 

（五）

社 

區 

關 

係 

 

1.結合校慶、親職日活動，邀請家庭、社區相關人士或團體參與健康促進學校活動，並

公開表揚社區積極參與健康活動之人員。 

2.結合學校行銷計畫，積極參與醫療院所、救國團、校外會活動並參訪績優學校。 

3.建立安全維護網路及友善安全輔助措施，繪製學區及校內危險地圖，以確保師生安全。 

4.結合縣衛生局及朴子衛生所辦理健康通學步道美術比賽。 

5.與校外會、民間基金會、社區醫療院所結盟，推廣正確用藥、藥物濫用防制、、性侵

害、性騷擾及家暴防治、心理健康等活動宣導。 

6.參加嘉義縣衛生局「用愛開箱，守護全嘉」愛滋病防治宣導活動 

7.「紅草莓向毒品SAY NO」到校進行舞蹈劇場表演。 

（六）

健 

康 

服 

務 

 

 

1.結合社區醫療院所於校慶活動設立健康闖關攤位、進行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2.配合縣府學生健康檢查工作、HPV疫苗施打工作，做好家長通知及教育說明。 

3.善用學生健康資訊系統保存學生健康紀錄並注意個人隱私保密，並利用統計結果作為

作為校內衛生政策擬訂之參考。 

4.針對個案學生列冊管理，進行相關衛生教育，並依學校衛生法規定告知家長，視學生

需要轉介至醫療院所，進行矯治追蹤工作，並有紀錄可查，且依原因研擬相關改善計畫。 

5.罹患特殊疾病學生造冊管理，並分別擬定生活照護要點，持續關懷，掌握病情並紀錄

備查。 

6.邀請社工師、心理師介入性侵害個案學生的處理與輔導。 

 

表 7、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六大範疇執行內容 

六大

面向 
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進度 實施進度 主辦單位 

(一) 

 學 

 校 

 衛 

 生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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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 學務處 

3.召開健康促進委員會，成立「性教育推動小組」。 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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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 
學務處 

5.宣導月列入行事曆，並落實宣導。 108.12 學務處 

6.性教育宣導週列入行事曆，並落實宣導。 109.02 學務處 

8.校園性教育(含)成效評量前測。 
108.11 學務處 

9.校園性教育(含)成效評量後測 
109.03 學務處 

10.撰寫成果報告提供建議與檢討 
109.03 學務處 

11.成果發表與觀摩活動 
109.06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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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學 校

物 質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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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健促走廊及主題專欄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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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校

社會

環境 

1.班級健康大使選拔 108.09 學務處 

2.組織學生健康服務隊 108.09 學務處 

3.教師研習:正向的師生關係 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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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輔導室 

5.健康促進聖誕節親、師、生踩街活動 108.12 學務處 

6.親師生健康促進活動:親、師、生籃球賽 108.12 學務處 

7. 親師生健康促進活動:親、師、生躲避球賽 108.12 學務處 

8.結合得勝者「真愛守門員」課程，推動「珍愛自己」

的健康兩性交往課程。 

109.02 
輔導室 

（四）

健 

康 

教 

學 

與 

活 

動 

1.嘉義縣108學年度健康促進網路問卷前後測 108.11 學務處 

2.性別暴力預防及自我保護(現代婦女基金會) 108.12 學務處 
3.健康促進親子問卷填寫 108.12 學務處 
4.校外會:學生藥物濫用防制講座 109.01 校外會 

5.衛生所-性教育(含)親子講座 109.03 衛生所 

6.英語科融入教學:英語讀者劇場-only the brave(反霸凌) 全學年 英文領域 

7.輔導活動融入性教育議題-如果天空不下雨 全學年 各班級 

8.國文科融入性教育-愛在青春困頓時 全學年 一年級 

9.視覺藝術科融入性教育-小紅帽日記 全學年 二年級 

10.健康通學步道美術比賽 108.10 教務處 

（五）

社 

區 

關 

係 

1.成立愛心導護商店 108.09 學務處 

2.衛生所:性教育(含)健康促進講座 109.12 衛生所 

3.朴子市公所健康促進大手牽小手健走活動 109.01 學務處 

4.朴子市管樂健康促進踩街活動   

5.協辦校外會藥物濫用防制活動:「向毒品說不，青春

啟航」記者會 

108.11 
朴子市公所 

6.參加嘉義縣衛生局「用愛開箱，守護全嘉」愛滋病防

治宣導活動 

 
 

7.蕭靜文舞蹈團「紅草莓向毒品 SAY NO」到校進行

反毒舞蹈劇場表演 

 
 

(六)   1.國一學生 HPV 疫苗注射 108.04 長庚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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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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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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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子醫院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108.12 朴子醫院 

 

二、健康教育校本課程及性教育議題融入各科課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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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活動」、「表演藝術」，各科合作之教學內容分述如表8: 

表 8 健康教育教學單元與性教育議題融入各科課程與活動 

健康教育教學單元 

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一、我是大編劇 在知識多元傳遞的時代，青少年容易透過各種管道接收「性、愛及婚

姻」的相關資訊。青少年對於性及戀愛的好奇心及嘗試也隨著性生理

變化及環境影響而增加。本單元透過討論、角色扮演使青少年更能認

識自己、瞭解自己，熟悉身體在青春期產生的變化和困擾開始學習，

期盼能在建構正確知識和概念後，建立自尊，並瞭解與覺察自己、學

習彼此尊重。 
 

二、網路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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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際關係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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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教育議題融入各科課程與活動 

科目名稱 單元設計 教學內容 參考附件 

國文科 愛在青春困頓時 講述世紀文豪查爾斯．狄更斯年輕時的癡情，青春

時期的失敗戀情給了他向上的力量，因為愛情的激

勵進而成為了名作家，名揚天下。同樣身為青少年

的我們或許曾因曖昧或喜歡而做出傻事。經過一番

痛苦的掙扎，他選擇將悲傷化為寫作的動力，進而

完成了拍案叫絕的不朽名作 

 

英文科 Only the Brave 

(英語讀者劇場) 

內容為反霸凌議題。藉由關心女學生同儕團體間 

最容易發生的關係霸凌，透過英語讀者劇場的角 

色扮演，激發學生同理心，學習建立愛、自信及 

勇氣，學習接納自己、關懷他人，促進人際關係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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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科 小紅帽日記 1、 藉由大野狼與小紅帽繪本，培養學生欣賞、解 

釋與批評美術作品。 

2、 請學生繪製小紅帽故事，大野狼是陌生男子， 

在返家或外出途中，有哪些危險情境或地方需要注

意，例如，若是遇到陌生男子搭訕、性騷擾或性侵

害事件，要運用哪些健康生活技能? 

3、課堂討論 

 

輔導活動 如果天空不下雨 藉網路交友、約會強暴的議題，透過小組討論、 

發表、反思。提醒青少年對於網路交友應有警覺 

心，勿單獨赴約，並提醒家長注意孩子的交友狀 

況。 

 

 
三、課程教學修正-性教育議題融入各科課程及活動(各科教師回應): 

本校推動性教育(含)有學校推廣至社區，並融入家長參與與社區連結之教學策略，推動學生

生活技能為主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以建構優質性健康促進學習環境。各領域教師針對單元

設計執行性教育議題融入課程後，發現以下須修正的教學內容: 

1.【國文科教師】 

我們學校是女校，缺乏上課時間兩性互動的機會，國中生活和小學不大相同。有些人漸漸地

發現這幾年自己逐漸在改變，不論是在身體上或心理上。可能開始對愛與性產生興趣和好奇，可

能也從許多大眾媒體、報章雜誌、網路媒介或者同學朋友間得到相關訊息，國文科提供「愛在青

春困頓時」以狄更斯青少年產生愛戀的閱讀文章給學生，說明進入青春期後，身體開始發育、出

現變化，增加對於異性的好奇及愛戀，有所疑惑也是正常的，但是告白被拒絕之後，最重要的是

如何用正確且健康的管道紓壓並建立健康的正向態度是我們課程要學習的。在教學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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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語科教師】 

(1)我們領域覺得「反霸凌」的議題在國中階段十分重要，引導學生同理心、自我認同並關

懷他人，是很重要的，英語科藉由修正英語讀者劇場劇本 “Only the Brave”，探討關係霸凌，

及面對關係霸凌時應該如何處遇? 

(2)透過角色扮演及戲劇引導，劇中女學生失去雙親，面對同儕的關係霸凌時，經過自我覺

察及喚起學生同理心。因為劇中需要模擬很多被班上同學排擠的情形，分組的同學都演得很有

感，也很真實，知道被霸凌者的感受。劇中的女孩經由自我反

省、慢慢建立自信，經過精靈角色的穿插(給予愛、自信及勇

氣)，進而做決定改變自己，最終成為自我肯定、悅納自己、

受歡迎的人。 

    (3)批判思考-女主角是一位蓬頭垢面，不起眼的小女孩，

一開始成績很差。一個人的外表長相是你們交朋友的首要條件

嗎?其貌不揚的人，也許也有一顆善良的心，試著同理他人，

尊重他人。 

   (4)自我肯定與溝通技巧-女主角在故事的一開始，並沒有自我覺察到自己人際關係不佳的原

因，透過角色扮演，使學生了解人際關係的溝通技巧-先同理他人，反思自己待改進之處，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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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愛及自信。這些過程需要不斷地自我檢視及覺察，並且需要做決定。對學生來說是一種蛻變

的過程，重新審視自己及悅納自己，我們告訴學生:其實只要做了對的決定，方向就正確了。青

少年身心的成長很急速，學習成長是必要的一段過程。「愛和尊重」在人際關係的脈絡中十分重

要。 

此次一年級英文課融入教學，使學生感受到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有些家長在聯絡簿反應，這個戲

劇的演出對班上學生感情有升溫作用，他們回家會跟父母討論演出的情形，孩子說精靈的角色就

像老師、父母或同學，在上完課程之後，孩子學會對家長感恩及對幫助過他的同學感恩。 

3.【輔導活動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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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此課程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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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視覺藝術教師】 

現代藝術趨向多元與豐富的表達，國中階段是青春叛逆期，在我們的年代是青澀、拘謹的；現在

的國中生，對生活的熱情與活力是我們所高興見到的，但是這一份率真，在有心人士看來卻是可

利用的工具。為了增進學生生活技能的運用，防範性侵害與性騷擾，我們領域討論出「小紅帽日

記」，讓學生繪製自己的小紅帽日記，思索一下，在放學途中(或離家途中)，在路上有哪些需要

注意危險的地方，例如，遇到陌生人搭訕，性騷擾事件…? 

教學中的修正如下: 

國文科 

「愛在青春困頓時」是狄更斯對青春迷惘的作品，本校是女校，班上都是女生，對異性的接觸可

能是家人或補習班同學。因此，引導學生，兩性交往，要以正向溝通為主，且以團體赴約代替單

獨赴約。健康的兩性交往應該是建立在互信、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要懂得保護自己，且避免性行

為的發生。 

英語科 

(1)與學生一起讀完劇本之後開始分配角色，並讓學生注意押韻及情感的融入。 

(2)劇中需要模擬被班上同學霸凌、飾演孤女、幫助他人的精靈…等情節，學生表示對被霸凌者

的同理心，飾演霸凌者的同學也會覺得心虛(覺得自己的內心是醜陋的，還好意思霸凌別人!!) 

(3)由上氣氛，順便問及孩子心目中像要跟什麼人格特質的人做朋友，結果發現大部分同學都會

先想到外貌，美麗、帥氣、成績好。便開始引導他們正向的人

格(友善、尊重等)即是可以交往的朋友。人際關係良好並不是

靠外表，別人努力的過程很重要。 

視覺藝術科 

本校學生的生活單純，一天中最重要的精華時間都在學校及家

裡，所以有些同學不知道要畫什麼。 

因此，我們將教學設計修正成:如果你獨自一人搭公車到嘉義

市，途中會遇到什麼危險，畫出你的危險地圖-小紅帽日記。並經由課堂分組討論解決方法。 

輔導活動科 

健康的兩性交往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在活動中，為了使學生能具備同理心及溝通能力，請學生說出

「五大最不受歡迎的告白方式」，藉此增加學生互動的機會及多元的活動。學生在角色扮演中，了解

同理心不等於同情心；另外，在告白的過程中如何運用溝通及拒絕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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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教育課程及活動家長回饋:  

(一)家長參與學校性教育課程成效： 

   1.透過朴子市衛生所李宜霈主任「健康有愛，青春無敵」性教育的講座，提醒家長對國中生

兩性的交往須注意事項，包括身體自主權、愛己尊重人、發展休閒活動..等，學生及家長反應良

好，家長對性教育課程滿意度為 89%以上。 

   2.「網路交友停看聽」講座:分組座談、角色扮演活動、有獎徵答的過程中，學生能說出青春

期兩性在生理、心理的劇烈改變，以及如何解決在青春期時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惑，包括約會注

意事項、懷孕問題、保險套教學、愛滋病傳染途徑及預防之道，透過親子間的互動，增加家庭聯

繫的緊密度，部分家長表示，提醒自己要多多增加親子運動，以免孩子在青春叛逆期與家庭疏遠

了。家長回饋課程兼顧實際，且很多當前青少年問題是家長急欲協助孩子解決的，家長對此課程

滿意度為 85%。 

 (二)性教育健康促進親子座談課程實施過程及成效： 

   1.朴子市衛生所李宜霈主任「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透過影片分享，以兩性互動關係、

愛滋防治、愛滋關懷為主題，引導同學思考在成長的過程中如何培養健康的交往方式、並討論面

對與性相關的問題時，如何尋求解決方式;過程中，亦探討愛滋議題及愛滋懷，並加入討論活動、

角色扮演活動，使同學更加了解自己，並知道當自己產生疑惑時，如何尋求協助。 

透過親子角色扮演、價值澄清活動及有獎問答與家長學生探討兩性交往、保險套使用方法、愛滋 

病毒傳染途徑及威脅等等諸多觀念，引導同學在青春期時應懂得保護自己，並了解自己身體的構 

造與青春期的身體變化。 

  2.家長回饋： 

  (1)透過影片分享的過程，孩子能自我檢視自己，知道遇到性的問題如何尋求資源協助。 

  (2)小短片的欣賞與探討活動，讓學生由淺入深地了解性相

關知識。 

  (3)在角色扮演活動與有獎徵答的過程中，學生明白如何解

決在青春期時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惑，並知道如何面對成長

所帶來的改變。 

(三)健康促進家長問卷回饋 

1.大部分家長覺得透過性教育教學課程及活動，引導自己

與孩子思考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面臨的各項「性」議題，並

培養面對與「性」相關之問題時，合宜正確的態度，如遭

遇相關疑問，亦能透過親子互動的管道，尋求解答與協助。 

2.家長反映，學校設計健康課、國文課、英語讀者劇場、

輔導課能引導孩子在青春期時應懂得保護自己，進而使孩

子了解與他人交往互動時所應具備的正確觀念；在英語讀者劇場活動的過程中，學生會藉由向師

長及家中長輩求助，解決在成長時期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惑，並知道如何面對成長所帶來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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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對於性別平等、性侵害與性騷擾，以及愛滋病防治等議題亦列入教學活動中覺得收穫不少。

本校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態度為保守，但是學校進行性教育課程及活動之後，發現性教育議題也是

父母能獲得成長，希望學校往後也可以舉辦相關活動。 

3.大部分家長認為遇青少年兩性交往的問題時，學校課程能引導孩子多進行溝通、多傾聽，教導

孩子學會自我覺察，並能習得拒絕、倡導、或協商能力，運用於兩性的健康交往。本校是女學生

居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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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分為量性、質性兩部分，分述如下: 

一、 量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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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下表，

學生在危險知覺、性知識、性態度、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意向等項目後測得分皆高於

前測，且經統計分析，在危險知覺、性知識、婚前性行為態度及行為意向等項目達顯著

差異。 

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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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8 

 前測 後測 比較 

平均 SD 平均 SD t-test 

危險知覺 3.42 1.277 4.609 1.105 4.405*** 

性知識總分 0.65 .157 1.00 0.123 14.802*** 

 1.青春期生理 0.47 .281 1.00 0 12.470*** 

 2.性騷擾與性侵害 0.93 .148 1.00 0 3.098** 

 3.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 0.54 .327 0.99 0.369 8.930*** 

性態度總分 2.92 .431 3.03 .236 1.525*** 

 1.青春期因應 2.97 .497 4.24 .570 11.279*** 

 2.性別角色 2.05 .685 1.184 .458 -6.850*** 

 3.愛滋關懷 3.24 .681 3.66 .435 3.843*** 

婚前性行為態度 4.60 .771 4.65 4.655 .409 

行為意向總分 1.92 .923 1.11 .352 -5.592*** 

SD 為平均數標準差，* p< .05；** p<.01 ***；p<.001 

(二) 性知識答對率:由上表可知，在性知識向度中，「青春期生理與懷孕」、「性騷擾與性侵 

害」、「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兩性交往」等四個向度後測成績皆比前測高。「青春期生理

與懷孕」六題後測成績均優於前測成績，且皆達顯著差異；「性騷擾與性侵害」1-3題前、後測

雖未達顯著差異，但前測答對人數已接近 90%。「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兩性交往」兩個

向度各題目後測成績均優於前測成績，且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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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測答題情形，答對率最低的依序是青春期生理與懷孕向度的「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

示她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23.9%):「女生的月經有週期，男生的夢遺則沒有」(34.8%)；愛滋

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向度的「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39%)；「性傳染病主要透過性行

為傳染，是因為其病原體適合生存在潮濕的黏膜組織環境」(52.5%)。 

後測答題情形，答對率增加最多的是青春期生理與懷孕向度的「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

示她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76.1%)、「女生的月經有週期，男生的夢遺則沒有」(+65.2%)，此

兩題在後測達到 100%的正確率；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向度的「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

傳染」後測正確率為 72.9%，比前測提升 33.9%、「愛滋病會導致人體的免疫系統失去功能」後測

正確率為 74.6%，比前測提升 20.4%、「性傳染病主要透過性行為傳染，是因為其病原體適合生存

在潮濕的黏膜組織環境」後測正確率為 78.0%，比前測提升 25.5%，此向度這三題答對率有提升。 

表 10 性知識答對率與 t檢定  N=48 

性知識答對率與 t檢定 

青春期生理與懷孕 前測 (%) 後測 (%) 增 減(%) t-test 

1.女生的月經有週期，男生的夢遺則沒有（○） 34.8(2) 100.0 65.2(2) 8.419*** 

2.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 23.9(1) 100.0 76.1(1) 11.054*** 

3.自慰（手淫）會影響性能力，損害身體健康（×） 47.8 100.0 52.2 6.332*** 

4.性器官越大的男性，性能力越強（×） 67.4 100.0 32.6 4.032*** 

5.如果經痛情形嚴重，應先就醫檢查，不可直接到西藥房購買止痛

藥來吃（○） 
91.5 100 8.5 1.427** 

6.懷孕期間是沒有月經的（○） 88.1 100 11.9 1.693** 

性騷擾與性侵害     

1. 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是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害者(O) 89.1 100.0 10.9 1.431 

2. 如果遭遇到性侵害或家庭暴力，可以撥打婦幼保護專線 113尋求

幫助(O) 
89.1 100.0 10.9 1.431 

3. 如果遭到性侵害，應該立即更換衣物或洗澡，保持身體清潔(X) 87.0 100.0 13 1.775 

4. 跟性有關，讓人感覺到不舒服的肢體動作或言語，就是性騷擾(O) 82.6 100.0 17.4 2.351* 

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     

1.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 39(3) 72.9 33.9(1) 4.115*** 

2.和感染愛滋病的同學一起上課，很容易被傳染到愛滋病（×） 67.8 94.9 27.1 4.009*** 

3.愛滋病會導致人體的免疫系統失去功能（○） 54.2 74.6 20.4 2.453* 

4.感染但是尚未發病的愛滋感染者，外表看起來跟正常人一樣（○） 74.6 96.6 22.0 3.428** 

5.性傳染病主要透過性行為傳染，是因為其病原體適合生存在潮濕

的黏膜組織環境（○） 
52.5(4) 78.0 25.5 3.136** 

6.每一次性行為都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可以同時達到避孕和避免

感染性傳染病的效果（○） 
61.0 93.2 32.2(2) 4.883*** 

兩性交往     

1.如果欣賞某位異性的優點，感覺對方和自己興趣相投，這就是愛 71.2 78.0 6.8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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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方了（×） 

2.約會是一種社交活動，可能是以團體方式進行，也可能是以一對

一方式進行（○） 
74.6 96.6 22 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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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 86.4 25.4 3.587** 

* p< .05；** p<.01 ***；p<.001 

 

(二) 性態度前後測比較: 

  由下表可知，性態度整體而言，學生性態度意願往正向提升，三個向度中，「青春期因應」、

「性別角色」、「愛滋關懷」，後測成績比前測高，且達顯著差異。 

   前測答題情形，正向率最低的依序是「我覺得青春期時第二性徵（如胸部發育、腋毛與陰毛

生長）出現是令人不好意思的(反向題)」正向率只有 34.8%，後測 57.4%；「如果我的親人或朋友

感染愛滋病毒，我仍會像從前一樣的和他們相處」前測 36.9%，後測 91.3%，「我願意和感染愛滋

病毒的人一起上學」前測 43.5%，後測 60.9%。 

「我認為關懷愛滋感染者，可以鼓勵人們主動接受愛滋篩檢和治療」前測正向率 56.6%，後測

65.2%，僅提高 8.6%。 

表 11性態度前後測答題正向率   N=48 

青春期因應 前測 (%) 後測 (%) 增 減(%) t-test 

1. 我願意跟家人討論我在成長過程中的身體變化情形 52.2 91.3 39.1 3.658** 

2. 我覺得青春期時第二性徵（如胸部發育、腋毛與陰毛生

長）出現是令人不好意思的(反向題) 
34.8 57.4 22.6 .735 

3. 我覺得女生的月經和男生的夢遺都是成長過程中必然會

碰到的事，不需要擔心 
54.3 86.9 32.6 3.981*** 

4. 當我對青春期有疑問時，我願意跟信任的家人或老師討

論、請教 
52.2 95.6 43.4 6.793*** 

性別角色     

5. 女生要靠外貌才能吸引男生的注意(反向題) 58.7 95.7 37 -5.461*** 

6. 只有漂亮的女生和帥氣的男生，才會受到大家歡迎(反向

題) 
69.6 97.8 28.2 -4.928*** 

7. 女生需要男生的保護(反向題) 32.6 87 54.4 -6.560*** 

8. 男性賺的錢比女性少，是件丟臉的事(反向題) 82.6 95.6 13 -3.575** 

愛滋關懷     

9. 如果我的親人或朋友感染愛滋病毒，我仍會像從前一樣

的和他們相處 
36.9 91.3 54.4 4.227*** 

10. 如果我知道某個同學是愛滋感染者，和他相處的時候我

會覺得非常不自在(反向題) 
50 76.5 26.5 -1.775 

11.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學 43.5 60.9 17.4 3.447** 

12. 我認為關懷愛滋感染者，可以鼓勵人們主動接受愛滋篩

檢和治療 
56.6 65.2 8.6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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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險知覺前後測比較 

在危險知覺向度，雖未達顯著差異，但後測成績比前測高。危險知覺向度中，後測提升至 90%以

上。 

表 12 危險知覺前後測比較 

危險知覺 前測 (%) 後測 (%) 增 減(%) t-test 

1.我覺得，感染愛滋病毒是一件很嚴重、難受的事 43 90 47 .667 

2.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年齡，如果發生性行為而懷孕或讓對方懷孕，

是一件很嚴重、難受的事 
42 92 50 .711 

* p< .05；** p<.01 ***；p<.001 

 

(三) 行為意向答題前後測比較:行為意向答題，各題目皆達到顯著差異。 

表 13 行為意向答題前後測比較    N=48 

 前測 (%) 後測 (%) 增 減(%) t-test 

1.未來三個月內，當我遇到「青春期發育」方面的相關困擾時，

我會主動向父母師長尋求解答的可能性是… 
61 91 30 -5.111*** 

2.在未來三個月內，當有「性」方面相關困擾時，我會主動尋求

正確資源（如健教老師、政府官方網站）協助的可能性是… 
56 88 32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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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96 34 -2.403** 

4. 在未來三個月內，假如我有要好的男/女朋友，則我會避免與

對方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可能性是… 
68 96 28 -.574** 

5. 在未來三個月內，我會主動去參與愛滋關懷活動（如配戴紅

絲帶）的可能性是… 
54 92 38 -1.362** 

* p< .05；** p<.01 ***；p<.001 

二、質性成果: 

(一)健康促進性教育家長問卷:家長對學校性教育課程滿意度: 

1、「網路交友停看聽」講座：非常滿意  85  ％  很滿意 14 ％  滿意  1 ％  不滿意  0  ％ 

2、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非常滿意  89  ％  很滿意 9 ％  滿意  2  ％不滿意  0  ％  

(二)「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回饋(摘錄):  

1.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態度屬於禁慾教育，態度保守，但是學校進行「健康有愛，青春無敵」講座

之後，家長發現青春期的孩子應經過親子正向溝通、互動，才能使父母及孩子雙方獲得成長。 

2.父母發現 3C產品很發達，只禁止了孩子在學校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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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尤其是網路交友這一部分對孩子來說是做好預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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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陸、改善策略 

一、 結合社區醫療院所，加強推廣「愛滋病傳染途徑」之課程教學 

根據學生答題情形，危險知覺、性知識總分、性態度總分、行為意向總分後測都比前測高並

以 t 檢定，結果顯示前、後測有顯著差異（P＜.001）， 

愛滋與其他性傳染病防治向度的「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後測正確率為 72.9%，比前

測提升 33.9%、「愛滋病會導致人體的免疫系統失去功能」後測正確率為 74.6%，比前測提升

20.4%、「性傳染病主要透過性行為傳染，是因為其病原體適合生存在潮濕的黏膜組織環境」後測

正確率為 78.0%，比前測提升 25.5%，此向度這三題答對率有提升，顯示本校結合社區資源的宣

導辦理有顯著成效，宜持續辦理，並加強推廣。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學」前測 43.5%，後測 60.9%；「我認為關懷愛滋感染者，可

以鼓勵人們主動接受愛滋篩檢和治療」前測正向率 56.6%，後測 65.2%，僅提高 8.6%。顯示學生

對愛滋感染者的認知仍嫌不足，急需結合社區醫療院所專業人員，加強推廣及導正學生錯誤觀念。 

二、應實施素養導向生活技能融入之性教育課程，並持續鼓勵教師進行性教育議題

跨領域課程教學 

後測答題情形，答對率增加最多分別是是青春期生理與懷孕向度的「女生如果月經來潮

後，就表示她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76.1%)、「女生的月經有週期，男生的夢遺則沒有」

(+65.2%)，此兩題在後測達到 100%的正確率；特別是前測得分低的性知識進步最多，性知識中

又以青春期生理與懷孕進步最多，顯示本校素養導向生活技能融入性教育課程推動對學生有顯著

成效。為避免國中生因為不安全的性行為，導致未婚懷孕、或是性病傳染，應實施生活技能融入

性教育之課程，教導學生習得自我覺察、拒絕、協商等生活技能，以降低青少年未婚懷孕的機率。 

，表示行動研究介入措施皆有成效，未來也應持續提升教師性教育課程之教學技巧，鼓勵教師進

行性教育議題跨領域課程教學。 

三、增加家長參與學校性教育課程機會，以提升學校性教育成效 

 今年於本校性教育講座及活動中，中增加家長參與性教育課程機會，家長對課程滿意度達

85%以上，並表示性教育課程增進親子互動及溝通的機會，對青少年性教育的問題也增加許多有

益的常識及了解。多元課程，使家長了解青少年所面臨的性議題，及如何面對青少年兩性交往、

如何尊重、陪伴青少年度過情緒起伏的青春期。 

四、延長學校性教育介入措施期間，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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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介入措施時間過短，又因學校其他行事干擾，因此若能將前測於上學期 10月進行，後

測於下學期 5月進行，其效果應可以更佳。 

柒、心情故事 

 自從本校 105年榮獲健康促進國際認證銀質獎開始，奠定了我擔任學校衛生組長的信心。106

學年度，曾崇賢校長上任後，其兢兢業業、創新思維的辦學理念，帶著大家不斷往前行，實現了

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於 107年獲得健康促進國際認證金質獎!鼓舞了全校親、師、生的士氣，證

明了只要大家同心協力，方向正確，“Impossible” 其實是“ I’m possible!” 

曾校長今年在朴子國中校刊樸園中，寫了一篇文章，「從朴子國中國際認證金質獎談國中生

健康素養」，表示他個人對健康促進的重視，也讓全校教職員工生、社區人士、家長對健康促進

國際認證有更深層的了解，將健康素養列為本校師生及家長必須持續推廣及深化的校務重點。推

動健康促進過程，在一連串滾動式修正的過程中，除了全校親、師、生戮力同心的堆動及配合之

外，非常感謝教育處體健科黃宏鼎科長、中央輔導員李春輝校長、長庚科大陳敏麗教授、余坤煌

教授，以及黃俊豪課程督學的加油打氣及對健康促進政策的諮詢輔導，發現嘉義縣真的是一個和

諧的大家庭。 

本校南棟蕙蘭樓現今已落成，隨著學校物質環境的提升，教學設備的新穎，教師身為教學上

最重要的軟體，必須落實與時俱進的素養導向的健康教育教學，從本校推動活化教學的脈絡中，

不論是健康教育生活技能導向，或是跨領域教學，都可以發現落實在本校學科的教學足跡中。處

處健康，處處溫情!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許多教育活動停擺或延期，但是，健康促進的腳步並不因此

而停下來，今年校長仍將健康促進輔導員的重責大任交予我，並鼓勵我繼續向前邁進。在這次研

究過程中，因為有了先前健康教育跨領域的教學經驗，老師們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作課

程融入已經逐漸熟悉，經過討論及修正後，老師們發現，性教育議題在各科都有切入點，今年互

動更加良好，他們也樂意配合進行許多活動和教學，這其中，家長會也提供不少寶貴建議，對自

己孩子在女校讀書，需要提供何種管道的性教育知識，都會不吝嗇地提出觀點。跟家長的互動更

為頻繁。 

這一學年一樣也很忙碌，但是在人際互動上，我學習了很多！校長也持續派我進行健促委員

的平時到校輔導訪視，因此認識了好幾所學校的組長、主任跟校長，交流之下學習了許多待人處

事的方法，應對進退的方式，因健康促進拓展了我的視野，我更珍惜健康促進的活動!相當感謝

學校同事、主任及校長的支持和陪伴，當然還有嘉義縣健促團隊的耕耘，也要感謝健促召集人李

春輝校長，在他的努力之下，嘉義縣健康促進日漸茁壯、進步，他不僅推己及人，還幫助大家從

中學習成長，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相信嘉義縣在這麼多家己人的努力之下，能夠更加團結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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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性教育議題學習單-我是大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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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性教育議題學習單-小齊的故事~ 青少年網路性侵害防治 

小齊的故事~ 青少年網路性侵害防治 

小齊是媽媽心目中比姐姐聽話的孩子，但小齊常常獨自在房間裏網路上線練功，小齊逐漸把

一位常在線上等他、陪他練功的大哥哥當成最關心他的好朋友，甚至只向他傾訴在學校受到同學

欺負的事。小米是小齊班上一位富正義感的女同學，她把即將與網友約會的事告訴兩位好朋友，

且接受好朋友的建議結伴赴約。此時小齊也正要獨自與網友見面。有警覺心的小米，和失去警覺

心的小齊，誰能平安脫離險境呢？ 

1.如果你是小齊，有網友邀約你見面，你會怎麼樣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呢？ 

 

 

 

 

 

2.當網友的網路語言或動作讓你覺得渾身不舒服時，你會怎樣提高警覺或尋求協助？  

 

 

 

3.萬一你得知你的同學或朋友被網友性侵，你會怎麼尋找相關資源來幫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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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茫茫】 
 

 

當遇到網友一些可疑的行為時，記得停看聽，如何因應呢？ 

1.如果你是小齊，網友無緣無故送你東西時 

 

 

2. 如果你是小齊，網友向你要最私密的資料時 

 

 

3. 如果你是小齊，網友向你借錢時   

 

 

4. 如果你是小齊，網友想跟你親密接觸時 

 

 

 

5. 如果你是小齊，網友邀你去色情（或自殺）網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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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性教育議題跨領域-國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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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活動照片 

  

設計性教育教學模組，實施生活技能融入教學介

入活動 

參加嘉義縣政府-向毒品 say no 記者

會及活動 

  

健康的兩性交往課程 朴子醫院性教育課程 

  

英語讀者劇場演出-only the brave 英語讀者劇場演出-only the b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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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健康有愛校園環境 性教育家長親職座談 

  

結合社區家長演出性教育行動劇 家長參與-健康踩街 

  

與警察局合作，參加青春樂活行活動 朴子國中健康大使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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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愛、青春無敵」小短劇 「健康有愛、青春無敵」小短劇 

 

 

紅草莓 say no-學習紀錄 健康的兩性交往-學習紀錄 

 

 

我是大編劇-學習紀錄 國文科學習紀錄-愛在青春困頓時 



 39 

  

國文科學習紀錄-愛在青春困頓時 HPV疫苗衛教宣導 

 
 

社區關懷-祥和愛心會頒發獎學金 結合衛生局-「用愛開箱，守護全嘉」愛滋病

防治宣導 

 

 

視覺藝術-小紅帽日記 視覺藝術-小紅帽日記 



 40 

 

 

紅草莓向毒品 SAY NO 到校進行反毒舞蹈劇

場表演 

紅草莓向毒品 SAY NO 到校進行反毒舞蹈

劇場表演 

 
 

健康促進寫字比賽 長庚科大陳敏麗教授蒞校指導 

 

 

性教育議題融入-社區通學步道美術比賽 朴子國中校刊-曾崇賢校長「從朴子國中國際

認證金質獎談國中生健康素養」 



 41 

【附件】 

朴子國中 108學年度健康大使選拔辦法 

壹、主旨 

       本校為促進全體同學身心健康，充實拒菸、反毒、性教育、預防愛滋病及子宮頸癌、健

康飲食、健康體能、檳榔防治等衛生保健相關知能，辦理健康大使選拔活動，希望藉由自發性服

務美德的發揚及衛生保健知能之發揮，樹立同儕間的衛生、健康專業形象，推動健康新生活。 

貳、選拔資格： 

      （1）身心健康（2）BMI 值：體位正常（3）主動積極之服務熱誠，且無不良嗜好，並對

本校健康促進議題（拒菸、反毒、性教育、預防愛滋病及子宮頸癌、健康飲食、健康體能、檳榔

防治 ）協助推動。 

參、利用第二週班會討論選拔。 

肆、未竟事宜，得適時補充或修正。 

伍、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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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108學年度「健康有愛、青春無敵」 
小短劇比賽辦法 

一、依據： 本校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創意短劇的創作與演出，滿足青少年愛現

的特質及期望成為焦點的需求。  

  (二)讓青少年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故事，同時更

創造出一個可供戲劇創作的學習機會。 

(三)配合健康促進活動實施與宣導，增進學生健康

生活。  

三、實施方式 

  (一) 展現青少年對於個人與周遭事件，如家庭、

社會、學業、感情層面之觀點和看法，亦可融入兩性

平權、友善校園及生涯發展……等議題。 

  (二) 準備與演出時段，可穿著應劇情需求之便服或自製服裝出場。 

  (三) 前一班退場與後一班進場時間各為 1分鐘。 

四、參加對象：一年級、二年級班級組隊參加 

五、比賽時間:108年 12月 13 日(五)下午 6、7節 

六、比賽規則： 

  (一) 演出時間以 5分鐘為原則，不足或超過時間者每 10秒（含不足 10秒者），扣總得分 1

分為原則。 

  (二) 準備與演出時段，可穿著應劇情需求之便服或自製服裝出場。 

  (三) 前一班退場與後一班進場時間各為 1分鐘。 

  (四) 舞台工作人員只限學生上場，師長不得上台協助；非演出人員必須離場。 

  (五) 清場未確實者，應扣總得分 5分為原則。 

  (六) 評分標準：主題內容 40％ 表演技巧 25％ 整體創意 25％ 海報設計 10％ 

  (七) 評審人員由主辦單位遴聘本校或校外專長老師共 3人擔任，成績經評審簽名確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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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勵方式： 

        第一名：獎狀乙紙及現金 300元 

        第二名：獎狀乙紙及現金 200元 

        第三名：獎狀乙紙及現金 100元 

       六、經費來源：由家長會相關經費支出 

八、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件】 

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 108年度無菸通學步道社區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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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比賽實施計畫 

壹、緣起: 

本校榮獲第四屆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金質獎，對健康議題長期耕耘， 

平日積極參與貴局(所)辦理的活動，深感社區結盟(CCAT)對於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有莫大助益。有

幸於 107年獲貴局補助興建「無菸通學步道」，不僅落實友善校園空間及無障礙環境、活絡社區

與校園互動性，且創造社區休憩新空間環境。為營造朴子市新景觀，增進健康文化特色印象，促

進健康識能的實踐。本校辦理「108年度無菸通學步道社區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美術比賽

實施計畫」，藉由本校師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拒毒美術作品展示，落實「無菸通學步道」

美化工程，希冀藉由境教的效果，強化社區民眾健康促進概念，同時達到民眾戒菸拒毒效果。 

貳、依據: 

   一、104.12.30學校衛生法第 19、20 條 

   二、107.10.11府授衛企字第 10702016821 號函辦理 

參、目標： 

   一、提升學生及社區民眾菸害防制、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相關知能，辦理 

       繪畫比賽，將健康議題由學校推廣至社區。 

二、評選優良作品張貼或印製成宣導輸出，佈置於「無菸通學步道」，達 

    到境教及宣傳的效果 

肆、主辦單位：嘉義縣立朴子國民中學學務處 

伍、辦理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1月 8 日止。 

陸、參與對象：本校一~三年級學生  

柒、參賽作品主題及規格： 

  一、徵選主題: 

     (一)、菸害防制 

     (二)、毒品防制 

     (三)、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二、手繪彩色作品，勿採電腦繪製（文字部分不限），限平面創作；繪製方 

      式不限，水彩、蠟筆、彩色筆，廣告顏料均可。 

  三、紙張尺寸為八開圖畫紙，橫、直式均可。作品使用紙張的材質不拘， 

      無需上膠裝框裱褙。 

捌、評選標準與評審： 

  一、評分標準：主題掌握 40％、創意呈現 30％、視覺表現技巧與美感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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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學務處聘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評定。 

玖、錄取名額及獎勵: 

  

項目 內容 獎勵 

一 菸害防制 

圖書禮卷: 

特優 3名，每名 600元 

優等 3名，每名 500元 

甲等 3名，每名 400元 

二 毒品防制 

圖書禮卷: 

特優 3名，每名 600元 

優等 3名，每名 500元 

甲等 3名，每名 400元 

三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圖書禮卷: 

特優 3名，每名 600元 

優等 3名，每名 500元 

甲等 3名，每名 400元 

拾、活動時程：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11月 8日止。 

  二、得獎公布日期：108年 12月 12日前公告於學務處佈告欄。 

拾壹、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須詳閱相關規範，若作品與任一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選。 

  二、參賽者作品應避免違反善良風俗及侵害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情事。 

  三、入選作品著作涉嫌抄襲、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者，一經查覺，立即取 

      消得奬資格，追回奬項，其衍生之民、刑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四、評選優良作品張貼或印製成宣導輸出，佈置於「無菸通學步道」。 

  五、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 

拾貳、經費來源：嘉義縣衛生局(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拾參、本計畫奉核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