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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成效評價」策略與成效摘要表 

研究對象 109學年度五年級2個班級 人數 56人(男:26 女:30 ) 

執行策略摘要 

一. 成立工作團隊：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實施計畫擬定，討論相關課程實

施。性教育相關繪本融入健康課 

二. 教學與活動： 

(1)利用五年級健康課實施性教育繪本融入健康課跨領域課程教學。 

(2)辦理性教育主題書展。 

(3)邀請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及永康區衛生所入校進行愛滋病講座宣

導。 

三. 社區關係/學校社會環境： 

邀請學校志工一同辦理健康促進相關闖關活動。 

四. 性教育前測：110年2月底/後測：110年4月：依據前後測結果，完成統計

數據分析，並依據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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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大橋國小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學習狀況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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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X2 

P 值 結果簡述 備註 

 

整體性知

識(9題) 

60.1% 77.2% 

 
5.266*
** 

 性知識整體平均答對率由

60.1%提升到77.2%，達到顯著

進步。 

配對 t

檢定 

-青春期變

化(3題) 

60.0% 77.3% 3.841*
* 

 後測第1題「女生月經期間的

洗澡應使用盆浴而不是淋浴

(X)」、第2題「女生的月經有

週期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

(O)」平均答對分數達到顯著

提升。 

 

-性騷擾與

性侵害(3

題) 

84.7% 87.7% 1.043  前後測平均答對分數已經達天

花板的效果。 

 

-愛滋病(3

題) 

35.7% 66.7% 4.920*
** 

 第7題「 愛滋病會經由蚊蟲叮

咬傳染(X)」(46.4%上升至

71.4%)、第9題「罹患愛滋就

不能夠有性行為或懷孕生子

(X)」(33.9%上升至69.6%)答對

增加30%以上，進步程度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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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態

度(13題) 

4.19 4.32 0.530  整體性態度平均值由4.19提升

到4.32，顯示進步情形未達到

顯著差異。 

配對 t

檢定 

-青春期變

化(5題) 

4.03 4.14 0.400  青春期身心調適第3題從3.61

上升至3.88，是進步分數程度

較多的題目。 

 

-性騷擾與

性侵害(5

題) 

4.53 4.58 0.000  第10題 數值從4.64下降至

4.63，但以配對 t檢定退步情

形是未達到顯著差異的。 

 

-愛滋病(3

題) 

3.88 4.18 2.012*  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達到顯著

提升。 

 

質性分析成效摘要 (若無則不需填寫) 

研究工具:學生學習單、回饋單 

上完課程後，從學習單中可以看到學生對青春期的變化及愛滋病相關知識了解更多，也能有

更正確的因應態度。 

從學生的回饋內容可以得知學生能夠擁有更健康且正確的態度去面對自己及他人的身體變

化，也提升對愛滋病的接納程度，並知道如何能夠避免感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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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性教育繪本融入健康課程及主題書展活動對國小學童性知識與

性態度的影響—以大橋國小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性教育」繪本融入健康課程及主題書展等相關活動介入對大橋國小五

年級學童在性知識及性態度方面之學習成效。 

 本校位於台南市永康區，全校共66班，學生人數1980人。本次研究對象是大橋國小五年

級兩個班的學童為主，總共56人，採單組前後測實驗(pre-experiment)設計，前後測間距為兩

個月。在實施相關課程前，先進行問卷前測施測，並在課程及主題書展活動後完成學習單、

回饋單及問卷後測。課程內容包含「陽光少年-身體和心理的秘密」、「花漾少女-身體和心理

的秘密」、「保護自己我最行」以及「蝴蝶朵朵」等四本繪本閱讀、「性」運書籤製作以及主題

書展的「青春爭霸戰」活動。最後，針對回收之問卷進行統計分析，評價運用繪本融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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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對小五學童性教育介入之效果。 

 研究問卷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性知識」題，共9題，含青春期身心調適(3題)、性

危害防制(3題)以及愛滋病防治(3題)；第二部分為「性態度」題，共13題，含青春期身心調

適(5題)、性危害防制(5題)及接納與關懷愛滋(3題)。 

研究結果發現： 

1. 第一部份的性知識整體平均答對率由60.1%提升到77.2%，達到顯著進步。 

2. 第二部分的整體性態度平均值由4.19提升到4.32，配對 t檢定顯示進步情形未達到

顯著差異。 

3. 課程活動介入確實有助於增進國小學生性教育知識，並提高大部分國小學生對於性

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的正向態度，但對於有退步情形需要進一步分析與檢討。 

關鍵字：國民小學、性教育、繪本教學 

 

聯絡人：鄭鈺蓁   jane9019@dcps.tn.edu.tw   710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三街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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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動機 

在現今網路普及化、資訊大爆炸的時代，學童很輕易就能接觸到與性相關的議

題或資訊，有大量的資訊甚至未經篩選，再加上高年級學童，正值青春期賀爾蒙轉

變的開端，對性議題或「性」方面開始充滿好奇心及幻想，所以在學童正式進入青

春期前透過學校性教育相關課程的實施來教導學童正確的性知識及性觀念，藉以培

養健全的人格發展。性是人類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正確的性知識、性態度、愛滋

病的關懷與尊重應從小開始培養，這也是為何自國小階段開始，性教育已向下開始

扎根，而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內容來看，學生學

習內涵應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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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第三階段的性教育學習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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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來看，本校預計以青春期變化、性騷擾與性侵害以及愛滋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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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學課程，並輔以學校的主題書展活動，進行教學研究，期望建立學童的性別健

康態度以及正確的性知識觀念。 

二. 現況分析/需求評估/問題診斷 

大橋國小位於永康區熱鬧地段，周邊有奇美醫院以及大橋火車站，全校普通班

66班，共計1810位學生，學生人數眾多，且多居住於市區中，極度容易接觸到外界

資訊，而本校家長觀念較為保守，對性這一類的話題多有所保留，不敢跟學生多

談，學生也很高比例不敢跟家長談性。學校老師在學校的課程中，也會較為含蓄的

傳遞性教育知識，學生在校學習到的知識較為有限，也因如此，學生容易受到外界

錯誤訊息的誘惑與影響，卻沒有正確的知識與態度面對這類的資訊。 

即便如此，學校每學年都會定期規劃健康促進計畫，並召開健康促進計畫會

議，檢核六大議題以及自選議題的課程安排及活動內容，針對性教育的部分，每年

都會安排兒少保護與性侵害防治相關課程，也會與永康衛生所一同安排高年級性教

育與愛滋病講座，並且安排相關的教師增能研習，希望透過學校端的推動，加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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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性教育教學知能，傳遞學生正確的性教育觀念，彌補家庭教育不足的部分。再

者，根據學校改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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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前測，發現學校學生在性知識有迷思觀念，在性態度

中對愛滋病的關懷與接納尚未能夠接受及包容，是故，學校在高年級課程中，透過

繪本融入教學、辦理主題書展及相關講座，希望學生能透過輕鬆有趣的課程活動，

培養出健康的性知識觀念及態度，懂得尊重他人並保護自己。 

三.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透過繪本融入教學、主題書展活動及性教育講

座，檢視學生在整體活動後，是否在性知識及性態度方面有所提升。依據此研究目

的，本校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1) 學生對於「性知識正確率」是否有所提升？ 

(2) 學生對於「性態度正向率」是否有所提升？ 

(3) 學生對於「愛滋病的接納與包容」是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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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方式，選取本學年度五年級2個班級(504.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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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量性問卷：本前後測成效評價量性問卷工具為「台南市大橋國小109學年度健康促進

學校【性教育學習狀況調查】問卷(附件1)，內容分述如下：     

1. 第一部份性知識題：共10題 

向度 主題 題號 

性知識 

  1. 青春期身心調適(3題) 1-3 

  2. 性危害防制(3題) 4-6 

  3. 愛滋病防治 (3題) 7-9 

2.第二部分性態度題：共10題 

向度 主題 題號 

性態度 

  1. 青春期身心調適(5題) 1-5 

  2. 性危害防制(5題) 6-10 

  3..接納與關懷愛滋(3題)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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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工具：本研究針對繪本內容設計學習單以及回饋單，蒐集學生對於課程的意見

及想法，以了解學生在課程活動後，對於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相關知能是否有提

升，在課程中又學到了哪些東西。(附件2) 

三.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流程： 

本校成立健康促進團隊，委員們依照學校發展課程以及六大健促議題，設計一

套繪本融入健康課之課程，並舉辦性教育相關議題主題書展，在課程實施前，針對

繪本內容改編前後測問卷，並在五年級兩班進行施測，針對前測結果顯示學生不足

處，安排課程及活動，並邀請校外資源入校宣導，並於課程結束後實施後測，學生

也需完成學習單與回饋單，研究團隊進行資料分析，最後檢討課程結果並改進缺

失，以此流程撰寫研究報告，研究流程圖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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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研究流程圖 

(二) 實施方式及內容： 

本行動研究計畫係依據健康促進六大面向實施綱要規劃課程內容，採取跨處室

分工合作，依序檢視、規劃、執行並檢討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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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面向 實施內容 主辦單位 

學校衛生政策 組成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推行小

組。 

學務處 

規劃性教育暨愛滋病防治實

施計畫。 

學務處 

擬定策略及時程。 學務處 

校園物質環境 營造友善校園及有話想說信

箱。 

學務處 

輔導室 

布告欄布置性教育相關議題及

標題。 

學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設置性教育相關書籍之

書櫃。 

學務處 

教務處 

健康中心準備衛生棉給急需的

學生使用。 

健康中心 

學校社會環境 學校張貼危險角落標語。 學務處 

打造性別平等校園，營造彼此

尊重、友愛、關懷的環境。 

輔導室 

社區關係 辦理親職講座，建立性平及愛

滋防治觀念。 

輔導室 

邀請永康衛生所入校宣導愛滋

病防治及性教育講座。 

學務處 

輔導室 

健康教育課程與

活動 

五年級：繪本融入健康課—花

漾少女-身體和心理的秘密、保

護自己我最行、陽光少年-身體

和心理的秘密。 

學務處 

教務處 

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每

學年至少4小時。 

教務處 

性教育主題書展：談性好書11

選，愛閱青春第一步。 

教務處 

110.04.28辦理愛滋病暨菸害防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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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宣導。 

110.04.30辦理愛滋病暨反霸凌

防治宣導。 

學務處 

辦理青春爭霸戰及性教育標語

書籤設計競賽。 

教務處 

健康服務 提供性霸凌、性騷擾及性侵害

投訴管道。 

學務處 

輔導室 

與奇美醫院合作，提供性侵

害、性騷擾相關諮詢服務。 

健康中心 

輔導室 

(三) 實際行動與介入方法 

初期召開健康促進會議，評估學校學生關於性教育暨愛滋防治認知之狀況，討論後

續介入方式及課程規劃。這次的行動研究分成兩部分，一為五年級課程融入，二為全校

性主題書展活動。在課程規劃方面，由於此次對象為五年級學生，因此請學校閱推老師

挑選三本適合五年級的繪本，並融入健康課實施，此課程的設計是以健康課融入繪本教

學，以較輕鬆且有趣的方式傳達性知識及性態度，讓學生能夠積極參與課程；性教育系

列主題書展活動則是針對全校，挑選圖書館適合學生閱讀的性平或與性相關之繪本圖

書，並設置校教育書櫃，邀請學生進圖書館閱讀。系列活動中，學校舉辦了四至六年級

的青春爭霸戰，依據本次主題書內容規劃題目，讓學生運用 PLICKERS這個紙本 IRS及時

反饋系統答題，同時還舉辦了全校標語書籤大賽，讓學生設計書籤及標語，從繪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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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正確的觀念。性教育系列主題書展活動表如表2-1。除了學校設計之課程活動外，學

務處還邀請了永康區衛生所以及財團法人台灣關愛基金會入校宣導愛滋病防治相關議

題。(系列活動成果如附件3) 

表 2-1 性教育系列主題書展活動表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圖書館設置「談性好書」書櫃 學生只要在此書櫃中翻閱本次主題書展指定

圖書，並完成抽獎單，即可參加抽獎活動，

並訂於4月9日(星期五)當天第二節大下課在

圖書館抽出30份獎勵品。 

「性運籤」書籤創作比賽 學生於活動期間完成書籤，並繳交至圖書

室，即可參加書籤競賽活動，各學年將會選

出優秀作品5件，得獎的學生將於朝會進行頒

獎。 

青春爭霸戰 4月8日早上第二節下課在大辦公室進行挑戰

賽，參賽者答題答對八題以上者，給予50元

圖書禮券鼓勵，題目皆從主題書中挑選。參

賽者須事先報名，名額限制40人。報名期間

為3月29日(星期一)~4月6日(星期二)，額滿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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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針對大橋國小五年級兩個班504、507共56位學生，男生26人佔46.43%；女生

30人佔53.57%。受試學生基本資料分析，如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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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受試學生基本資料分析 

 
男 女 合計 

n % n % n % 

504 14 48.28 15 51.72 29 51.79 

507 12 44.44 15 55.56 27 48.21 

合計 26 46.43 30 53.57 56 100.0 

 

一. 量性問卷分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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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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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見表2。分析結果發現：  

性知識前測結果： 

1. 學生答對率較高在9成以上的是：性危害防制向度第4題「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

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O)」(答對率100%)與第6題「跟性有關，令人感到不舒服

或不愉快的行為就是性騷擾(O)」(答對率91.1%)，共2題。 

2. 答對率較低不到5成的分別是：青春期身心調適向度第2題「女生的月經有週期

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答對率41.1%0)，以及愛滋病防治向度第7題「愛滋病

會經由蚊蟲叮咬傳染(X)」(答對率46.4%)、第8題「 與愛滋病人共用餐具或

馬桶不會感染愛滋(O)」(答對率26.8%)、第9題「罹患愛滋就不能夠有性行為或

懷孕生子(X)」(答對率33.9%)，共4題。 

3. 其餘性知識題答對率在60%-80%之間。 

課程活動介入性知識後測結果： 

1. 課程活動活動介入後9題性知識題目答對率，有7題進步、 1題相同、有1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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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2. 7題性知識答對率進步的情況，除愛滋病防治向度第8題與愛滋病人共用餐具或

馬桶不會感染愛滋(O)」(答對率58.9%)之外，其餘6題答對率都在60%以上。其

中又以愛滋病防治向度第7題「 愛滋病會經由蚊蟲叮咬傳染(X)」(46.4%上升至

71.4%)、第9題「罹患愛滋就不能夠有性行為或懷孕生子(X)」(33.9%上升至

69.6%)答對增加30%以上，進步程度最大。 

3. 性危害防制向度第4題「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O)」前後測

的答對率都維持100%、第6題「跟性有關，令人感到不舒服或不愉快的行為就是

性騷擾(O)」，答對率從91.1%略下降為89.3%，但都已經是達天花板的效果。 

4. 以配對 t檢定，有5題性知識答對率均達到顯著進步，包括青春期身心調適向度

第1題「女生月經期間的洗澡應使用盆浴而不是淋浴(X)」、第2題「女生的月經

有週期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O)」，以及愛滋病防治向度第7題「愛滋病會經由

蚊蟲叮咬傳染(X)」、第8題「與愛滋病人共用餐具或馬桶不會感染愛滋(O)」、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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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題「罹患愛滋就不能夠有性行為或懷孕生子(X)」等。 

5. 從結果得知性知識整體平均答對率由60.1%提升到77.2%，達到顯著進步，顯示

課程活動介入確實有助於增進國小學生性教育知識。 

表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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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身心調適向度    

1. 女生月經期間的洗澡應使用

盆浴而不是淋浴(X) 

35 62.5 48 85.7 3.038** 

2. 女生的月經有週期性，男生

的夢遺則沒有 

23 41.1 34 60.7 2.388* 

3. 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想到跟

性有關的事就很噁心(X) 

43 76.8 48 85.7 1.218 

二、性危害防制向度    

4. 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受到性

騷擾或性侵害 

56 100 56 100 0.00 

5. 如果遭到性侵害，應該立即

更換衣物或洗澡，保持身體

乾淨(X) 

35 62.5 41 73.2 1.627 

6. 跟性有關，令人感到不舒服

或不愉快的行為就是性騷擾 

51 91.1 50 89.3 -0.375 

三、愛滋病防治向度    

7. 愛滋病會經由蚊蟲叮咬傳染

(X) 

26 46.4 40 71.4 2.803** 

8. 與愛滋病人共用餐具或馬桶 15 26.8 33 58.9 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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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感染愛滋 

9. 罹患愛滋就不能夠有性行為

或懷孕生子(X) 

19 33.9 39 69.6 4.146*** 

性知識答對率平均  60.1  77.2 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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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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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10題「性態度」中第

1.4.5.6.8.9.10.12.13題為「正向題」；第2.3.7.11題均為「負向題」。「正向題」計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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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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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健康正向。學生性

態度題前後測作答結果，見表3。分析結果發現： 

性態度前測結果： 

1. 學生性態度分數大多在4分以上，共有9題；其中分數最高為：性危害防制向度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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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4.64)。 

2. 其餘4題性態度分數在3.40-4.00之間；其中分數最低為：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第13

題「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學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動作時，我能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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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清楚的制止他」(分數3.46)。 

3. 整體而言，學生在前測態度題的分數是偏向正向。 

課程活動介入性態度後測結果： 

1. 大部分性態度分數是呈現進步的，共有10題；有1題分數沒有改變；有2題分數略微

退步。10題性態度分數進步分數程度較多的有：青春期身心調適第3題「我覺得青春

期出現第二性徵(如胸部發育、腋毛和陰毛的生長)是令人不好意思的(反向)」(3.61上

升至3.88)；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第12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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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上升至4.09)、第13題「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

人一起上學」(3.46上升至3.98)等3題，性態度分數增加幅度在0.2以上。性態度分數

上升的10題中，以配對 t 檢定只有1題達到顯著進步，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第13題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學」(3.46上升至3.98)。 

2. 性態度分數沒有改變是性危害防制向度第7題「當朋友拿色情書刊或影片給我時，我

能選擇拒絕觀看(反向)」(分數維持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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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態度分數略為退步的是青春期身心調適第5題「當我對青春期有疑慮時，我願意跟

信任的家人 或老師討論、請教」(4.23下降至4.21)，以及性危害防制向度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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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下降至4.63)，但以配

對 t 檢定退步情形是未達到顯著差異的。 

4. 整體性態度平均值由4.19提升到4.32，配對 t 檢定顯示進步情形未達到顯著差異，顯

示課程與活動介入能大部份提高國小學生對於性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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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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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身心調適向度      

1. 男生也可以跟女生一樣溫柔 4.23 0.934 4.38 0.926 0.851 

2. 只有漂亮且身材好的女生，和帥

氣高大的男生，才會受到大家歡

迎(反) 

3.86 1.135 3.96 0.933 0.685 

3. 我覺得青春期出現第二性徵(如

胸部發育、腋毛和陰毛的生長)

是令人不好意思的(反) 

3.61 1.231 3.88 1.192 1.5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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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1.112 4.29 0.899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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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需要擔心 

5. 當我對青春期有疑慮時，我願意

跟信任的家人 或老師討論、請教 

4.23 0.934 4.21 0.986 -0.113 

二、性危害防制向度      

6. 我能尊重別人的身體，不隨便碰

觸他人不喜歡我碰觸的部位 

4.55 0.807 4.68 0.576 1.069 

7. 當朋友拿色情書刊或影片給我

時，我能選擇拒絕觀看(反) 

4.55 0.807 4.55 0.872 0.000 

8. 與人相處時，我能分辨什麼是好

或不好的碰觸 

4.48 0.763 4.55 0.630 0.562 

9. 若我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時，我

能找到管道獲得他人的協助 

4.45 0.630 4.48 0.809 0.198 

10. 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動作

時，我能堅定清楚的制止他 

4.64 0.554 4.63 0.752 -0.151 

三、接納與關懷愛滋向度      

11. 愛滋病是一種令人感到丟臉的疾

病(反) 

4.29 0.803 4.48 0.831 1.62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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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1.186 4.09 1.179 0.976 

13.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

上學 

3.46 1.293 3.98 1.272 2.363* 

性態度平均分數 4.19 0.579 4.32 0.402 0.530 

* p<.05  ** p<.01  *** p＜.001 

(三) 性知識、性態度分量表總分前後測分析 

根據性知識、性態度的不同向度進行分量表統計，以配對 t檢定發現(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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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知識「青春期身心調適」與「愛滋病防治」2個分量表，答對率均呈現顯著進步；

「性危害防制」分量表答對率有進步但未達顯著差異。 

2. 性態度向度中「接納與關懷愛滋」分量表分數呈現顯著進步；而「青春期身心調

適」與「性危害防制」分量表分數有進步但未達顯著。 

表3-4：學生性知識、性態度分量表前後測作答情形 

向度 前測 後測 t值  

1.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性知識(答對率)       

  1. 青春期身心調適(3題) 60.0% 0.942 77.3% 0.812 3.841**  

  2. 性危害防制(3題) 84.7% 0.601 87.7% 0.591 1.043  

  3. 愛滋病防治 (3題) 35.7% 1.115 66.7% 0.874 4.920***  

性態度(正向分數)       

  1. 青春期身心調適(5題) 4.03 0.628 4.14 0.665 0.400  

  2. 性危害防制(5題) 4.53 0.364 4.58 0.419 0.000  

  3..接納與關懷愛滋(3題) 3.88 0.805 4.18 0.850 2.012*  

* p<.05  ** p<.01  *** p＜.001 

 

     

二. 質性結果分析： 

學生完成性教育繪本融入健康課及相關活動、宣導後，也利用學習單及回饋單檢視

課程所學，並且表達學習感受。在學習單中，可以發現學生了解關於青春期男女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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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以及正確的心理調適，也發現學生對於愛滋病相關知能有更深入的認識。例如 

S1：女生不要喝冰的，男生別看不正當的影片。尊重每個人的身體自主權，睡眠充

足飲食均衡，不嘲笑別人。 

S2：別人變聲時不要笑他，因為那是青春期的變化。女生的胸部發育時不要用異樣

的眼神看他。 

S3：女生生理期來的時候，不要害怕。如果女生生理期來，但身上沒有衛生棉，可

以和其他女同學或女老師借。 

S4：不讓別人亂摸自己的身體。自己長得高不笑別人長得矮。 

S5：每個人的外貌、體型、智力或活動的靈巧度都各不相同，不論男女，都要肯定

自己的價值，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標，決定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不論是否進入青春期，

男、女都要學習尊重別人，保持禮貌，用誠實的態度對待別人，樂於付出友愛與關懷，

這樣大家都會比較快樂。 

相關學習單成果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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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饋上面，發現學生對於青春期變化、身體自主權及面對愛滋病的態度有很大的

體悟，例如： 

S1：不要用異樣的眼光去看有愛滋病的人。 

S2：要尊重每個人身體的自主權。 

S3：青春期是必經的過程，但有些會使我們不舒服，不過可以和家長討論。 

相關回饋單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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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與建議 

一. 討論 

透過前後測分析的結果發現，性知識整體平均答對率由60.1%提升到77.2%，達

到顯著進步，顯示學校的繪本融入健康課的課程與性教育主題書展活動介入確實有

助於增進本校學生性教育知識；性態度整體平均值由4.19提升到4.32，配對 t 檢定顯

示進步情形未達到顯著差異，顯示課程與活動介入能大部份提高國小學生對於性教

育(含愛滋病防治)的正向態度，性態度分數略為退步的是青春期身心調適第5題「當

我對青春期有疑慮時，我願意跟信任的家人 或老師討論、請教」(4.23下降至4.21)，

以及性危害防制向度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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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下降至4.63)，但以配對 t 檢定退步情形是未達到顯著差異，因此判斷可

能有些學生在填答時誤填，或在課程後發現當初認為自己再這些題目上能夠表現得

略高，但課程後可能會難做到，因此調降，但也發現，繪本融入的課程讓學生對於

性教育有更深的認知，而這些議題對於學生而言相對會較為陌生且嚴肅，而某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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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也因為想法較為保守，所以學生在更認識性議題後，會有些微調整也是合理。但

在性態度項目中的接納與關懷愛滋題目都有提升的趨勢，學生在課程過後對愛滋病

除了有更深的理解，也培養正面積極對待愛滋病的態度。 

二. 建議 

(一) 增加繪本融入課程的機會 

以繪本融入健康教育議題的研究甚少，繪本兼具語文與視覺傳遞兩種功用，從

繪本的角度下手，讓學生更能接受性教育議題，也不會感到尷尬或彆扭，而「畫中

有話」的特色，也讓學生能夠以輕鬆但不隨便的態度學習性知識，學生在性知識的

學習成效也有顯著進步。在有趣且輕鬆的學習氣氛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將會提高，

學習效果也佳，建議可以多加推廣繪本融入性教育議題課程，多方檢視教學的成

效。 

(二) 舉辦相關活動提升學生知能 

從主題書展活動以及一系列的性教育講座中，邀請專業講師分享主題內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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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對性教育的相關知能，也從活動中，透過美術手作創作，可增進學生對於性

教育議題的正面態度，作品也可以美化校園，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達到雙贏的效

果。 

(三) 滾動式推動課程 

學校在性教育課程教學都趨於保守，教師也未必有相關的知能能夠引導學生，

從繪本著手會是較容易的方式，但從研究結果得知，學生的性態度卻未有顯著提

升，表示學生從繪本中雖然接觸了許多相關性知識，但在面對這些情境時，卻未必

擁有正向的態度，是故應增加性教育議題融入於更多課程中，融入生活中，培養正

確的態度，也可以透過多元且有趣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規劃一系列主題

課程，融入生活技能，提升學生在技能方面的知能，達到知識、技能與情意三項學

習目標。 

(四) 擴大性教育教學至家庭 

本校學生家長觀念較為保守，若是能夠從學生最親近的家庭開始傳遞正確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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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觀念，更能強化且鞏固學生面對性這個議題的態度，也讓學生更願意對家人或

師長分享自己的想法及問題，做到從小即開始扎根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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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南市大橋國小109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 

【性教育學習狀況調查】問卷 

各位同學大家好！這是一份有關「性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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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六級  □三年級 

2. 班級：                 座號           

3. 性別 ：男  女 

第一大題：下列關於「性知識」方面的題目，請勾選你認為的答案，若不知道答案

請勾「不知道」。 

 

 對 錯 

不 

知 

道 

 

1. 女生月經期間的洗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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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男生女生，只要想到跟性有關的事就很噁心 □ □ □  

4. 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受到性騷擾或性侵害 □ □ □  

5. 如果遭到性侵害，應該立即更換衣物或洗澡，保持身體乾

淨 □ □ □  

6. 跟性有關，令人感到不舒服或不愉快的行為就是性騷擾 □ □ □  

7. 愛滋病會經由蚊蟲叮咬傳染 □ □ □  

8. 與愛滋病人共用餐具或馬桶不會感染愛滋 □ □ □  

9. 罹患愛滋就不能夠有性行為或懷孕生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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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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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想法的程度，在最適合「□」內打勾。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中

立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男生也可以跟女生一樣溫柔 □ □ □ □ □ 

2. 只有漂亮且身材好的女生，和帥氣高大的男生，

才會受到大家歡迎 □ □ □ □ □ 

3. 我覺得青春期出現第二性徵(如胸部發育、腋毛和

陰毛的生長)是令人不好意思的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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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5. 當我對青春期有疑慮時，我願意跟信任的家人 或

老師討論、請教 □ □ □ □ □ 

6. 我能尊重別人的身體，不隨便碰觸他人不喜歡我

碰觸的部位 □ □ □ □ □ 

7. 當朋友拿色情書刊或影片給我時，我能選擇拒絕

觀看 □ □ □ □ □ 

8. 與人相處時，我能分辨什麼是好或不好的碰觸 □ □ □ □ □ 

9. 若我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時，我能找到管道獲得

他人的協助 □ □ □ □ □ 

10. 當別人對我做出不禮貌的動作時，我能堅定清楚

的制止他 □ □ □ □ □ 

11. 愛滋病是一種令人感到丟臉的疾病 □ □ □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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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3. 我願意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一起上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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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南市大橋國小性教育暨愛滋防治學習單    五年___班   __號 ______________ 

青春記事本            

進入青春期後，因為賀爾蒙的大量分泌，身體會產生一些變化，請你各寫出3個男、女生會

產生的生理變化。 

男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個人都會經歷青春期的變化，有些人身體的轉變比其他人快，有些人則較緩慢，身為即

將邁入青春期的你，應該如何正確看待自己或是其他人的變化呢？請你提供2個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愛齊步走 

看看你對愛滋病的了解有多少。 

愛滋病的中文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愛滋病會經由哪些途徑傳染？請寫出2種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省與回饋 

上完性教育暨愛滋防治課程，有幫助你更了解性方面的知識嗎?    有      否 

上完課程後，你可以用正確的態度面對跟性有關的議題嗎？       可      否 

我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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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學生學習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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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2

34



 

學生學習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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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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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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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活動成果照片 

四月份主題書展—談性好書11選，愛閱青春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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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性教育講座—愛滋並暨菸害防制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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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性教育講座—愛滋防治與反歧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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