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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學校名稱：湖南國小 

題目：I CARE〈我在乎〉 

通訊作者/職稱：護理師莊淑鈴 

聯絡電話：0921-717425 

研究對象 五年級 3個班 人數 77人(男:35 女:42 ) 

執行策略

摘要 

1.成立健康促進及性平工作小組並定期召開會議:評估全校師生健促推動之狀況

及需求。 

2.課程與活動: 

(1)課程融入學習，提升健康生活技能。 

(2)舉辦教職員工生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宣導講座。 

(3)辦理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有獎徵答及分組討論上台發表。 

3.辦理藝文競賽活動如書法比賽，增加學童營造整體話題與氣氛。 

4.親師與社區交流：利用校慶暨社區運動大會，高年級學童進場秀時辦理愛滋病

防治及關懷接納愛滋感染者標語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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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

路維護計畫-性教育議題評量工具(國小) 

前後測時距:  4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後測值 

M(SD)   

t值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性知識正確得分 6.46 

(1.94) 

10.34 

(1.40) 

-18.34 .000 後測顯著優於前測 配對 t檢定 

性態度正向得分 48.43 

(5.18) 

53.68 

(6.72) 

-8.40 .000 後測顯著優於前測 配對 t檢定 

接納愛滋感染者得分 14.06 

(2.72) 

18.09 

(2.13) 

-12.17 .000 後測顯著優於前測 配對 t檢定 

危險知覺得分 3.39 

(1.04) 

3.21 

(1.43) 

1.13 .262 後測無法優於前測 配對 t檢定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 分組討論海報、學童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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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I CARE〈我在乎〉 
摘要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方法 
    往年辦理「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健促議題時，常以講座方式來辦理衛教宣

導，學童被動接收學習，不易知悉學童學習認知狀況。這學年除了既有的衛教宣

導講座外，將增加 5年級 3班入班教學各 2堂課並以分組討論上台發表的方式及

有獎徵答來增加學童的參與及學習動機。經由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站

性教育問卷（國小版）前後測研究學童在性知識、性態度、接納愛滋感染者及危

險知覺的得分是否有顯著提升。 

二、研究發現 
(一)性知識正確得分 

    依據教育部定義之學生性知識正確率指標計算方式（【性知識滿分的學生人

數】/【受測學生總人數】*100%）本校5年級學生前測性知識正確率為0%，後測

19.5%。學生前測整體平均6.46分、後測平均10.34分，後測較前測平均進步3.88

分，t值-18.34、p值.000，達顯著差異。 

(二)在性態度正向得分 

    依據教育部定義之學生性態度正向率指標計算方式（【性態度總平均達3.5之

人數】/【受測學生總人數】×100%），本校5年級學生於前測之性態度正向率為

74.03%，後測88.31% 。學童之性態度正向率在後測整體得分平均為53.68分，較

前測整體平均48.43分，進步5.25分。t值為-8.401、p值.000，前後測有顯著差異。 

(三)接納愛滋感染者得分 

    依據教育部定義之學生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指標計算方式（第9-12題勾選「同

意」與「非常同意」的人數】/【受測學生總人數】*100%），本校5年級學生於前

測之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為49.03%、後測92.53%。學童之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在

後測得分平均為18.09分、較前測平均14.06分、進步4.03分，t值為-12.17、p

值.000，達顯著差異。 

(四)危險知覺得分 

    依據教育部定義之學生危險知覺比率指標計算方式（【第 13題勾選「同意」

與「非常同意」的人數】/【受測學生總人數】*100%），本校 5年級學童之危險知

覺比率在後測得分平均為 3.21分，前測平均 3.39分，t值為 1.13、 p 值 0.262，

無法達到顯著差異。 

湖南國小 107學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前後測

統計資料      

受測項目 本校前測 本校後測 107學年度彰化縣預期達成指標 

性知識正確率 0% 19.5% ≧60% 

性態度正向率 74.02% 88.31% ≧85% 

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 49.03% 92.53% ≧83% 

危險知覺比率 44.16% 44.16% ≧70% 

關鍵字：參與學習 

聯絡人：莊淑鈴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彰水路 2段 725號 qoo2qoo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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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校從 102學年度開始將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宣導，列為健促推動主議題，

每學年皆以 5年級學生為樣本，從 102至 106學年度介入教學方案及活動差異性

不大。107學年度 5年級學童除了以往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宣導衛教活動外，每班

將增加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競賽答題及分組上台發表〈2堂課 80分鐘〉，藉此研

究學童在性知識、性態度、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及危險知覺比率是否有顯著提升。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本校共 17班，學生總人數 407人；男生 205人 ，女生 202人。根據 106學

年度彰化縣國中小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前後

測統計資料(表一)，得知本校學童性知識正確率及危險知覺比率皆低於縣指標，

雖然每學年在前測後都會針對 5年級學童辦理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講座，

但對於性知識及危險知覺比率的提升沒有顯著效果。 

 

表一 湖南國小 106學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 

     前後測統計資料 

受測項目 校平均(前/後測) 彰化縣平均(前/後測) 

性知識正確率 1.56% / 3.13% 2.48% / 37.89% 

性態度正向率 76.56% / 84.61% 67.64% / 84.61% 

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 80.86% / 89.6% 59.06% / 81.43% 

危險知覺比率 67.19% / 31.25% 43.26% / 4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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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代教養及單親家庭日益增多〈18%〉，家長無法隨著子女成長而給於適當的

性教育相關知識與教育。電腦、手機上網使用普及，家長不易察覺學童網路交友

狀況以及有無誤入不良之網站。 

 

 三、研究目的 

     增加相關領域學習的時數及學童主動參與學習，在性知識、性態度、接納愛

滋感染者及危險知覺的比率是否有顯著提升。 

(一)5年級學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認知正確率能達 60％。 

(二) 5年級學童性態度正向率能達 85%。 

(三)5年級學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能達 83％。 

(四)5年級學童危險知覺比率能達 70%。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本校 5年級共 3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學生數共計 77人，男生 35人，女生

42人，總計共 77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與網路維護計畫-性教育議題為評量工

具(國小)。此問卷依題型類別，可分為「性教育態度正向率」、「性教育知識正

確率」、「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危險知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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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過程及介入方法 

1、研究過程 

    根據 107學年度彰化縣國中小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網路

問卷系統」前測統計資料得知識滿分人數為 0(第 2.10.12題)得分最低，性態度正

向率為 74.03%(第 2.9.11題)分數最低，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為 49.03%，危險知

覺比率為 44.16%，皆低於縣指標(表二)，分析得分低的測驗題幾乎跟愛滋病防治

有關，表示學童在這部份認知明顯不足。因此希望藉由學習活動介入及學童的主

動學習及參與能提高學童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的知能及態度的改變，並結合社區

衛生機構，辦理健康醫療諮詢、衛生教育，期能達到縣本指標。另針對校內現況

分析，透過健康促進推動委員會(表三)開會後，決議由學務主任辦理健康促進網

路問卷前後測及師生增能研習外、護理師入班教學〈利用每班每週 2堂的綜合課〉，

駱明潔教授輔導。 

 

表二 湖南國小 107學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  

     前測統計資料  

受測項目 本校前測結果 107學年度彰化縣預期達成指標 

性知識正確率 0%  > 60% 

性態度正向率 74.03%  > 85% 

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 49.03%  > 83% 

危險知覺比率 44.16%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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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本校健康促進計畫推動小組成員一覽表 

 

 

 

 

 

單位/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屬性 備註 

校長 陳泗正 研擬並主持計畫，彙整報告撰寫  

學務主任 梁雪華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體育衛生組組長 李榮通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健康中心 

護理師 

莊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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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主任 張名輝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總務主任 楊境弘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輔導主任 張淑娟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政協調  

健體領域教師 

李榮通 

楊昌興 

許宸瑗 

健康體育課程融入健康促進計劃  

家長代表 黃榮欽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合社團人力協助推展健

康服務，意見諮詢、社區資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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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際行動及介入方法 

(1)教務處於 107年 10月 24日辦理高年級學童愛滋病防治標語書法比賽(圖一)，

增加學童營造整體話題與氣氛。 

圖一 校內藝文競賽 

 

 

 

 

 

 

活動主題: 校內藝文競賽 

簡要說明：辦理愛滋病防治標語書法比賽 

活動日期：107.10.24  

活動地點: 自然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高年級學生共 12人 

活動主題: 校內藝文競賽 

簡要說明：辦理愛滋病防治標語書法比賽 

活動日期：107.10.24  

活動地點: 自然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高年級學生共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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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年 12月 8日利用校慶暨社區運動大會、學童進場時辦理愛滋病防治標語宣

導(圖二)。 

活動主題: 愛滋病防治宣導-社區家長 

簡要說明：利用校慶暨社區運動大會，學童 

          進場時辦理愛滋病防治標語宣導 

活動日期：107.12.8 

活動地點:本校操場 

對象及人數：全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家長 

活動主題: 愛滋病防治宣導-社區家長 

簡要說明：利用校慶暨社區運動大會，學童 

          進場時辦理愛滋病防治標語宣導 

活動日期：107.12.8 

活動地點:本校操場 

對象及人數：全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家長 

  

圖二 愛滋病防治宣導-社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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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年 1月 18日下午 1點 30分-2點 20分於本校 3樓禮堂、邀請華歌爾股份

有限公司胡玉珍老師辦理 5年級學童性教育衛教宣導講座，宣導衛教內容有青春

期的身心發展及清潔照護、內衣的正確選擇與穿著示範以及衛生棉使用(圖三)。 

活動主題:性教育衛教宣導 

簡要說明：青春健康宣言 

活動日期：108.01.18 

活動地點:本校三樓禮堂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師生 82人 

活動主題:性教育衛教宣導 

簡要說明：青春健康宣言 

活動日期：108.01.18 

活動地點:本校三樓禮堂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師生 82人 

  

圖三 性教育衛教宣導-青春健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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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8/3/7下午 1點 30-2點 20分邀請紅絲帶基金會陳姵蓁老師，辦理 5年級愛

滋病防治教育宣導講座，講述內容包含愛滋病的傳染途徑及預防(圖四)。 

活動主題: 愛滋病防治宣導 

簡要說明：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及有獎徵答 

活動日期：108.03.7 

活動地點:本校三樓禮堂 

對象及人數：5年級師生 82人 

活動主題: 愛滋病防治宣導 

簡要說明：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及有獎徵答 

活動日期：108.03.7 

活動地點:本校三樓禮堂 

對象及人數：5年級師生 82人 

  

圖四 愛滋病防治衛教宣導及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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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級 3班入班教學課程內容及實施方式(表四) 

表四 5年級 3班入班教學課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班級 日期 課程內容 實施方式 

 

五年甲班 

108.3.18 觀賞愛滋影片 

『小春』 

學童分組討論題目(表五及圖五)、上台報

告討論結果(圖六)，最後護理師依據海報

呈現的內容(圖七)進行統整及修正。 

108.3.21 杏陵醫學基金會

『我的身體地圖』 

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有獎徵答(圖八)

及學童示範衛生棉使用(圖九)。 

 

五年乙班 

108.3.28 杏陵醫學基金會

『我的身體地圖』 

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有獎徵答(圖八)

及學童示範衛生棉使用(圖九)。 

108.3.29 觀賞愛滋影片 

『小春』 

學童分組討論題目(表五及圖五)、上台報

告討論結果(圖六)，最後護理師依據海報

呈現的內容(圖七)進行統整及修正。 

五年丙班 

  

108.3.25 觀賞愛滋影片『小

春』 

分組後發給每位學童便利貼，請他們依題

目(表五)作答，每組派一人代表上台發表

(圖六)，最後護理師依據海報呈現的內容

(圖七)進行統整及修正。 

108.3.26 杏陵醫學基金會

『我的身體地圖』 

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有獎徵答(圖八)

及學童示範衛生棉使用(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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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五年級 3班入班教學討論題目 

1、如果你是小春的同學，你會如何做呢？ 

2、從影片中你知道小春為何得到愛滋病嗎？ 

3、你會如何跟父母說明跟小春一起上學是不會被傳染愛滋病的呢？ 

 

圖五 觀賞愛滋影片『小春』，分組討論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觀賞愛滋影片『小春』， 

          分組討論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觀賞愛滋影片『小春』， 

          分組討論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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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觀賞愛滋影片『小春』，學童分組討論並上台發表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觀賞愛滋影片『小春』，分組

討論後上台發表討論結果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觀賞愛滋影片『小春』，分組

討論後上台發表討論結果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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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觀賞愛滋影片『小春』， 

分組討論結果海報呈現。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觀賞愛滋影片『小春』， 

分組討論結果海報呈現。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圖七 觀賞愛滋影片『小春』，學童分組討論結果海報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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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地圖』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有獎徵答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以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

地圖』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

有獎徵答。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以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

地圖』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

有獎徵答。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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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以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

地圖』PPT 教學教案進行教學

及衛生棉使用。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活動主題: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入班教學 

簡要說明：以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

地圖』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及

衛生棉使用。 

活動日期：108.3.18—108.3.2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圖九 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地圖』PPT教學教案進行教學及學童示範衛生棉

使用 

 

五、研究結果 

 (一)量性結果 

 1、性知識正確率 

    學生前測整體平均 6.46分，後測平均 10.34分，後測較前測平均進步 3.88

分，且達顯著差異(表六)。由此可以推論性教育宣導與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活動對

於學生的「性知識正確認知率」有明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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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態度正向率 

    學童之性態度正向率在後測整體得分平均為53.68分，較前測整體平均48.43

分，進步5.25分。而且進行t檢定後，發現t值為-8.401，前後測有顯著差異(表六)。

學童於前測之性態度正向率為74.03%，後測 88.31%(表七)。由此可以推論進行性

教育宣導與學習活動介入後，對於學童性態度正向率有顯著提升。 

3、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 

    學童之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在後測得分平均為18.09分，較前測平均14.06

分，進步4.03分。而且進行t檢定後，結果t值為-12.17，前後測有顯著差異(表六)。

學生於前測之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為49.03%，後測 92.53%(表七)。由此可以推論

進行性教育宣導與學習活動介入後，對於學生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有顯著提升。 

4、危險知覺得分 

   學童之危險知覺得分在後測得分平均為 3.21分，前測平均 3.39分，t值為

1.13、p值 0.262前後測無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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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本校五年級學生在「性知識正確率」、「性態度正向率」、「接納愛滋感染   

     者比率」及「危險知覺得分」前後測之差異性分析 

註：xxx p＜.001。 

 

 

變項名稱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t p 

成對 1 

性知識前測總分 6.47 77 1.94  .22 
-18.33 

xxx 

0.000 

性知識後測總分 10.34 77 1.40  .16 

成對 2 

性態度前測總分 48.43 77 5.18  .59 
-8.40 

xxx 

0.000 

性態度後測總分 53.68 77 6.72  .77 

成對 3 

接納愛滋前測總分 14.06 77 2.72  .31 
-12.17 

xxx 

0.000 

接納愛滋感染者 

後測總分 
18.09 77 2.13  .24 

成對 4 

危險知覺前測分數 3.39 77 1.04  .12 

1.13 0.262 

危險知覺後測分數 3.21 77 1.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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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本校 107學年度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前後測  

     統計與縣預期達成指標 

受測項目 本校前測結果 本校後測結果 彰化縣預期達成指標 達成與否 

性知識正確率 0% 19.5%  > 60% 否 

性態度正向率 74.03% 88.31%  > 85% 是 

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 49.03% 92.53%  > 83% 是 

危險知覺比率 44.16% 44.16%  > 70% 否 

 

(二)質性結果 

    這次的研究是讓學童觀賞愛滋影片『小春』，這影片是敘述一個就學的女孩因

車禍輸血感染到愛滋病毒後、遭受同儕及村民的排擠，最後透過衛教宣導化解困

境。學童透過影片學習到愛滋病的傳染方式，也知道和愛滋感染者一起上課、吃

飯、玩耍等不會被感染到，進而學會要關懷愛滋感染者。因此研究者推論可能與

在後測的危險知覺「我覺得，感染愛滋病毒是一件很嚴重、難受的事」比率沒有

提升亦無法達到縣指標有關(表六及圖十)。 

    入班教學前準備教材時，對於要讓學童觀看愛滋影片『小春』還是愛滋疑雲

『小威的叔叔』時難以取捨，因為個人認為學童觀賞愛滋影片『小春』在性知識

答對率、性態度正確率及接納愛滋感染者比率會有顯著提升，若觀看愛滋疑雲『小

威的叔叔』這影片，在危險知覺「我覺得，感染愛滋病毒是一件很嚴重、難受的

事」比率上也許會有顯著提升，因此，可以做為下次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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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    

          網站性教育問卷（國小版）    

          後測，危險知覺比率達不到 

          縣指標，學童回饋單。 

活動日期：108.4.8—108.4/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簡要說明：107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

導網站性教育問卷（國小版）

後測，危險知覺比率達不到

縣指標，學童回饋單。 

活動日期：108.4.8—108.4/9  

活動地點: 一樓音樂教室 

參加對象及人數：5年級學童 

  

圖十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輔導網站性教育問卷（國小版）後測，危險知覺 

比率達不到縣指標，學童回饋單 

 

六、建議 

(一)本研究強調學童除了上課吸收知識外亦能主動參與學習，因此入班教學時、 

安排學童分 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上台分享，經由學童的討論分享，也讓研究 

者知道學童的認知與盲點，作為下次教學的依據。 

(二)國小健康與體育教科書中(本校採用康軒版)、關於愛滋病防治相關的課程內 

容不多，只在 5上課本(單元六、健康防護罩第一課“當心傳染病”)有帶到 

一些(圖十一)，在此建議除了 5上的課程外、其他年級亦可再加入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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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除此之外，亦希望健體領域任課老師能每學年至少參加性教育及 

愛滋病防治增能研習一次，以提升自身在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知能，並落實 

於教學中。 

 

健康與體育教科書-愛滋病課程內容 單元六、健康防護罩第一課“當心傳染病” 

  

圖十一 康軒版健康與體育教科書-愛滋病課程內容 

參考資料：1.杏陵醫學基金會『我的身體地圖』PPT 教學教案 

          2.愛滋影片『小春』 

          3.國小健康與體育 5 上(康軒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