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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六年級二個班 人數 51人(男:27 女:24 ) 

執行策

略摘要 

1. 成立工作團隊：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實施計畫擬定，討論相關介入

方法。 

2. 健康教學與活動： 

(1)利用六年級「健康教育」課實施「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

教學。 

(2)邀請樹德科技大學性教育推廣中心專聘講師到校進行「青春飛

揚」生理衛生講座。 

(3)邀請善化區衛生所護理師到校進行愛滋病防制講座。 

(4)辦理性教育、防範愛滋相關學藝競賽，進行健康促進相關議題宣

導。 

3. 社區關係/學校社會環境：結合校慶活動，邀請善化區衛生所辦理性

教育等相關健促議題闖關活動。 

4. 健康服務：利用週三進修辦理教師健康促進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

「如何與孩子談性」。 

5. 性教育前測：108年1月/後測：108年4月，依據前後測結果，完成統

計分析並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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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教育成效評量問卷 前後測時距: 3個月 

變項名稱 

(題數) 

前測值 

M(SD) 

後測值 

M(SD) 
t值 P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整體性知識 

(12題) 

7.67 

(2.251) 

11.35 

(0.796) 
-6.775 0.000***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t檢定 

-青春期因應

(4題) 

2.43 

(0.964) 

3.63 

(0.599) 
-5.359 0.000***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t檢定 

-性騷擾與性

侵害(4題) 

3.39 

(0.940) 

3.86 

(0.401) 
-4.915 0.001**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t檢定 

-愛滋病 

(4題) 

1.84 

(1.317) 

3.86 

(0.348) 
-0.531 0.000***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t檢定 

整體性態度 

(13題) 

3.75 

(0.516) 

3.95 

(0.451) 
-2.310 0.025*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t檢定 

-青春期因應

(4題) 

3.61 

(0.643) 

3.65 

(0.508) 
-0.298 0.767 前後測無顯著差異 配對t檢定 

-異性相處 

(4題) 

4.19 

(0.661) 

4.28 

(0.627) 
-0.870 0.388 前後測無顯著差異 配對t檢定 

-愛滋病接納

(5題) 

3.51 

(0.685) 

3.92 

(0.578) 
-3.594 0.001** 後測分數顯著比前測高 配對t檢定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研究工具: 「青春紀事簿」學習單、反省回饋單 

1.由「青春紀事簿」學習單得知，學生在上過性教育議題(含愛滋病防制)相關課程

後，對於愛滋病了解更多，性觀念有更正確的認知。 

2.由反省回饋單得知，學生認為在上完相關性教育課程後，幫助自己更了解性方面

的知識及態度，提升學童對於「愛滋病接納」的關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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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及活動對國小學童性知識與性態度的影響- 

以大成國小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及相關活動介入對大成國

小六年級學童在性知識與性態度之學習成效。 

本校位於臺南市善化區，鄰近善化高中及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目前共有49

班，學生人數1355人。本次研究對象是以臺南市大成國小六年級童為主，研究

取樣針對六年級二班學童共51人，採單組前後測實驗(pre-experiment)設計，

前、後測間距時間為三個月。在實施性教育課程(含愛滋病防制)和系列活動前，

進行問卷前測，並在活動後進行後測、學習單及反省回饋單填寫。最後，完成

統計分析，檢定成效，藉此瞭解本校學童在健康促進性教育行動研究之學習成

效。 

研究問卷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性知識」共12題，含青春期因應(4題)、

性騷擾與性侵害(4題)及愛滋病(4題)；第二部分為「性態度」共13題，含青春

期因應(4題)、異性相處(4題)及愛滋病接納(5題)。 

研究結果發現 

1. 在「性知識」部分：學童對於第一部份「整體性知識」，達顯著差異，顯示教

學及活動的介入與宣導有顯著提升學童性知識的正確率。 

2. 在「性態度」部分：學童對於第二部分「整體性態度」，亦達顯著差異，亦即

說明教學的介入與宣導有顯著提升學童性知識的正向率。 

3. 性教育課程教學及活動的介入與宣導，可提升學童對於「愛滋病接納」的關懷

程度。 

關鍵字：國民小學、性教育、性知識、性態度、愛滋病接納 

聯絡人：大成國小陳怡君 

(聯絡 Email：s31280s@gmail.com 地址：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38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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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國內一項最新「台灣大學生對於兩性生活態度及想法」調查報告出爐，針對國內

大專院校學生進行的性行為調查發現，近六成大學生早已有過性經驗，其中6%男生在

國小就有性經驗、5%第一次性經驗在國中階段，17%在高中階段，禁果初體驗年齡持續

下探。又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9年2月統計資料顯示，12~24歲感染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者占所有年齡層為第二高有24.77%，愛滋感染年輕化；而其危險因子又以

「異性間、男男間不安全性行為」占68.69高居不下。各項數據推論，現今網路普及、

3C產品盛行，學童輕而易舉便能連接成人網站、接觸許多未經篩選的訊息，性價值觀

也有所偏差，在對「性」、「第二性徵」充滿好奇、懵懂，又正值血氣方剛的階段，

性教育的普及化知識與扎根教育、愛滋病初探與尊重關懷便顯得相當重要。是故，過

去性教育議題著重在國中階段，也因而向下延伸到國小。 

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學習內容為據，「對個人身心

健康與家庭、社會和諧而言，性是人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性教育』強調學習愛

人與被愛的教育，藉以發揚人性、培養健全人格、支持幸福人生。『全人的性』是以

愛為本、全人發展的性教育，應包含生理、心理、社會及心靈四個層面。其學習內涵

包括性生理與心理的發展、性價值觀、關係建立、性健康促進、性與社會文化等重要

關鍵概念」，又第三學習階段的五、六年級性教育學習內容，包含「青春期的探討與

常見保健問題之處理方法」、「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愛滋病傳然途徑與

愛滋關懷」.......等。預計以結合性教育、愛滋病防制關懷的「青春紀事簿」為主要

學習課程，其他系列活動為輔，進行教學介入之研究，期望能建立孩子健康的性別態

度及行為。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大成國小創立於民國52年，位於台南市善化區的核心地帶，鄰近台南科學園區，

長期以來，一直是善化地區的中心學校，學區內學子入學報到率高、流動率低，即便

學區外的家長亦設法讓孩子進入本校就讀，在少子化衝擊的趨勢下，本校學生人數仍

能維持在49班左右、近1355名學生數的常態。學校會定期規劃年度健康促進計畫，針

對六大議題及自選議題訂定相關課程與活動安排，就「性教育」這一塊，必定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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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生理衛生講座及五年級女生的內衣講座，四年級的孩子在講師的帶領下，多能以

健康認真的態度聆聽，伴隨著笑聲接收身體變化的訊息；五年級的女生碰觸到內衣、

衛生棉、第二性徵等主題，就顯得較為害羞。 

本校學生家長職業類別與社經背景較高，對於孩子的管教態度和行為期待多屬

「把書唸好、考試考一百分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保守觀念中，學習時多著重在

課本內容。和多數家庭一樣，大成的家長不知道如何與孩子談性！孩子也高比例的未

曾與父母親談性！「性」就像是個禁忌的話題，沒有人願意輕易開啟。再者，國小學

童對於性教育(含愛滋防制)議題，接收到的各類生理、心理性知識較為缺乏，又因較

為保守的民族性，此類議題容易被忽略，或者以比較含蓄模稜的方式傳達相關訊息。

因此，學生對於性教育(含愛滋防制)議題容易因缺少正確且完整的認識而產生誤解、

焦慮，甚至受到外界不當誘惑的吸引。 

雖說性教育應由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共同負起責任，但若家庭教育的功能未

能有效彰顯、社會教育又充斥著多元價值的論述，學校教育就得負起相對的責任，教

導學生正確的性知識與態度、健康的性觀念。透過「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議題問卷」前測，發現學童在性知識(青春期因應、性騷擾與性

侵害)有迷思概念，在性態度(青春期因應、異性相處、愛滋病接納)中對愛滋病接納尚

存有疑慮，悉冀透過課程融入、宣導活動、情境布置等，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性觀念，

尊重他人也保護自己。推動性教育讓學生建立正確的「性教育與愛滋防制」觀念。 

 

三、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檢視學童透過學校「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

課程及活動學習後，在性知識與性態度方面的知識及價值觀，是否可以提升。依據此

研究目的，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一)學童「性知識的正確率」是否因教學及活動的介入而提升？ 

(二)學童「性態度的正向率」是否因教學及活動的介入而提升？ 

(三)學童對於「愛滋病接納」是否因教學及活動的介入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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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抽樣六年級二個班級，總共51份問卷，男生27人（52.9%），女生24人

（47.1%）。 

 

二、研究工具 

（一）量性問卷 

使用「臺南市 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議題問卷」之前、

後測問卷。題目分性知識共 12 題、性態度共 13 題。（詳見附件1） 

 

1.性知識：共 12 題 

向度(主題) 題號 題數 

青春期因應 1-4 4 

性騷擾與性侵害 5-8 4 

愛滋病 9-12 4 

 

2.性態度：共 13 題 

向度(主題) 題號 題數 

青春期因應 1-4 4 

異性相處 5-8 4 

愛滋病接納 9-13 5 

 

 

（二）質性工具 

透過學習單及反省回饋單蒐集質性意見，以了解學生在接受性教育課程學習

後，對於青春期轉變及自我防衛的認知提升與否，又在課程當中學到了什麼。

(見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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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流程 

以往健康促進性教育議題之前、後測量表施測並未在國小端進行，為使此研

究更符應國小階段之真實情境，教育局委請義守大學廖梨伶教授編寫量性問卷題

目並協助前、後測分析。本校主要執行團隊針對研究議題參考相關資料，選定六

戊、六庚兩班為介入班級實施前測，就前測結果顯現學童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

制)議題不足之處，安排介入之相關課程與學習活動，並於執行課程與活動後實

施後測，再次分析資料、進行檢討與改進，並撰寫研究報告。 

  

性教育行動研究 

成立工作團隊 需求評估 

問卷前測 

擬定行動策略、設計規畫課程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課程教學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宣導活動 

問卷後測 

資料分析與整理 

撰寫研究報告 

圖2-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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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方式及內容 

本行動研究係以六大面向實施綱要訂定學習內容，以學務處為主，採跨處室

分工合作進行檢視、規劃、執行與檢討。而此行動研究主要鎖定於六年級學童之

「健康教育課程及活動」。 

 

表2-1 性教育行動研究依六大面向實施綱要分工執掌表 

六大面向 

實施綱要 
實施內容 主辦單位 

學校衛生政策 

籌組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工作推行小組 學務處 

制定性教育實施計畫 學務處 

擬定具體行動策略及時程 學務處 

校園物質環境 

設立校園保全系統並定期檢修及維護 總務處 

落實門禁管理制度，加強巡邏校園 總務處 

營造友善校園及心理諮詢信箱 
學務處 
輔導室 

學校社會環境 

製作校園安全地圖 學務處 

規劃無性別歧視的校園，提供均等的學習機會 學務處 

營造彼此尊重、相互關懷、信任和友愛的環境 輔導室 

社區關係 

聘請專業人員蒞校宣講「內衣講座」、

「生理衛生講座」 
健康中心 

辦理親職講座，建立性別平等觀念 輔導室 

健康教育課程
及活動 

一至五年級，略 

六年級：青春紀事、愛滋防制學習單、影片欣
賞 

教務處 

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每學年至少四小時 教務處 

108.05.08辦理教師「健康促進增能研習-如何
與孩子們談性」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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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衛生所辦理性教育(含愛滋防制)宣導活動 健康中心 

辦理性教育、愛滋防制學藝競賽 學務處 

健康服務 
提供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投訴管道 學務處 

提供緊急備用之生理期衛生用品 健康中心 

 

 

(三)實際行動與介入方法 

1.召開會議進行需求評估：評估全校性教育及愛滋病防制認知之狀況，以及討論相關

介入方法。 

2.針對行動研究對象-六年級二個班級，分課程及系列活動兩個部分介入:  

(1)「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 

利用六年級健康教育課實施「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教案如附件3)，此

課程的設計是以學童為學習的主體，以互動式和參與式之教學活動運用讓學生學生

積極主動參與，引導學童從課程中思考，了解青春期身心的變化與認識各種性教育

問題，並落實於真實生活情境中。「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教學活動表如表2

-2 

表2-2「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教學活動表 

教學活動 節數 
時間
(分) 

學習目標 生活技能 
能力 
指標 

︻ 

認 

識 

青 

春 

期 

︼ 

一節 40 

1-1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及心理變

化。 

1-2認識青春期「第二性徵」及

正確的清潔保健方法。 

1-3掌握與人相處的原則，彼此

尊重，發展自然和諧的兩

性關係。 

自我覺察 

情緒調適 

人際溝通能力 

1-2-4 

1-2-5 

︻ 
愛 
滋 
病 
防 
制 
︼ 

一節 
 

40 

2-1認識愛滋病及其傳染途徑。 

2-2了解愛滋病的症狀及防治方

法。 

2-3破除一般人對愛滋病的迷

思。 

批判思考 

同理心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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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春 

防 

衛 

站 

︼ 

一節 40 

3-1建立「身體自主權」觀念，

學會拒絕他人不當碰觸。 

3-2認識「性侵害」，學習保護

自己；遇害時如何尋求協

助及其處置方法。 

3-3破除性別刻版印象，肯定自

我價值。 

批判思考 

抗壓能力 

人際溝通能力 

解決問題 

拒絕技能 

1-2-3 

1-2-6 

(2)性教育系列活動： 

1.邀請樹德科技大學性教育推廣中心專聘講師到校進行「青春飛揚」生理衛生講座。 

2.邀請善化區衛生所護理師到校進行愛滋病防治講座。 

3.結合校慶活動，邀請善化區衛生所辦理性教育等相關健促議題闖關活動。 

4.利用週三進修辦理教師健康促進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如何與孩子談性」。 

（系列活動成果如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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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針對大成國小六年級二個班共51位同學（男生27人，女生24人），完整填

答前、後測問卷資料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量性問卷分析 

（一）第一部分：性知識

本單元問卷共分三向度，題目共12 題，包含「青春期因應」1-4題、「性騷擾與

性侵害」5-8題、「愛滋病」9-12題，用以了解學童對於上完性教育課程後，性知識是

否正確；接受性教育活動宣導後，成效是否顯著提昇。配分方式為答對得『1分』、答

錯得『0分』，前、後測填答結果詳見表3-1，分項敘述如表3-2、3-3、3-4、3-5。 

 

 

 
表3-1、性知識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n= 51) 

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青春期因應 2.43 0.964 3.63 0.599 -5.359 0.000*** 
1. 女生月經期間的洗澡方式，應

使用盆浴而不是淋浴 
0.69 0.469 0.98 0.140 -4.186 0.000*** 

2. 女生的月經有週期性，男生的

夢遺則沒有 
0.37 0.488 0.86 0.348 -5.717 0.000*** 

3. 女生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應

該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 
0.49 0.505 0.78 0.415 -3.647 0.001** 

4. 一對夫妻不能生小孩，一定是

太太的問題 
0.88 0.325 1.00 0.000 -2.582 0.013 * 

性騷擾與性侵害 3.39 0.940 3.86 0.401 -4.915 0.001** 
5. 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是性騷擾

或性侵害的受害者 
0.98 0.140 0.98 0.140 0.000 1.000 

6. 如果遭遇到性侵害或家庭暴

力，可以撥打婦幼保護專線11

3尋求幫助 

0.86 0.722 0.90 0.300 -0.375 0.709 

7. 如果遭到性侵害，應該立即更

換衣物或洗澡，保持身體清潔 
0.67 0.476 0.98 0.140 -4.397 0.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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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 0.325 1.00 0.000 -2.582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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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愛滋病 1.84 1.317 3.86 0.348 -0.531 0.000*** 
9. 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

染 
0.35 0.483 0.92 0.272 -8.118 0.000*** 

10. 和愛滋感染者共用坐式馬桶容

易感染愛滋病毒 
0.45 0.503 0.98 0.140 0.574 0.000*** 

11. 和感染愛滋的同學一起上課，

很容易會被傳染到愛滋病 
0.59 0.497 1.00 0.000 -0.531 0.000*** 

12. 平常與愛滋感染者說話、握

手、擁抱都是不會被傳染的 
0.45 0.503 0.96 0.196 -0.531 0.000*** 

整體性知識 7.67 2.251 11.35 0.796 -6.775 0.000*** 

*p < .05, **p < .01, ***p < .001   

 

 

表3-2整體性知識敘述統計 
 

整體性知識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12題 7.67 2.251 11.35 0.796 -6.775 0.000***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整體性知識前測為 7.67，

後測 11.35，p值0.000***（<0.05），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生接受性教

育行動研究後，對於整體性知識有顯著性提升。 

 

 
表3-3 第一向度【青春期因應】知識敘述統計 

青春期因應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4題 2.43 0.964 3.63 0.599 -5.359 0.000***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青春期因應」知識前

測為 2.43，後測 3.63，p值0.000***（<0.05），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學

生接受性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第一大題「青春期因應」知識有顯著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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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第二向度【性騷擾與性侵害】知識敘述統計 
 

性騷擾與

性侵害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5-8題 3.39 0.940 3.86 0.401 -4.915 0.001**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性騷擾與性侵害」知

識前測為3.39，後測3.86，p值0.001**（<0.05），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學

生接受性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二大題「性騷擾與性侵害」知識有顯著性提升。 

 

 

表3-5 第三向度【愛滋病】知識敘述統計 

愛滋病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9-12題 1.84 1.317 3.86 0.348 -0.531 0.000***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愛滋病」知識前測為1.

84，後測3.86，p值0.000***（<0.05），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生接受性

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三大題「愛滋病」知識有顯著性提升。 

綜合以上所知，學童在「性知識」部份有非常顯著的提升。顯示以「生活技能」

導向的性教育課程及活動對於本校學童在性知識方面是有學習成效的。 

 

 

（二）第二部分：性態度 

本單元問卷亦分三向度，題目共13 題，包含「青春期因應」1-4題、「異性相

處」5-8題、「愛滋病接納」9-13題，用以了解學童對於上完性教育課程後，性態度是

否正向。五分尺度量得分的配分方式為：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中立

意見『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前、後測填答結果詳見表3-6，分項

敘述如表3-7、3-8、3-9、3-10。 

 

 

表3-6 性態度前、後測之差異分析摘要表(n= 51 ) 

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青春期因應 3.61 0.643 3.65 0.508 -0.298 0.767 

12 
 



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 我願意跟家人討論我在

成長過程中的身體變化

情形。 

3.86 1.114 4.04 1.076 -0.837 0.407 

2. 我覺得青春期時第二性

徵（如胸部發育、腋毛

與陰毛生長）的出現是

令人不好意思的。 

2.76 1.124 2.43 0.900 1.458 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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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1.184 4.12 0.993 -1.307 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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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1.029 4.00 0.938 0.109 0.914 

異性相處 4.19 0.661 4.28 0.627 -0.870 0.388 

5. 女生要靠外貌才能吸引

男生的注意。 
4.24 0.885 4.25 0.913 -0.136 0.892 

6. 只有漂亮的女生和帥氣

的男生，才會受到大家

歡迎。 
4.47 0.809 4.37 0.720 0.798 0.429 

7. 女生需要男生的保護。 3.78 0.986 3.94 1.047 -0.682 0.498 

8. 男性賺的錢比女性少，

是件丟臉的事 
4.25 0.891 4.57 0.671 -2.177 0.034 

愛滋病接納 3.51 0.685 3.92 0.578 -3.59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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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1.102 4.24 0.885 -3.46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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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1.125 4.00 0.825 -3.986 0.000*** 

11.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

的人一起上學。 
3.33 0.952 4.16 1.027 -4.44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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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0.980 4.16 1.102 -1.560 0.125 

13. 我覺得，感染愛滋病毒

是一件很嚴重、難受的

事。 

3.53 1.120 3.06 1.223 2.032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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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性態度 3.75 0.516 3.95 0.451 -2.310 0.025* 

註：  *p < .05, **p < .01, ***p < .001; 第5.6.7.8.10題已反向計分  

 

 

表3-7 整體性態度敘述統計 

整體性態度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13題 3.75 0.516 3.95 0.451 -2.3103 0.025**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整體性態度前測為 

3.75，後測為3.95，p值為0.025（<0.05），前、後測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童接

受性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整體性態度有顯著性提升。

 

 

表3-8 第一向度【青春期因應】態度敘述統計 

青春期 

因應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1-4題 3.61 0.643 3.65 0.508 -0.298 0.767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青春期因應」態度前

測為 3.61，後測 3.65，p值0.767，前、後測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童接受性教育行動

研究後，對於第一向度「春期因應」態度沒有顯著性提升。 

 

 

表3-9 第二向度【與異性相處】態度敘述統計 

與異性相處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5-8題 4.19 0.661 4.28 0.627 -0.870 0.388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與異性相處」態

度前測為 4.19，後測 4.28，p值0.388，前、後測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童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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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第二向度「與異性相處」態度沒有顯著性提升。 

 
表3-10 第三向度【愛滋病接納】態度敘述統計 

愛滋病接納 

前測 後測 

t值 p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9-13題 3.51 0.6851 3.92 0.578 -3.594 0.001*** 

由前、後測結果顯示，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愛滋病接納」態度前

測為 3.51，後測 3.92，p值0.001（<0.05），前、後測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生接受性

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第三向度「愛滋病接納」態度有顯著性提升。 

 

 

由上述統計資料顯示，學童在「性態度」部份，雖然只有在「愛滋病接納」這一

向度有顯著差異，顯示學童對愛滋感染者的接納及關懷程度有顯著提升，但總歸來

說，學童對於第二部分整體性態度，仍有顯著差異，亦即說明教學與宣導有其成效。 

 

 

二、質性資料分析 

在完成「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及活動後，也利用學習單及反省回饋單讓

學童寫出在進行性教育課程後的學習感受及想法。學童透過性教育課程的學習，有了

新的認知，在學習單中，可以了解學童對於青春期的第二性徵有更透徹的認識；分析

回饋單可發現學童對於身體自主權、預防性騷擾及愛滋病的防制有更謹慎的保護及因

應之道。例如： 

S1：身體是我們自己的，我有權利要讓它安全、健康，讓他人隨意觸摸。 

S2：我學到性騷擾是不被允許的。每個人都要勇敢拒絕性騷擾。 

S3：跟愛滋病患者一起上學、玩耍，並不會被傳染。 

另擷取部分學童的反省回饋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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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成果如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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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回應第一章所述之研究目的與問題，從第三章資料分析所得的研究結果加以

歸納，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日後性教育教學及課程設計之參考。本章

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結論，第二部分為建議。 

 

 

一、結論 

透過前後測問卷分析的結果發現: 

(一) 在性知識部分 

前測值為7.67、標準差2.251，後測值為11.35、標準差0.796，p值為0.000

（<0.05），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童接受性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整

體性知識有顯著性提升，是故以「生活技能」導向的性教育課程及活動對於本校

學童在性知識方面是有學習成效的。 

(二) 在性態度部分 

前測值為3.75、標準差0.516，後測值為3.95、標準差0.451，p值為0.025（<

0.05），前、後測差異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童接受性教育行動研究後，對於整體

性態度有顯著性提升。 

學童經過性教育課程介入後，對於「愛滋病接納」一向度有顯著差異，但在

「青春期因應」、「異性相處」兩向度並不顯著，這顯示本校學童在「愛滋病接

納」之態度因性教育課程及活動介入後，有顯著的的提升，但在「青春期因

應」、「異性相處」兩向度仍有進步空間。 

 

 

二、建議 

(一)實務教學之建議 

1、設計以生活技能為導向的性教育課程，包含提問與思考、影片觀賞、學習單書

寫與反省回饋單等，讓學生由知識進入情意，不同於以往的教條式的講述教

學，使學生樂在學習之中，產生正確的態度，是一套多元的課程設計，可使學

生獲益良多。 

2、以性教育議題為主的一系列教學活動，從中年級起扎根，邀請講師蒞校專題演

講，提升師生對性教育的認知；結合校慶活動，邀請善化區衛生所辦理相關活

動，可增進學校與社區關係，營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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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1、這次性教育行動研究延伸至國小高年級階段，學童身心成熟度不足，能夠介入

教學課程受限，且教學時間上較為倉促，導致在態度與行為改變部份未能完全

呈現出來，若能再更早規畫，想必學童的學習能更深入且完整。 

2、學童在「性態度」正向性改變較小，究其原因，推測是介入時間短暫所造成。

態度之改變非一朝一夕，學童還需時間沉澱與省思，如能延長研究教學時數、

規畫加入性教育相關之親職講座，日積月累型塑正向態度，佐以家庭正向教育

之，應能有更好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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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7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議題問卷 

(國小高年級) 
基本資料  

性別： □ 男 □ 女  

第一大題：下列關於「性知識」方面的題目，請依照你所知道的情形填答，若不知

道答案請勾「不知道」。 

 1

對 

2 

錯 

3. 

不知道 

1.女生月經期間的洗澡方式，應使用盆浴而不是淋浴 ○ ○ ○ 

2.女生的月經有週期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 ○ ○ ○ 

3.女生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應該已具有生小孩的能力 ○ ○ ○ 

4.一對夫妻不能生小孩，一定是太太的問題 ○ ○ ○ 

5.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是性騷擾或性侵害的受害者 ○ ○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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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如果遭到性侵害，應該立即更換衣物或洗澡，保持

身體清潔 

○ ○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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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 ○ ○ ○ 

10.和愛滋感染者共用坐式馬桶容易感染愛滋病毒 ○ ○ ○ 

11.和感染愛滋的同學一起上課，很容易會被傳染到

愛滋病 

○ ○ ○ 

12.平常與愛滋感染者說話、握手、擁抱都是不會被

傳染的 

○ ○ ○ 

附件1 

20 
 



第二大題：下列關於「性態度」的題目，沒有「對」或「錯」的絕對答案，請依照你認

為符合自己心中想法的程度，勾選最合適的選項。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中

立

意

見 

4.

同

意 

5 

非

常

同

意 

1.我願意跟家人討論我在成長過程中的身體變化

情形 

○ ○ ○ ○ ○ 

2.我覺得青春期時第二性徵（如胸部發育、腋毛

與陰毛生長）的出現是令人不好意思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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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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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女生要靠外貌才能吸引男生的注意 ○ ○ ○ ○ ○ 

6.只有漂亮的女生和帥氣的男生，才會受到大家

歡迎 

○ ○ ○ ○ ○ 

7.女生需要男生的保護 ○ ○ ○ ○ ○ 

8.男性賺的錢比女性少，是件丟臉的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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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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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1.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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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3.我覺得，感染愛滋病毒是一件很嚴重、難受

的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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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活動成果照片 

臺南市107學年度大成國民小學性教育行動研究 

社區關係-校慶運動會結合衛生所性教育海報宣導 

  

3月份校慶運動會結合衛生所進行性教育宣導 3月份校慶運動會結合衛生所進行性教育宣導 

  

結合衛生所進行性教育宣導-愛滋病防制宣導 結合衛生所進行性教育宣導-愛滋病防制宣導 

  

校慶運動會結合衛生所性教育海報宣導 校慶運動會結合衛生所性教育海報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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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7學年度大成國民小學性教育行動研究 

六年級健康實施以生活技能為導向之性教育-愛滋與毒品防制教育講座 

  

4月份進行的性教育-愛滋與毒品防制教育講

座 
性教育-愛滋與毒品防制教育講座 

  

4月份進行的性教育-愛滋與毒品防制教育講

座 
性教育-愛滋與毒品防制教育講座 

  

性教育-保險套的使用方式 性教育-愛滋與毒品防制教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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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7學年度大成國民小學性教育行動研究 

在四年級健康課實施以生活技能為導向之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 

  

4年級之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 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青春期的變化 

  

生理衛生講座-兩性特徵 生理衛生講座-女性生理衛生 

  

生理衛生講座-男性生理衛生 生理衛生講座-男性生理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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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7學年度大成國民小學性教育行動研究 

教師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如何與學生談性 

  

教師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教具展示 教師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如何與學生談性 

  

5月份所進行的教師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 教師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性教育內容與核心 

  

5月份所進行的教師性教育議題-青春期的

變化 
教師性教育議題增能研習-如何與學生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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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107學年度大成國民小學性教育行動研究 

在五年級女童學健康實施以生活技能為導向之生理衛生講座 

  

5月份所進行的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 
5月份所進行的性教育-男生與女生的成

長 

  

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衛生棉使用方法

教學 
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身體發育 

  

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內衣穿法教學 性教育-生理衛生講座-內衣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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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青春記事簿 學習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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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記事簿 學習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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