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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推動原

住民高年級學生性教育之行動研

究計畫 
 

周婉芸1,6、謝蕙宜2、楊逸菊1, 3*、林慧錚4、鄭其嘉5 
 
 

摘  要 
背景和目的：近年來，青少年性行為逐漸被視為發育過程中正常的行為表現。然而，

早期的性行為通常伴隨著健康風險的提升，進而被認為是問題行為。本研究為配合教育部

健康促進學校行動研究方案，以網路學習系統為基礎，結合性教育相關議題，研究評估計

畫執行之成效。發展「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推動性教育，以多元方式提升國小高年級學

生正確之性知識以及性態度，進而達到自我保護的成效。 
方法：本研究以準實驗研究法之『實驗組對照組前測後測設計』，採用問卷進行調查，

參與對象為南投縣兩所偏鄉原住民國小五、六年級學童共31人。一所國小為網路學習組，

實施共四週之網路學習課程，另一所國小為傳統學習組。學童以杏陵基金會提供之「國小性

教育學習狀況調查問卷」作為行動研究之前後測工具，以確實瞭解網路課程的成效。 
結果：研究結果顯示：(1)網路學習組在網路教學介入後，對青春期因應及愛滋病的性

態度改變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傳統教學組在教學後，性別角色及愛滋病得分反而降

低。(2)網路學習組在網路教學介入後，顯著增加愛滋病及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性知識正確

率，而傳統教學組在教學後，僅顯著增加愛滋病的正確率。網路學習組學生經過網路教

學，後測正確率有8成題目正確率達84%以上，但傳統教學組經過傳統教學後僅有2成。(3) 
兩組學生在教師教學技巧的作答情形，顯示網路學習組教師在師生互動與情境營造部份做

得最好，公認最差的則是多元評量部份。網路學習組學生覺得以學生為中心的數位學伴網

路性教育學習系統的方式來進行教學，可增加教學滿意度，使學生的性知識與態度呈正向

改變。 
結論：網路學習組學生經過網路教學，對性態度與性知識有正面積極的改變。以數位

學伴網路教學的改革方式，促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可以幫助國小學生性知識正確率

的提昇。未來預計協助其他偏鄉原住民國小，以數位學伴網路學習方式進行性教育教學，

逐步改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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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性教育是個人終身獲得性相關資訊的

過程，以塑造自我、人際關係以及親密關

係之態度、信念及價值。青少年性教育是

在就學期間，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及正向

信念與行為，使青少年在性方面有廣泛且

正確的基礎知識 [1]。青少年是指兒童期至

成人期中間的成長過度階段，為生命發展

中，性發展與成熟最重要的時期，其發展

過程伴隨了生理、心理與人際社會關係的

改變。由於青少年對性的無知，使得性泛

濫、未婚懷孕、墮胎、性病、娼妓、性侵

害等發生率增加，構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中青少女的未婚懷孕，所造成的後果，

更是包括個人健康上的傷害或是整個社會

的危機 [2]。台灣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性行

為有提早發生的現象，部份國小學童在性

好奇和情感上較成熟、較衝動，學校有必

要及早對學童進行兩性情感教育，加強教

育學童尊重自己與別人的身體，預防懷

孕、性病等意外的發生[3]。 

根 據 2011年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15-19歲青少年初次性行為調查顯示，青

少年有性經驗的比例中女性佔11.5%，男

性 佔 15.6% ； 若 依 照 同 年 戶 政 司 提 供 之

15-19歲的人口數乘以有性經驗的比例，

可推估當年應有青少女89,059人和青少男

130,699人、共計219,758人已經開啟了人

生第一次的性經驗，其中2015年內政部人

口統計，臺灣15-19歲青少女生育率為4‰ 

(一般生育率為35‰)[4,5]。臺灣青少年第一

次性行為時，有49%未採取避孕措施，而

每年墮胎人次約在32萬至40萬間，比新生

兒總數還多，其中約有一萬名以上是未成

年少女 [6]。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出生通

報的統計數據，2015年臺灣總出生通報的

新生兒中，有3,230名新生兒的母親是未滿

20歲的青少女，也就是說每天約有8.8名新

生兒由未滿20歲的青少女所生下。這群青

少女除了因此影響其自身身體健康及受教

育的機會之外，對新生兒的健康狀況也有

影響。統計顯示，這些未滿20歲青少女的

早產率、死產率及體重過輕率都比平均來

得高[7]。 

原住民青少年因性所產生的問題更是

值得關注。根據屏東地區原住民學童性知

識、性態度及性行為的調查研究顯示，原

住民學童較都市學童早獲得與性有關的概

念，但性知識的得分偏低，正確百分率為

59.08% ， 在 性 態 度 得 分 正 確 百 分 率 為

66.49% ， 且 看 過 黃 色 書 刊 的 比 率 為

61.0%，也較都市學童為高 [8]。台北市政

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針對台北市原住民與

非原住民所進行的分析比較中也發現，大

學階段原住民已發生性行為的比率較漢民

族為高，第一次發生性行為的年齡也較漢

民族低半歲 [9]；由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

統計發現，台灣地區  15-19 歲婦女高生

育率的前五名縣市，於1999至2015年，皆

是以原住民為多數居民的台東縣、花蓮

縣、屏東縣、南投縣、雲林縣、新竹縣、

嘉義縣等，且山地鄉的生育率大多高於非

山地鄉的區域[10]；由以上數據可以發現，

原住民可說是青少年性健康中的高危險

群，其性教育問題已是需要即刻解決的重

要議題。學者調查33所原住民國小共1,250

名學童後發現，學童性資訊的主要來源還

是來自電視媒體，且仍存在有許多錯誤的

性知識，如「夢遺是需要治療的」等迷思，

知識的整體得分偏低 [8]；另外，對都市原

住民的國中學生進行調查發現，都市原住

民在兩性交往上趨於「早熟」與「熱情」[11]。 

研 究 指 出 國 小 高 年 級 開 始 進 入 青 春

期，學生普遍性知識不足[12]。教育部2008

年委託杏陵基金會進行「臺灣國小、國

中、高中職學校性教育成果調查研究」發

現青少年性知識有待加強，國小畢業生於

性知識「青春期生理及懷孕」方面答對率

為62.2%、「性騷擾及性侵害」為74.7%、

「愛滋病」為43.4%。在性態度方面：愛滋



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24(3)：227-238, 2017 

 229

病防治態度平均為3.31分、對性別角色之

態度為3.57分、青春期因應態度為3.70分

(態度滿分為5分)。另外在生活技能上情感

表達、溝通技巧為3.52分，拒絕技巧、自

我控制為3.95分、自我保護、尋求協助為

4.30(生活技能滿分為5分)[13]。此外，由於

學齡女童的初經年齡逐年下降[14-16]，國小

六年級學生就有性教育之需求[17]，而學校

是實施性教育最適當的地點[18,19]。學者探

討2003-2012性教育介入影響性知識的後

設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學校場域進行性

教育，能有效提升青少年的性知識、性態

度、自我效能與行為意向，且教學介入的

時間點越早，在知識提昇方面的效果越好
[20]。另有學者對屏東地區原住民國小高年

級學童進行性教育介入，無論性知識、態

度或行為都有顯著的進步[21]。因此若想真

正改變青少年的性現況，青少年性健康教

育及相關避孕常識與避孕方法應積極推

廣，以改善過早性行為可能導致未成年懷

孕生子而產生墮胎、性病感染等風險。 

資訊教育是未來教育發展的重點，教

育部在1998年將九年一貫的課程中，將資

訊教育運用往下延伸至國中小學[22]，知識

來源從書本、老師及學校擴及到多元的網

路資源[23]，教師可已經由學習其他教師的

教學內容與方式，改善自我的教學，也可

將資源提供給學生，促進與學生互動的機

會，達到「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為了

提升偏鄉學校的教育品質與學生的學習能

力，輔仁大學臺灣偏鄉教育關懷中心自

2006年由成立偏鄉教育關懷團隊，承接教

育部國教司教育遠距課輔  (數位學伴)計

畫，透過學習與陪伴，與偏鄉學童建立互

動互信的關係，以一對一的遠距教學模

式，照顧偏鄉或災區學童，並於2016年成

為偏鄉教育的營運中心，引領全國共23所

夥伴大學照顧83所偏鄉中小學。遠距課業

輔導以「學生為中心」的執行模式與策略，

研究顯示，數位學伴教學模式能有效地讓

學生產生學習欲望，產生正面效益，因此

本研究採用數位學伴做為偏鄉原住民國小

性教育輔助輔導的教學方式[24,25]。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原住民國小學童對

「性知識、態度、生活知能」的發展情

形。本研究對象所在的原住民國小位於南

投縣偏遠地區，交通不便，醫療資源缺

乏，學生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比率居高。

由於教育資源獲取不易，因此學校性健康

教育的問題更是值得重視。為使原住民國

小學童能有充分的健康知能面對兩性問

題，本研究利用行動研究方法，結合醫院

專業醫療人才，與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合

作，並以大學「偏鄉教育中心平台」數位

學伴的網路學習系統進行性教育的教學，

進一步找出國小學童在性教育「知識、態

度」所遇到的問題，且針對這些問題給予

適當的解決策略，以期了解透過這些策略

的學習成效。期待能真正增進原住民國小

學童正確的性健康知能。 

 

材料與方法 

研究樣本 

以 南 投 縣 仁 愛 鄉 兩 所 原 住 民 國 小 的

五、六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研究。一所學

校為實驗組 (網路學習組)，共19人；另一

所學校則為控制組  (傳統學習組)，共12

人，網路學習組實施數位學伴網路學習課

程。採用行動研究法，以具體行動改善現

狀，並以研究的角度來檢視是否達成目

標。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在不影響學校與學生正常作息

之 下 ， 採 用 準 實 驗 研 究 法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26] ， 不 以 隨 機

分派，而以學校為單位分組進行教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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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研究模型採用Coghlan與Brannick[27]所提

出的教育行動研究螺旋循環。以螺旋循環

的方式探討網路學習方式應用於國小高年

級學生，是否能提升學生性知識、態度與

生活知能。每個循環包含四個步驟：問題

診斷、規劃行動、執行行動及評估行動。

透過四個步驟循環，將數位學伴教學上所

面臨的問題，進行修正與執行。 

研究步驟以大學端、兩所原住民國小

與醫院端進行事前規劃，並實施前測後，

依照前測結果規劃教學方案。徵求修習輔

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鄭其嘉教授開設之性

教育課程之大學生做為數位學伴的大學

伴。大學生接受至少20小時的性教育課程

與教學訓練，並參與輔仁大學偏鄉教育數

位學伴工作坊8小時的數位學伴教育訓練

以及線上授課技巧指導與分享。醫院協助

指派相關領域的醫師對公共衛生學系修習

性教育課程的學生施以男女性生理與生殖

相關臨床實務的講解、複審大學生上傳至

偏鄉教育平台教材內容的適切性。所使用

教材是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參考杏陵基

金會出版之國小性教育媒體教材，依據偏

鄉原住民國小學生需求修正後做為線上教

學課程內容。 

因 本 次 議 題 特 殊 ， 於 線 上 教 學 開 始

前，進行大學生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線上相

見歡及小學生父母說明會，建立學伴間的

信任感。之後大學生依照國小學生性別分

組配對，採一對一教學方式，於103學年

度下學期進行4堂課程教學，大學伴可以

依據自己與小朋友的互動狀況修改教材，

但原則上內容均需要上完，並於教學完成

後，實施後測。依據網路學習組五、六年

級學生的前測結果與教育部國小健康與體

育課程課綱中與性教育相關的能力指標訂

定的介入教案設計主題為： 

1. 身體界線 (性騷擾與性侵害) 

2. 色情媒體影響 (媒體識讀) 

3. 兩性互動與交往 (約會與愛情) 

4. 自我保護 (安全性行為)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以 前 、 後 測 設 計 問 卷 調 查 方

式，研究對象在實施介入策略後「性知

識、態度、生活知能」三方面學習成效情

形。 

本研究使用杏陵基金會提供之「國小

性教育學習狀況調查問卷」作為行動研究

之前後測工具，以確實得到學生經由數位

學伴教學後的學習狀況。本結構式問卷乃

教育部2008年委託杏陵基金會進行「臺灣

國小、國中、高中職學校性教育成果調查

研究」[13]中，為了解國小學生四至六年級

在「健康與體育」等課程中性教育的教學

情形，以及教學後之學習成效，以教育部

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中「健康與體育」領域[22]中所列之性教育

相關核心能力指標為依據，同時參考國內

外相關文獻後，由研究小組研擬完成。此

問卷具有信效度且鑑別度良好，於台灣健

康促進學校之「行動研究專區網站」的資

源下載中「性教育(含愛滋病防制)」的評量

工具中提供研究者使用，因此本研究採用

此結構式問卷作為本研究的前後測工具。 

資料處理與分析 

前 後 測 問 卷 回 收 後 ， 進 行 檢 查 、 編

號、譯碼簿之製作以及問卷譯碼後，將資

料輸入電腦建檔。資料以IBM SPSS Statis-

tics 19.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型以及推

論型分析。 

描述型分析：以百分比、平均值與標

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SD) 等方法進行

統計，並呈現每一變項的分佈情形。 

推論型分析：依資料屬性，採卡方檢

定 (Chi-square test)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配對樣本t檢

定(Paired sample t-test)與變異數分析等統

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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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如性別及教育程度，以卡

方檢定來比較兩組間的差異。以獨立樣本

t檢定兩組學生在接受不同性教育教學方

式後，兩組在性知識、性態度等的差異情

形，以配對樣本 t檢定網路學習組國小高

年級學生在以網路教學方式實施性教育的

成果(包括性知識、性態度)前、後測的差

異情形(設α = .05)。使用皮爾遜 (Pearson)

績差相關分析利用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

與傳統教學的性教育教學介入後，以教師

教學技巧及教學滿意度二個項目做為學校

實施性教育成效的代表，與學生性知識及

性態度間的相關情形。 

 

結果 

如表1所示，兩組研究對象在性別及

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均未達統

計上顯著差異(p>0.05)，顯示兩組研究對

象家庭背景類似。 

性態度之研究分析 

兩組學生在接受不同性教育教學方式

後，兩組在性態度等的差異情形。性態度

(包括性別角色態度、青春期因應態度、

愛滋病態度及整體性態度)分數愈高，代

表態度愈趨近積極正向。如表2所示，由

兩組平均數與標準差，可了解兩組學生的

表現狀況。網路學習組學生在接受教學

後，「青春期因應態度」、「愛滋病態度」

與「整體性態度」得分平均數較前測分數

高；傳統學習組學生則只有在「青春期因

應態度」得分平均數較前測分數高，但兩

組學生各項前後測得分平均數，均沒有達

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可知不管經由何種教

學方式，學生性態度的變化沒有顯著的改

變。但網路學習組在接受數位學伴教學

後，其性態度皆有正向改變，而傳統學習

組反而大都降低，導致兩組在「愛滋病態

度」後測結果的比較，達統計上顯著差

異，可知數位學伴網路性教育學習系統不

僅可維持學生的性態度，更可讓學生有正

向的影響，特別是對於愛滋病的態度。 

 

表1.網路學習組與傳統學習組學生基本資料分布 

項目 

網路學習組 傳統學習組   

p值 n=19 n=12  

性別    0.48 

男   10 (52.6)   8 (66.7)   

女    9 (47.4)   4 (33.3)   

父母 (或主要照顧者)教育程度     

父親 (男性主要照顧者)    0.26 

國中   4 (21.1) 1 (8.3)   

高中職   7 (36.8)  8 (66.7)   

不清楚   8 (42.1)  3 (25.0)   

母親 (女性主要照顧者)    0.48 

國中  1 (5.2)  0 (0)   

高中職   9 (47.4)  8 (66.7)   

不清楚   9 (47.4)  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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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學童整體性態度之分析 

 網路學習組(n=19) 傳統學習組(n=12)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構面 題數 平均數±SD 平均數±SD p 值 平均數±SD 平均數±SD p 值 p 值 p 值

性別角色態度  3  9.53±1.74  9.53±1.87 1.00  9.92±1.51  9.75±1.96 0.72  0.53 0.75

青春期因應態度  4 15.21±3.10 15.68±1.73 0.62 14.83±2.29 15.83±2.59 0.19  0.72 0.85

愛滋病態度  3  9.95±2.64 10.47±1.39 0.40 10.25±1.71  8.92±2.71 0.12  0.73 0.04

整體性態度 10 34.68±4.97 35.68±3.23 0.49 35.00±3.62 34.50±5.63 0.74  0.85 0.46

 

性知識之研究分析 

表3，兩組學生在教學過後，性知識

答對率均有增加。網路學習組學生經過數

位學伴網路性教育學習後，第4, 5, 9題的

答對率顯著增加。傳統學習組則是第2, 3, 

5, 6, 7題的答對率顯著增加。網路學習組

在前測的答對率普遍高於傳統學習組，且

半數以上學生答對，特別是第3, 6, 7題，

後測答對率則平均有8成以上。傳統學習

組前測僅有約4成的學生答對，後測平均

答對率則只有六成七。整體上來看，雖然

數位學伴網路性教育學習系統較傳統學習

更能提升學生的答對率，但對於「青春期

生理及懷孕」的答對率僅由五成增加至六

成，可在後續進行相關教學時，特別注意

此部分的加強。 

學校性教育實施研究分析 

兩 組 學 生 在 教 師 教 學 技 巧 的 作 答 情

形，顯示網路學習組教師在師生互動與情

境營造部份做得最好，公認最差的則是多

元評量部份(表4)。傳統學習組學生對於教

師教學技巧的感受較網路學習組來得高，

可能數位學伴網路性教育學習系統的大學

伴與小學伴在尚未熟悉彼此的狀態下進行

教學，導致網路學習組學生較難感受教師

的教學技巧，唯獨在「師生互動」的感受

高於傳統教學組。 

網路學習組超過8成的學生對目前性

教育的教學方式與內容均表示滿意，而傳

統學習組則有超過9成的學生表示滿意，

但只有6成左右的學生喜歡健教老師的教

學方式(表6)。兩組學生滿意度只有在「喜

歡健教老師的教學方式」網路學習組顯著

高於傳統學習組，可知網路學習組學生覺

得以數位學伴網路性教育學習系統的方式

來進行教學，較傳統的教學方式更能令他

們有好的學習感受。 

學校性教育與學生性知識、態度的關連性 

透過皮爾遜績差相關分析發現，學校

性教育的實施狀況都與學生的性知識與態

度呈正相關。網路學習組學生在對教學滿

意度越高時，其性知識與性態度也越佳。

傳統學習組學生在教師教學技巧與教學滿

意度越高時，其性知識也越佳，唯對於性

態度改善沒有顯著的助益。可知以傳統教

學方式，僅能促進性知識的改善，但無法

改變學生的性態度，而利用數位學伴網路

性教育學習系統不僅可以增進學生的性知

識，更可以改變學生的性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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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學生性知識前後測逐題之敘述分析 

題號 

題目內容 

 網路學習組(n=19) 傳統學習組(n=12) 

前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後測

答對數(%) 答對數(%) p值 答對數(%) 答對數(%) p值 p值 p值

  青春期生理及懷孕 

1 
女生在月經期間洗澡時，用盆浴比用淋浴更

加合適。(x) 
  6 (31.6) 10 (52.6) 0.10  5 (41.7)  7 (58.3) 0.34 

0.42 0.53

2 
女生的月經有週期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

(o) 
 10 (52.6)  9 (47.4) 0.75  3 (25.0)  8 (66.7) 0.05 

0.13 0.25

3 
女生如果月經來潮後，就表示她已具有生育

的能力。(o) 
 15 (78.9) 16 (84.2) 0.58 1 (8.3)  5 (41.7) 0.04 

<0.001 0.02

  愛滋病 

4 
愛滋病能透過被蚊蟲叮咬而傳染。(x)   7 (36.8) 18 (94.7) 0.001  3 (25.0)  5 (41.7) 0.50 

0.39 0.002

5 
和愛滋病毒感染者共用坐式馬桶容易感染愛

滋病毒。(x) 
  9 (47.4) 16 (84.2) 0.005  5 (41.7) 10 (83.3) 0.02 

0.53 0.6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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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6 (84.2) 18 (94.7) 0.33  5 (41.7) 11 (91.7) 0.007

0.02 0.63

  性騷擾與性侵害 

7 
男生和女生都有可能是性侵害案件中的受害

者。(o) 
 18 (94.7) 18 (94.7) 1.00  6 (50.0) 11 (91.7) 0.05 

0.007 0.63

8 
如果遭遇到性侵害或家庭暴力，可以撥打婦

幼專線113尋求幫助。(o) 
 17 (89.5)  19 (100.0) 0.16 10 (83.3) 10 (83.3) 1.00 

0.51 0.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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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68.4) 17 (89.5) 0.04  5(41.7)  5 (41.7) 1.00 

0.14 0.007

 

表4.學校性教育課程教師教學技巧 

 網路學習組 傳統學習組  

教師教學技巧 從未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從未如此 偶爾如此 經常如此 p值 

情境營造 0 6 (31.6) 13 (68.4) 1 (8.3) 0 11 (91.7) 0.05

學生中心教學方法  2 (10.5) 6 (31.6) 11 (57.9) 1 (8.3) 1 (8.3) 10 (83.3) 0.29

與課程相關的新聞或生活實例 1 (5.3) 7 (36.8) 11 (57.9)  2 (16.7) 0 10 (83.3) 0.05

媒體使用 0 8 (42.1) 11 (57.9)  2 (16.7)  3 (25.0)  7 (58.3) 0.15

師生互動 0 3 (15.8) 16 (84.2) 1 (8.3)  5 (41.7)  6 (50.0) 0.1 

多元評量  3 (15.8) 9 (47.4)  7 (36.8)  2 (16.7)  6 (50.0)  4 (33.3) 1.0 

 

表5. 學校性教育滿意程度 

 網路學習組 傳統學習組  

 不同意 中立意見 同意 不同意 中立意見 同意 p值

滿意學校進行的性教育教學方式 0  3 (15.8) 16 (84.2) 1 ( 8.3) 0 11 (91.7) 0.17

性教育課程教學內容有幫助 1 (5.3) 1 (5.3) 17 (89.5) 1 ( 8.3) 0 11 (91.7) 0.24

學校性教育課程節數足夠 0  2 (10.5) 17 (89.5) 1 ( 8.3) 0 11 (91.7) 0.69

喜歡健教老師的教學方式 0  3 (15.8) 16 (84.2)  4 (33.3) 0  8 (66.7) 0.01

健教老師的教學具啟發性，能增加學生解

決相關問題的能力 
0  3 (15.8) 16 (84.2) 1 ( 8.3) 0 11 (9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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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學校性教育與學生性知識與性態度之相關 

 網路學習組 傳統學習組 

 性知識 性態度 性知識 性態度 

教師教學技巧 0.269 0.173 0.677* 0.459 

教學滿意度 0.459*       0.672** 0.741** 0.412 

**p<.01 * p<.05  

 

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目前偏鄉原住民國小

學生在性教育「知識、態度」二方面所遇

到的問題，且針對這些問題給予適當的解

決策略，以期了解透過這些策略的學習成

效，期待能真正增進原住民國小學生正確

的性健康知能。 

研究發現網路學習組學生經過數位學

伴網路學習系統教學，後測的分數大致都

有提升，即性態度有正面積極的改變，特

別是「愛滋病態度」，而傳統學習組經過

傳統教學後，呈現不一致的現象，甚至造

成性態度分數降低。可推知數位學伴網路

學習系統的性教育教學方式對偏鄉原住民

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性態度具有正面且持續

的影響，此項結果與國內學者研究結果相

似。國內學者自1994年開始，針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的性教育進行教學研究，發現不

管是一般國小或是偏鄉原住民國小，皆可

經由性教育的教學介入方式，對學生的性

態度與性知識產生正向的影響[19,28]。使用

網路教學的方式，是目前教育發展的趨

勢，提供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的學習。教

師可以利用所蒐集到的各式資源，運用多

元化的媒體進行教學，國內外運用網路或

互動式電腦光碟進行衛生教育介入，針對

性教育、愛滋病教育及智能障礙學生性教

育其效果皆是正向的，不僅可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興趣，更使得學生在後續行為發生

正面的改變[29-32]。 

本研究性態度得分部分，與全國調查

資料比較[13]，網路學習組在性別角色的態

度 得 分 低 了 0.39分 ， 而 青 春 期 因 應 高 了

0.22分，愛滋病高了0.18分；傳統學習組

在性別角色的態度得分低了0.32分，而青

春 期 因 應 高 了 0.26 分 ， 愛 滋 病 低 了 0.34

分。可知經由傳統教學僅可提高學生青春

期因應態度，利用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

的教學則可同時提高青春期因應及愛滋病

態度。但兩種教學的性別角色態度，仍低

於全國結果，建議未來原住民教學需更著

重於性態度的教學。 

性知識部分，網路教學組學生性知識

答對率大多8成以上，唯獨2題青春期生理

答 對 率 低 於 5 成 。 與 全 國 調 查 資 料 比 較
[13]，網路學習組在「女生的月經有週期

性，男生的夢遺則沒有」答對率與全國調

查結果一致，皆是答對率最低的一題，其

餘答對率皆高於全國平均值。傳統教學組

學生則僅有4成題目的答對率高於8成，與

全國調查資料比較 [13]，其餘6成答對率較

低的題目，答對率皆低於全國的平均值。

利用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的教學方式明

顯較傳統教學提昇性知識的理解。 

家庭是性教育最重要的根基，父母是

兒童學習與模仿的最佳楷模，父母的性知

識、性態度及對性教育的看法，均會直接

影響兒童的性態度與性行為[33]。網路教學

組學生接受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教學

後，性態度與性知識皆有正向的改變，但

效果並不明顯，可能父母的性知識與性態

度不足，且城鄉對於性教育的看法也不同

造成[18]。 

在教師的滿意度與教學效果，兩組學

生均顯示滿意，且皆需要進行多元評量方

式的加強。網路教學組學生喜歡老師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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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中心的教學與互動方式，而傳統教學

組則滿意目前學校及老師所提供的教學方

式與環境，此部分與學者陳曉佩等的研究

結果相似[34]。網路教學組學生對學校性教

育滿意度越高時，學生的性知識越佳，性

態度越正向，而傳統教學組在教師教學技

巧與教學滿意度越高時，學生的性知識越

佳，但無法影響學生性態度的養成。 

由上述結果顯示，可知教學滿意度與

性教育成果有密切的關聯性，因此性教育

課程以數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教學的改革

方式，內容增加過去未涉及的主題與增加

主題的深度，促進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互

動，可以幫助國小學生性知識正確率的提

昇與性態度的正向改變。利用遠距網路教

學模式，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讓偏鄉

原住民學生可以在電腦前，以主動學習的

方式，接受學伴的知識傳授及陪伴，參與

即時的討論與發問，縮短城鄉間的教育落

差。知識乃是做決定與行為表現的重要基

礎，因此知識的正確吸收才能加強自我保

護的能力，降低性相關問題的出現。未來

預計協助傳統教學組以數位學伴網路學習

系統的方式進行偏鄉的性教育教學，逐步

改善學習效果。 

 

研究限制 

1. 本 研 究 以 南 投 縣 兩 所 偏 鄉

原住民國小高年級學生為對象，其數

位學伴網路學習系統的教學課程乃依

據網路學習組學生的前測結果需求編

輯製作，研究結果可能受到對象需求

及研究者個人特性、教育理念及經驗

等影響，而有所差別，所以無法推論

至其它國小及教學者。 

2. 本 研 究 時 間 限 制 ， 缺 乏 後

後測的追蹤，未能得知介入後的延宕

結果。 

3. 本 研 究 僅 對 學 生 進 行 調

查，而影響個人行為的因素，還有家

庭、學校與環境的影響。研究結果無

法得知此部分所造成的影響，應於後

續研究中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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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utor Online Tutoring Learning System」Facilitating Sex Ed-
ucation Program among 10-12 year-old Aboriginal School Children 

 
Wan-Yun Chou1,6, Hui-I Hsieh2, Yi-Chu Yang1,3*, Hui-Cheng Lin4, 

Chi-Chia J. Cheng5 

 
Abstract 

Background and Purpose: In recent years, sexual conduct is gradually being regarded as 
common behavior in the course of the natural developmental process. However, sexual conduct at 
a young age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health risks, in turn, being treated as problemat-
ic behavior.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School Health Promotion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E-tutor online learning system as the foundation, intro-
duces sexual education-related issues, and assess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ject implementa-
tion. It develops the “E-tutor Online Tutoring Learning System” to promote sexual education, in or-
der to foster proper sexual knowledge, attitude, and life skills among senior students at primary 
schools, achieving the aim of self-protection. 

Methodology: This study adopts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and conducts a 
survey via questionnaires.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are a total 31 senior students from two abo-
riginal primary schools of Nantou County. One primary school is designated the “Online Learning 
Group”, given an internet learning course of 4 weeks, while the other primary school is designated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Group”. The “Primary School Sexual Education Learning Condition Ques-
tionnaire” provided by Xingling Medical Foundation is adopted as the pre and post assessment tool 
for the action research on the students, to fully asse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et course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to the “Online Learning 
Group” improves the scoring on the sexual attitude of puberty adaptation and AIDS, while the “Tra-
ditional Learning Group” has a lowered scoring on both gender roles and AIDS afterwards. After 
the online learning course, the students show a general increase in scores in the post-assessment, 
and their sexual attitude showed a positive change, especially in “AIDS attitude” category. (2)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to the “Online Learning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correct rate of 
proper knowledge regarding AIDS,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abuse, while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Group” only shows an increase in the category of AIDS. After the online learning course, 
the “Online Learning Group” have an average correct rate of 84% or above on 80% of the ques-
tions, while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Group” shows only 20%.(3) As for the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in responding to the questions, it shows that the teacher of the Online Learning 
Group established the best atmosphere for interactions with the students, while the weakest link 
was the diverse-evaluation portion. 

Conclusion: The “Online Learning Group” shows a positive change in sexu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 The reforming E-tutor Online Tutoring Learning System can promote interactions be-
tween teachers and their students and increase the correct rate in sexual knowledge in aborigin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online learning is planned for the other aboriginal primary 
schools to conduct sexual education, and to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gradually.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Aboriginal Sexual Education, Remote Area Educational Platform, 

E-tutor Online Tutoring Lear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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