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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七年級五個班 人數 例:126人(男:73女:53 ) 

執行策略摘要 

1. 組織學校性教育工作小組，發展符合健康促進學校六大工作面向，選擇性

教育課程程和教材與教學方式，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工作。 

2. 依照學生進行性教育前測的結果，選擇課程進行教學研究。 

3. 辦理性教育 vs 性別平等宣導講座、辦理愛滋病介紹暨防治宣導講座。 

4. 結合健體老師、彈性課程老師進行性教育、愛滋病防治課程。 

5. 舉辦海報、小書設計活動、性教育微電影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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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之性教育議題問卷 前後測時距: 二個月 

變項名稱 前測值 

M(SD) 

或 N% 

後測值 

M(SD) 

或 N% 

t 值 

* P<.05 

** P<.01 

*** P<.001 

結果簡述 備註 

 

性知識答

對率 55.5% 95.5% 9.721*** 

1.t 檢定分析，一般性知識呈顯著進

步。 

2.介入後知識答對率高達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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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教學方案判入

對學生認知、態

度與自我效能之

效果。 

性態度 3.36 

(53.54%) 

3.75 

(66.85%) 
2.602* 

1.t 檢定分析，性態度呈顯著進步。 

2.介入後平均值由3.36提昇到3.75。 

性健康促

進自我效

能 

4.31 

(79.76%) 

4.49 

(86.11%) 
1.026 

1.t 檢定分析，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

呈進步趨勢，但未達顯著。 

2.介入後平均值由4.31提昇到4.49。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 健康促進之性教育議題前、後測問卷、學生學習單、學生對性教育課程的滿意

度。 

1. 學生對性教育主題課程安排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1.27%。 

2. 學生對講師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2.86%。 

3. 學生對課程進行整體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音佔88.89%。 



題目：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課程教學實施成效 

摘要 

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現代科技愈來愈發達，學生接觸3C 產品的比率幾乎已達百分之百，而青少年隨著

年紀的增長，接觸到網路不當新聞及知識的情形也日益增多，為了讓學生能夠有正確

的性知識、正向的性態度、認識愛滋病到接納愛滋以及提高性危險知覺比率以及拒絕

性行為，所以本研究旨在發展健康促進學校模式，進行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課程，透

過問卷前後測來研究進行課程後，性教育知識、愛滋病知識正確率是否增加，以及是

否有提昇性態度正向率、愛滋病接納率和性危險知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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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青少年對於性知識(包含性生理保健、交往關係、

愛滋病防治與關懷)、性態度(青春期身心變化、交往關係、性行為選擇、接納

與關懷愛滋)、性健康自我效能(性危險知覺、拒絕性行為)議題的教育需求。 

（2） 選擇課程—共識與規劃：團隊凝聚共識與整合資源並選擇課程。 

（3） 執行方案－啟動教學：結合健體領域老師及彈性課程老師進行課程的教學並結

合處室辦理海報、小書製作及微電影拍攝的活動。 

（4） 評估成效－鑑賞與錘鍊:擬定評價內容與指標，進行量化問卷與回饋蒐集，評估

方案成效。 

三、 研究發現 

針對七年級5個班級實施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課程，由健康促進之性教育議題前、

後測問卷暨課程滿意度問卷發現： 

（1） 性知識的答對率呈顯著進步，介入後知識答對率為95.5％。 

（2） 性態度平均值由3.36提昇至3.75呈顯著進步。 

（3） 性健康自我效能平均值由4.31提昇至4.49，但未達顯著。 

（4） 學生對性教育主題課程安排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1.27%；學生對講

師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2.86%；學生對課程進行整體的滿

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88.89%，均達校本指標80%。 

關鍵字：性知識、性態度、接納愛滋病、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性危險知覺、拒絕性行為 

聯絡人：郭錦蓉  e-mail：adjhtop3@tn.edu.tw 

地址：臺南市安定區安加里安定262-1號（安定國中） 

            ※請注意：摘要精簡為主，請不要超過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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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校於109學年度選定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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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主題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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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等，進行學生性知

識、性態度、自我效能現況分析，研擬符合健康促進校理念之教育方案，並由評估成

效、驗證發展有效的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教育計畫的模式，以維護青少年性健康之發

展。前言包括三節，分別為研究動機、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年教育部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本校剛好是性教育議題的種子學校，為了

因應青少年對於性知識的了解及提升性態度正和自我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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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應全人健康的思維，發揮在地學校特色，

落實校園性教育並結合衛生所共同推動性教育(含愛滋病的認識及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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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增進學生的性

知識和性態度及自我效能，實踐性健康促進行為。 

二、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本校位處於非山非市的學校，學生很多性知識的觀念非常薄弱，甚至有少數孩

子認為只要牽手、接吻、擁抱就會懷孕，家庭教育會觸及性教育的更是少之又少，

而最近更是有許多因為網路交友而衍生出許多的問題，透露著學生的危險知覺比率

的低落，所以為了讓學生有正確的性觀念和正確的性態度，並提升自我效能，進行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主題教學。 

三、研究目的 

(一)目標： 

1. 增進學生的性知識(包含性生理保健、交往關係、愛滋病防治與關懷)。 

2. 提升學生性態度的正向率(包含青春期身心變化、交往關係、性行為選擇、

接納與關懷愛滋)。 

3. 提升學生對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包含性危險知覺、拒絕性行為)。 

(二)校本指標或成功標準 

1. 學生的性知識答對率達85%。 

2. 學生的性態度正向率達60%。 

3. 學生的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率達85%。 

4. 學生參與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的滿意度達80%。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為立意取樣方式選取。 

(二)學生：以本學年度七年級5個班級(701~705)學生為實驗組，進行性教育(含愛滋

病防治)課程活動介入與前後測問卷調查。 

二、研究工具： 



本前後測成效評價量性問卷工具採用杏陵醫學基金會的「國中性教育的學習狀況的

前、後測問卷」，改編為「台南市安定國中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含愛滋

病防治)】問卷」(附件1)，內容分述如下： 

(一) 第一部份性知識題：共16題 

向度 主題 題號 

性知識 

性生理保健 1-8 

交往關係 13-16 

愛滋病防治與關懷 9-12 

(二) 第二部分性態度題：共13題 

向度 主題 題號 

性態度 

青春期身心變化 1-2 

交往關係 8-9 

性行為選擇 10-13 

接納與關懷愛滋 3-7 

(三) 第三部分自我效能題：共8題 

向度 主題 題號 

性健康促進 

自我效能 

性危險知覺 1-6 

拒絕性行為 7-8 

(四) 第四部分性教育(含淧滋病防治)課程滿意程度：共7題(後測) 

三、研究過程或介入方法 

(一)研究過程 

1. 研究設計架構：如下圖(2-1) 

 
2-1：性教育行動研究設計架構 



2. 實施策略與步驟 

從109年11月至110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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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性教育研究階段與重要活動內容 

階段 期程 內容 

(1)診斷

問題期 

109.10- 

109.11 

分析與探究：分析青少年性知識、性態

度與接納愛滋病現況與問題，掌握學生

教育需求。 

(2)發展

策略期 

109.12- 

110.1 

共識與規劃：團隊凝聚共識與整合資

源，訂定性教育課程計畫與教育活動。 

(3)執行

方案期 

110.2- 

110.4 

啟動與深耕：健促學校六大範疇整合，

實施性教育主題課程、融入生活技能、

結合衛生所等支持性環境。 

(4)評估

成效期 

110.4- 

110.5 

鑑賞與錘鍊:擬定評價內容與指標，進行

量化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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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推展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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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安定國中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教育計畫工作小組分配表 

編號 計畫職稱 姓名 
本校所屬單位及職

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1 計畫召集人 陳慧如 校長 
研擬並主持、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

行政協調 

2 執行秘書 施宏忠 學務主任 
落實各項活動計畫協調與執行，並進

行過程評估 

3 委  員 
家長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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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委  員 江怡靜 教務主任 
綜理促進健康之課務活動，協助行政

協調，加強社區參與 

5 委  員 郭錦蓉 體衛組長 

執行承辦促進健康生活習慣相關活

動，活動設計及效果評價及社區及學

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6 委  員 潘怡君 生教組長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行

政協調 

7 委  員 李軒志 總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協助行政

協調，統籌環境改善及經費運用 

8 委  員 王聯鐘 輔導主任 
綜理促進健康之學生輔導，協助行政

協調，加強社區參與 

9 委  員 黃雅嬪 健康與體育教師 
進行課程及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  

10 委  員 方怡堯 
健康與體育教師 

兼任輔導教師 

學生諮詢輔導、辦理性教育活動，及

社區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並擔任會

議紀錄 

11 委  員 姜東昌 資訊組長 健康網路網頁連結及維護 

12 委  員 吳盈蕾 護理師 
活動策略設計及效果評價，社區及學

校資源之協調整合 

13 委 員 
衛生所 

護理長 
社區代表 

社區及學校資源之協調聯繫 

14 委 員 

各班 

衛生股

長 

學生代表 

協助辦理學生需求及與行政處室聯絡

之協助 

15 諮詢顧問 王芳綺 奇美醫院醫師 提供專業諮詢 

16 諮詢顧問 李易儒 奇美醫院醫師 提供專業諮詢 

(二)實際行動或介入方法： 

針對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行動研究各項工作，說明如下：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109.10-109.11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行動研究計畫擬定 

109.12-110.1 1.「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教學設計、教材選擇，最

後選定由杏陵醫學基金會所分享的四個主題課程：

知性時間(附件二)、愛的叮嚀(附件三)、性的防身

術(附件四)、愛滋宣導教材(附件五) 

2.「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問卷設計(附件一)與前測 

110.2-110.4 「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七年級班級教學實施 

110.4-110.5 1.「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實施後測 

2.前後測問卷分析統計 

3.學習單彙整 

4.成效分析 



5.撰寫行動研究成果報告、建議與檢討。 

 

參、研究結果 

● 課程實施：110年2月-110年4月 彈性課程(智慧生活課)及健康教育課 

● 教學節數：8節 

● 實施班級：7年級全部共5個班 

一、量性資料結果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活動活動介入，其成效評估經前後測問卷調查，以

統計分析的方式來評估介入後學生在性知識、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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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5個班級學生，實施前測、後測，能確實進行配

對的有效問卷數共有126份。男生73人佔57.9%；女生53人佔42.1%。受試學生基

本資料分析，如表1： 

表 1：受試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二)第一部份性知識 

學生接受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活動活動後，在問卷「性知識」題目

「正確回答」計分1分；「錯誤回答」或「不知道」則計分0分，以正確回答情形

(答對率)進行統計，答對率越高代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知識越佳，學生

性知識題前後測作答結果，見表2。分析結果發現：  

1. 性知識問卷前測結果學生答對率較高在 7 成以上的是：性生理保健向度第 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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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率 84.9%)與交往關係向度第 15 題「如果男女兩人單獨見面出遊，就表示

兩人正在戀愛交往，彼此一定是男女朋友關係」(答對率 77.0%)；答對率較低

不到 4 成的分別是：性生理保健向度第 3 題「自慰（手淫）會影響性能力，損

害身體健康」(答對率 33.3%)、第 7 題「影響胎兒性別的決定因素是卵子」(答

對率 38.1%)與愛滋病防治與關懷向度第 11 題「愛滋病毒會導致人體的免疫系

 
男 女 合計 

n % n % n % 

701 15 60 10 40 25 100 

702 15 57.69 11 42.31 26 100 

703 17 62.96 10 37.04 27 100 

704 14 56 11 44 25 100 

705 14 56 11 44 25 100 

合計 73 57.9 53 42.1 126 100.0 



統失去功能」(答對率 34.1%)。 

2. 課程活動活動介入後，整體與個別 16 題性知識答對率都有進步。後測結果除

了性生理保健向度第 8 題「正確使用保險套能夠預防性傳染病，但沒有避孕的

效果。」答對率為 88.9%略低之外，其他性知識題目的答對率結果均為 90%以

上。達對率最高是性生理保健向度第 4 題「性器官越大的男性，性能力越強」

(答對率 98.4%)、第 5 題「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已具有生育的能

力」(答對率 98.4%)，交往關係向度第 14 題「如果欣賞某位異性的優點，感覺

對方和自己興趣相投，就是愛上對方了」(答對率 98.4%)、第 15 題「如果男女

兩人單獨見面出遊，就表示兩人正在戀愛交往，彼此一定是男女朋友關係」

(答對率 98.4%)，以及愛滋病防治與關懷向度第 10 題「和感染愛滋病毒的同學

一起上課，很容易被傳染到愛滋病」(答對率 99.2%)。 

3. 以配對 t 檢定，16 題性知識答對率均達到顯著進步。 

4. 性知識整體平均答對率由 55.5%提升到 95.5%，達到顯著進步。 

5. 顯示課程活動介入確實有助於增進國中學生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知識。 

表2：學生性知識題前後測作答情形 

 前測 後測 

t值 答對人數 答對率

(%) 

答對人數 答對率

(%) 

一、性生理保健向度    

1.女生的月經有週期性，男生的

夢遺則沒有 
63 50.0 117 92.9 8.41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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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84.9 118 93.7 2.235* 

3.自慰（手淫）會影響性能力，

損害身體健康 
42 33.3 118 93.7 12.254*** 

4.性器官越大的男性，性能力越強 75 59.5 124 98.4 8.635** 

5.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示

她已具有生育的能力 
62 49.2 124 98.4 10.671*** 

6.懷孕期間是沒有月經的 86 68.3 123 97.6 6.713** 

7.影響胎兒性別的決定因素是卵子 48 38.1 119 94.4 11.627*** 

8.正確使用保險套能夠預防性傳

染病，但沒有避孕的效果 
77 61.1 112 88.9 4.966** 

二、交往關係向度    

13.我國法律禁止與未滿16 歲的

男女發生性關係，即使是在兩

情相悅的情形下也是違法的 

78 61.9 122 96.8 7.447** 



14.如果欣賞某位異性的優點，感覺對

方和自己興趣相投，就是愛上對方

了 

68 54.0 124 98.4 10.003*** 

15.如果男女兩人單獨見面出

遊，就表示兩人正在戀愛交

往，彼此一定是男女朋友關係 

97 77.0 124 98.4 5.356** 

16.約會是一種社交活動，可能是以團

體方式進行，也可能一對一方式進

行 

84 66.7 121 96.0 6.713** 

三、愛滋病防治與關懷向度    

9.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 55 43.7 122 96.8 11.220*** 

10.和感染愛滋病毒的同學一起

上課，很容易被傳染到愛滋病 
78 61.9 125 99.2 8.624** 

11.愛滋病毒會導致人體的免疫

系統失去功能 
43 34.1 114 90.5 10.543*** 

12.感染愛滋病毒或其他性病的

人一定都有複雜的性關係 
56 44.4 119 94.4 10.532*** 

體(平均)  55.5  95.5 9.721*** 

* P<.05  ** P<.01  *** P<.001 

(三)第二部份性態度 

學生接受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活動後，在問卷「性態度」題目第

1.4.5.6.7.13題為「正向題」；第2.3.8.9.10.11.12題均為「負向題」。「正向

題」計分是：意=1分，不同意=2分，中立意見=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

「負向題」計分則反之。每題得分範圍1~5分。得分愈高，代表「性態度」越健

康正向。學生性態度題前後測作答結果，見表3。分析結果發現： 

1. 問卷前測結果學生正向性態度分數最佳的是：性行為選擇向度第11題「我

認為若週遭朋友都有性行為經驗，而我沒有時，是很遜且沒面子的事」(分

數4.16)；性態度分數低於3的分別是：青春期身心變化第1題「我願意跟家

人討論我在青春期的身體變化情形」(分數2.76)、第2題「我覺得青春期時

第二性徵的出現（如胸部發育、腋毛與陰毛的生長）是令人不好意思的」

(分數2.88)與性行為選擇向度第10題「為滿足男女雙方的生理需求，在青

少年時期也可以發生性行為」(分數2.21)、第13題「我有權告訴對方「不

想發生性行為」的想法，讓對方尊重我的意見」(分數2.96)等4題。 

2. 課程活動介入後測結果，除了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第6題「只有當社會能夠

接納並關懷愛滋病人的時候，他們才會比較願意主動接受篩檢和治療，也

才能減少繼續傳染給別人的機會」態度分數呈現略有退步之外(3.71下降至

3.69)，其餘12題性態度都是進步情形。其中以交往關係向度第8題「戀愛

中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有助於兩人感情的提升」(3.49上升4.03)、第9題

「當男/女朋友要求發生性行為時，如果我拒絕了，他/她可能會不再愛我」

(3.72上升4.11)，性行為選擇向度第11題「我認為若週遭朋友都有性行為經



驗，而我沒有時，是很遜且沒面子的事」(4.16上升4.41)、第12題「我認為

國中生已經身心成熟，能夠承擔發生性行為之後所可能產生的後果與責

任」(3.74上升4.25)，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第3題「愛滋病是一種令人感到

丟臉的疾病」(3.72升4.09)、第4題「如果我的親人或朋友感染愛滋病，我

仍會像從前一樣的和他們相處。」(3.48上升4.19)、第5題「我願意和感染

愛滋病的人一起上學」(3.33上升4.02)、第7題「我願意參與關懷愛滋病的

活動」(3.47上升3.85)以及等8題性態度，以配對 t 檢定達到顯著進步。 

3. 整體性態度平均值由3.36提升到3.75，顯示有進步且達到顯著差異。 

4. 顯示課程活動介入能大部份有效提高國中學生對於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的正向態度，對於有退步情形需要進一步分析與檢討。 

2. 表3：學生性態度前後測作答情形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一、青春期身心變化向度      

1.我願意跟家人討論我在青春期

的身體變化情形 
2.76 0.939 2.92 1.193 .478 

2.我覺得青春期時第二性徵的出

現（如胸部發育、腋毛與陰毛

的生長）是令人不好意思的 

2.88 0.994 3.02 1.025 .739 

二、交往關係向度      

8.戀愛中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

有助於兩人感情的提升 
3.49 1.026 4.03 1.088 3.968* 

9.當男/女朋友要求發生性行為時，如果

我拒絕了，他/她可能會不再愛我 
3.72 0.918 4.11 0.940 3.434* 

三、性行為選擇向度      

10.為滿足男女雙方的生理需求，在青少

年時期也可以發生性行為。 
2.21 0.943 3.18 0.870 1.350 

11.我認為若週遭朋友都有性行為經驗，

而我沒有時，是很遜且沒面子的事 
4.16 0.794 4.41 0.851 2.553* 

12.我認為國中生已經身心成熟，

能夠承擔發生性行為之後所可

能產生的後果與責任 

3.74 1.035 4.25 1.001 3.895* 

13.我有權告訴對方「不想發生性行為」

的想法，讓對方尊重我的意見 
2.96 0.922 3.03 1.086 .928 

四、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      

3.愛滋病是一種令人感到丟臉的疾病 3.72 0.972 4.09 1.007 3.064* 

4.如果我的親人或朋友感染愛滋病，我

仍會像從前一樣的和他們相處 
3.48 1.04 4.19 1.002 5.769** 



5.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的人一起上學 3.33 1.065 4.02 1.031 5.409** 

6.只有當社會能夠接納並關懷愛

滋病人的時候，他們才會比較

願意主動接受篩檢和治療，也

才能減少繼續傳染給別人的機

會 

3.71 0.859 3.69 1.113 -.134 

7.我願意參與關懷愛滋病的活動 3.47 0.892 3.85 0.980 2.967* 

整體(平均) 3.36 5.451 3.75 7.075  2.602* 

* p<.05  ** p<.01  *** p＜.001 

 

(四)第三部份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 

學生接受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活動後，在問卷「自我效能」題目回答

能做到的把握程度，有0%把握做到=1、有25%把握做到=2、有50%把握做到=3、有

75%把握做到=4、有100%把握做到=5，每題得分範圍1~5分。得分愈高，代表「性

健康促進自我效能」越有把握做得到。學生自我效能題前後測作答結果，見表

4。分析結果發現： 

1. 問卷前測結果學生自我效能分數均為4至4.5之間，呈現較高的把握做到程

度。 

2. 課程活動介入後測結果，8題的自我效能均為進步情形。其中性危險知覺向度

第3題「我在計畫與異性出遊時，能與對方共同討論，一起選擇公開安全的場

所或地點」(4.22上升4.53)、第5題「與人相處時，我能分辨什麼是好或不好

的碰觸」(4.33上升4.55)、第6題「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動作時，我能堅

定清楚的制止他」(4.31上升4.57)與拒絕性行為向度第8題「若朋友慫恿我和

男/女朋友發生性關係，我能做出拒絕他們意見的決定」(4.38上升4.50)等4

題自我效能分數為4.5以上。 

3. 以配對 t 檢定性危險知覺向度第3題「我在計畫與異性出遊時，能與對方共同

討論，一起選擇公開安全的場所或地點」、第6題「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

動作時，我能堅定清楚的制止他」自我效能進步情形達到顯著差異。 

4. 整體自我效能平均值由4.31提升到4.49，呈現有進步但未能達到顯著差異。 

5. 顯示課程活動介入能夠提高國中學生對於性健康促進的自我效能。 

表 4：學生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前後測作答情形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一、性危險知覺向度      

1. 當朋友拿色情書刊或影片給

我時，我能選擇拒絕觀看 

4.30 1.161 4.44 1.054 .983 

2. 對於媒體中不尊重異性的兩 4.23 1.060 4.41 0.803 1.570 



性互動方式（例如對女性藝

人說黃色笑話、取笑異性身

材發育），我能重新思考，並

拒絕接受或模仿這種作法 

3. 我在計畫與異性出遊時，能

與對方共同討論，一起選擇

公開安全的場所或地點 

4.22 1.080 4.53 0.777 2.545* 

4. 我能控制自己，不在言語（例如：

講黃色笑話）或行為表現（例如：

脫別人的褲子、掀裙子或阿魯巴）

方面去攻擊別人的身體 

4.35 0.966 4.43 0.898 .658 

5. 與人相處時，我能分辨什麼

是好或不好的碰觸 

4.33 0.972 4.55 0.796 .896 

6. 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動

作時，我能堅定清楚的制止

他 

4.31 1.023 4.57 0.804 2.166* 

二、拒絕性行為向度      

7. 當我的男/女朋友要求發生性

行為時，我能做出拒絕的決

定 

4.38 1.049 4.49 0.919 .983 

8. 若朋友慫恿我和男/女朋友發

生性關係，我能做出拒絕他

們意見的決定 

4.38 1.003 4.50 0.874  .996 

整體(平均) 4.31 1.715 4.49 1.032  1. 026 

* p<.05  ** p<.01  *** p＜.001 

 

(五)性知識、性態度、自我態度分量表總分前後測分析 

根據性知識、性態度、自我態度三個分量的整體統計，以配對 t檢定發現

(見表5)： 

1. 性知識「性生理保健」、「交往關係」、「愛滋病防治與關懷」等三個分量表，

答對率均呈現顯著進步。 

2. 性態度向度中以「交往關係」、「性行為選擇」與「接納與關懷愛滋」分量表

呈現顯著進步，「青春期身心變化」分量表有進步但未達顯著。 

3. 自我效能向度中以「性危險知覺」與「拒絕性行為效能」分量表有進步但未

達顯著。 

表 5：學生性知識、性態度、自我效能分量表前後測作答情形 



向度 前測 後測 t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性知識      

  1.性生理保健(8題) 4.45 .421 7.58 .512 10.121*** 

  2.交往關係(4題) 2.30 .715 3.90 .524 8.715** 

  3.愛滋病防治與關懷(4題) 1.84 1.321 3.81 1.263 10.529*** 

性態度      

  1.青春期身心變化(2題) 5.64 1.467 5.94 1.659 .607 

  2.交往關係(2題) 6.69 1.977 8.14 1.694 4.320*  

  3.性行為選擇(4題) 13.07 1.170 14.87 1.496 3.747*    

  4.接納與關懷愛滋(5題) 17.71 1.700 19.84 1.906 2.494*    

自我效能      

  1.性危險知覺(6題) 25.74 2.534 26.93 2.154 1.398    

  2.拒絕性行為(2題) 8.96 1.534 8.99 1.154 .882    

* p<.05  ** p<.01  *** p＜.001 

 

     

二、課程回饋資料結果 

 

一、您對

本課程主

題安排之

滿意程度 

二、主題

和內容之

相關性 

三、講師

的表達能

力 

四、您對

課程內容

的滿意程

度 

五、場地

與設備 

六、您對

講師整體

表現的滿

意程度 

七、您對

課程進行

整體的滿

意程度 

非常滿意 59.52%  62.70%  66.67%  60.32%  47.62%  65.08%  63.49%  

滿意 31.75%  29.37%  26.98%  26.98%  34.13%  27.78%  25.40%  

尚可 8.73%  7.94%  5.56%  11.90%  15.08%  6.35%  10.32%  

不滿意 0.00%  0.00%  0.00%  0.00%  1.59%  0.00%  0.00%  

非常不滿意 0.00%  0.00%  0.79%  0.79%  1.59%  0.79%  0.79%  

（1） 對性教育主題課程安排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1.27%。 

（2） 對主題和內容之相關性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2.86%。 

（3） 對講師的表達能力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3.65%。 

（4） 對課程內容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87.30%。 

（5） 對場地與設備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81.75%。 

（6） 對講師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92.86%。 

（7） 對課程進行整體的滿意程度：非常滿意及滿意佔88.89%。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起健康促進學校模式推動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方案，強調以性教

育課程介入後，由學生問卷前後測調查得知學生提升性知識、態度與自我效能，以

及學生有高度的課程滿意度與參與度： 

(一)問卷調查學生：七年級5個班級共126位學生，男生57.9%，女生42.1%。 

(二)介入後學生整體性知識(共16題)答對率由55.5%增加為95.5%，達到本校指標

85%。t檢定分析，性知識呈現顯著進步。 

(三)介入後學生整體性態度正向態度(共13題)由3.36(53.54%)提升到

3.75(66.85%)，達到本校指標60%。t檢定分析，性態度呈現顯著進步。 

(四)介入後學生整體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共8題)由4.31(79.76%)提升到

4.49(86.11%)，達到本校指標85%。t檢定分析，性健康促進自我效能呈現進步

趨勢，但未達顯著。 

(五)介入後學生性知識「性生理保健」、「交往關係」、「愛滋病防治與關懷」等三個

分量表，答對率均呈現顯著進步。 

(六)介入後學生性態度向度中以「交往關係」、「性行為選擇」與「接納與關懷愛

滋」分量表呈現顯著進步，「青春期身心變化」分量表有進步但未達顯著。 

(七)介入後學生自我效能向度中以「性危險知覺」與「拒絕性行為效能」分量表有

進步但未達顯著。 

二、心得與建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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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教學模組，基於學校本位精神與健康促進學

校理念，並能重視評價機制與績效，並做為修正與改善參考。 

(二) 學校推動性教育課程活動可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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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學校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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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性教育課程應連結家長參與與親子共學 

本次課程僅與衛生所合作，在學校師生的配合下進行課程和活動，若可以再結合

家長一起參與、推動，比如在上到「性的防身術」的課程中，可以增加家長在家

庭的角色，強調家長協助子女在性教育學習時所需要的陪伴、傾聽、互動、討

論，或許可以再擦出不同的火花。 

(四) 整體自我效能平均值雖有進步，但未能達到顯著差異，所以後來請學生拍了關

於「危險知覺」的微電影，分享給全校，進一步的宣導。 

(五) 學生普遍對於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課程的認可，成效也不錯，課程得以繼續

推動。 

 



附件一 

台南市立安定國中 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問卷 

 

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是一份有關「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問卷，請仔細填答，

內容絕對保密，非常感謝你！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學務處衛生組敬上 

學生基本資料 

1. 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2. 班級：                 座號           

一、性知識：請針對下列問題，根據你所知道的情形，在最適合的「□」內打勾。 

 對 錯 

不 

知 

道 

1. 女生的月經有週期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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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自慰（手淫）會影響性能力，損害身體健康 □ ■ □ 

4. 性器官越大的男性，性能力越強 □ ■ □ 

5. 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已具有生育的能力 

6. 懷孕期間是沒有月經的 

■ □ □ 

7. 影響胎兒性別的決定因素是卵子 □ ■ □ 

8. 正確使用保險套能夠預防性傳染病，但沒有避孕的效果 □ ■ □ 

9. 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 □ ■ □ 

10. 和感染愛滋病毒的同學一起上課，很容易會被傳染到愛滋病 □ ■ □ 

11. 愛滋病毒會導致人體的免疫系統失去功能 ■ □ □ 

12. 感染愛滋病毒或其他性病的人一定都有複雜的性關係 □ ■ □ 

13. .我國法律禁止與未滿 16 歲的男女發生性關係，即使是

在兩情相悅的情形下也是違法的 

■ □ □ 

14. .如果欣賞某位異性的優點，感覺對方和自己興趣相投，

這就是愛上對方了 

□ ■ □ 

15. .如果男女兩人單獨見面出遊，就表示兩人正在戀愛交

往，彼此一定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 ■ □ 



二、性態度：下列題目沒有「對」或「錯」的絕對答案，請依照你認為符合自己心中想法，

把最適合的「□」內打勾。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願意跟家人討論我在青春期的身體變化情形(正

向) 

□ □ □ □ □ 

2. 我覺得青春期時第二性徵的出現（如胸部發育、腋

毛與陰毛的生長）是令人不好意思的(負向) 

□ □ □ □ □ 

3. 愛滋病是一種令人感到丟臉的疾病(負向) □ □ □ □ □ 

4. 如果我的親人或朋友感染愛滋病，我仍會像從前一樣的和

他們相處(正向) 

□ □ □ □ □ 

5.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的人一起上學(正向) □ □ □ □ □ 

6. 只有當社會能夠接納並關懷愛滋病人的時候，他

們才會比較願意主動接受篩檢和治療，也才能減

少繼續傳染給別人的機會(正向) 

□ □ □ □ □ 

7. 我願意參與關懷愛滋病的活動(正向) □ □ □ □ □ 

8. 戀愛中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有助於兩人感情的

提升(負向) 

□ □ □ □ □ 

9. 當男/女朋友要求發生性行為時，如果我拒絕了，他/她可

能會不再愛我(負向) 

□ □ □ □ □ 

10. 為滿足男女雙方的生理需求，在青少年時期也可以發生性行

為。(負向) 

□ □ □ □ □ 

11. 我認為若週遭朋友都有性行為經驗，而我沒有時，是很遜

且沒面子的事(負向) 

□ □ □ □ □ 

12. 我認為國中生已經身心成熟，能夠承擔發生性行

為之後所可能產生的後果與責任(負向) 

□ □ □ □ □ 

13. 我有權告訴對方「不想發生性行為」的想法，讓對方尊重

我的意見(正向) 

□ □ □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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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自我效能：下列題目沒有「對」或「錯」的絕對答案，請依照你認為符合自己可以把握

的程度，把最適合的「□」內打勾。 

 

0% 

把 

握 

做 

到 

有

25%

把

握

做

到 

有

50%

把

握

做

到 

有

75%

把

握

做

到 

有

100%

把 

握 

做 

到 

1. 當朋友拿色情書刊或影片給我時，我能選擇拒絕

觀看 

□ □ □ □ □ 

2. 對於媒體中不尊重異性的兩性互動方式（例如

對女性藝人說黃色笑話、取笑異性身材發育），

我能重新思考，並拒絕接受或模仿這種作法 

□ □ □ □ □ 

3. 我在計畫與異性出遊時，能與對方共同討論，

一起選擇公開安全的場所或地點 

□ □ □ □ □ 

4. 我能控制自己，不在言語（例如：講黃色笑話）或行為

表現（例如：脫別人的褲子、掀裙子或阿魯巴）方面去

攻擊別人的身體 

□ □ □ □ □ 

5. 與人相處時，我能分辨什麼是好或不好的碰觸 □ □ □ □ □ 

6. 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動作時，我能堅定清

楚的制止他 

□ □ □ □ □ 

7. 當我的男/女朋友要求發生性行為時，我能做出

拒絕的決定 

□ □ □ □ □ 

8. 若朋友慫恿我和男/女朋友發生性關係，我能做

出拒絕他們意見的決定 

□ □ □ □ □ 

 

 

 

 

 

 

 

 

 

 

 

 

 

 



附件二：課程滿意度調查： 

 

附件三：關懷愛滋講座學習單 

安定國中健康促進活動 

『關懷愛滋講座』學習單       

 _______班__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 

 

一、你知道嗎？每年的     月     日是世界愛滋病日。 

 

二、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有哪些？(是非題) 

(    )與感染愛滋病毒者性交。 

(    )與愛滋病患者共同進餐。 

(    )與愛滋病患者握手擁抱。 

(    )感染愛滋病毒的母親傳染給嬰兒。  

(    )與愛滋病患共同生活、上課等。 

(    )輸用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 

(    )與愛滋病患共用馬桶、泡溫泉。 

(    )吸毒者共用針頭與針筒施打毒品。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尚  

可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對於「性教育」課程的滿意度： 
     

一、您對本課程主題安排之滿意程度 □ □ □ □ □ 

二、主題和內容之相關性 □ □ □ □ □ 

三、講師的表達能力 □ □ □ □ □ 

四、您對課程內容的滿意程度 □ □ □ □ □ 

五、場地與設備 □ □ □ □ □ 

六、您對講師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 □ □ □ □ 

七、您對課程進行整體的滿意程度 □ □ □ □ □ 



附件四：性教育闖關活動集點卡 

班級：    座號：    姓名： 

棒球九宮格 

     

     

安全的愛 

     

記憶力大考驗 

     

     

男女大不同 

     

  

累計點數：        安定卡優點： 
 

 

 

 

 

 

 

 

 

 



附件五：相關活動照片 

  

召開相關工作會議，檢討推動情形。 
校園專欄張貼與校網公告與布置性教育(含愛

滋病防治)相關訊息 。 

  

落實安全校園設施維修與巡查。 健康中心提供衛生棉的借用 

 

紅絲帶活動（關懷愛滋） 



 
 

教授保險套使用方法 
感謝衛生所提供許多過期保險套供學校教學

使用。 

  

性教育 VS性別平等講座 
強化素養導向教學與活動，實施跨領域、融

入議題(輔導課—選擇) 

 

 

衛生所愛滋防治宣導 闖關活動—棒球九宮格 



 

 

 

 

 

 

 

闖關活動—記憶力大考驗 闖關活動—男女大不同 

 

 

 

 

 

 

闖關活動—安全的愛 性教育海報、標語設計 

  

性教育海報、標語設計 性教育海報、標語設計 

file:///D:/公務資料/02衛生組/健康促進學校推動計畫/109學年度/性教育小論文/安全的愛影片.mp4


 

 

 
 

 

 

微電影拍攝：網路蜘蛛網 微電影拍攝：你是我的異性麻吉 

  

微電影拍攝：網路蜘蛛網 微電影拍攝：你是我的異性麻吉 

 

 

 

 
辦理性健康促進小團體。 衛生所蒞校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