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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課綱之性教育與教學之檢討 
陳裕翔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隨著網路時代的快速發展，人們接收新的知識方式變多，越來越多的學生吸

收知識的速度，已遠遠的超越課本和成人的認知範圍，不少國小高年級的學生，

已經有些許的性知識；而不少早熟的國小女學生已有初經來潮，顯然性知識必須

提早教育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學生具備的這些似懂非懂的性知識來源都不是課

本的教育，也不是專業老師的教導，更不是家長的傳授，那他們何來的性知識？

沒錯，就是經由網路，因其好奇心使然，加上網路訊息的多元化與蒐取便捷，實

非教育與社會之福。根據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對 2017 年臺灣寬

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指出，12 歲以上的民眾曾經使用行動上網的比例，已經高

達 87.4%，對上網的普及率言代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但對上網的內容以及學生

具有好奇心的性教育了解為何？殊有檢討的必要。 

資訊科技的時代，學生的性知識老師竟然是谷狗大神(Google)，這樣吸取來

的知識正確嗎？能讓老師和家長安心嗎？然而，性，是人類重要的生理課題之

一，我們卻把主要內容教學都安排在「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內，且進度有點過

於緩慢，而大部分的父母和師長對於性教育卻隱諱不談、不教，任憑學生無師自

通，從網路、新聞媒體和同儕間的訊息交流，學到不是完全正確的性知識。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的調查資料顯示，學生第一次發生過性交行為的年齡，

在 18 歲之前比例為 5.6%，而有正確性病知識的只有 39.3%，這些錯誤的性觀念，

以及過早的性經驗行為，都將造成日後恐怖的事情，也會影響到學生未來人生的

身心發展。 

然而性教育牽涉的層面很大，晏涵文（2011）就提及，性教育至少包含性生

理、性病理、性心理、性倫理和性法理等層面。而且性教育應由出生開始，終其

一生，是一個很大、很廣泛的計畫。在全國法規資料庫（2013）中《性別平等教

育法》，也明確把性別平等定義為，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查看最新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發表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健康與體育領域綱要》的教學和生活課程的領域，教學的進度實滿足不了

學生的好奇心。多年來性教育缺失，讓無數兒童錯失接受性教育的大好時機，甚

至遭受各種侵害，是否應由學校課程提早補位，讓學生有正確學習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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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教育之實施現況 

根據美國性資訊暨教育委員會(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SIECUS )（2018）提出，人類性行為中身體、心理、情感和

社會方面，包括人類發展、人際關係、個人技能、社會和文化，以及性行為和性

健康。而且由經過培訓的教育工作者從幼兒園到 12 年級（K-12）接受教育，全

面的性教育(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 CSE )滿足所有年輕人的需求 - 
包括有色人種、多元性別族群(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stioning , 
LGBTQ )青年、性活躍的青年、孕婦和育兒學生，殘疾青年和性暴力的年輕受害

者，因此，應以證據和文化適當的方式教育。 

反觀臺灣目前的性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時，性教育主要內涵區分出三個階

段，有小一到小三、小四到小六、國一到國三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課綱都以第

一主軸「生長、發展」為主，和第六主軸「健康心理」、第七主軸「群體健康」

為輔，其他如性的生理、心理、倫理與社會規範等等，都只能依靠老師課外補充。

直到 2018 年將要施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教學綱要，才更細分出每個

階段不同的進度，但這進度跟美國比較起來，整體教學足足慢了三年，整個教育

體制及我們並沒有培訓出專業性教育師資、工作者，這些種種問題都尚有改善空

間。 

三、新課綱性教育之內容 

教育部宣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延緩至 108 學年度開始實施。目前性

教育教學，並沒有專門的科目，甚至被分到不同領域科目當中，其中佔最大部分

的為「健康與體育領域」，本文整理出目前十二年國民基本課程綱要中，健康與

體育領域的性教育教學，其進度如表 1： 

表 1  健康與體育領域進度表 

教學時間 各階段學習內容 

第一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1.日常生活中的性別角色 

(國民小學一、二年級) 2.身體隱私與身體界線及其危害求助方式 

第二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1.男女生殖器官的基本功能與差異 

(國民小學三、四年級) 2.性別角色刻板現象並與不同性別者之良好互動 

  3.身體自主權及其危害之防範與求助策略 

第三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1.青春期的探討與常見保健問題之處理方法 

(國民小學五、六年級) 2.不同性傾向的基本概念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與因應方式 

  3.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自我防護 

  4.愛滋病傳染途徑與愛滋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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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間 各階段學習內容 

  5.友誼關係的維繫與情感的合宜表達方式 

第四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1.生殖器官的構造、功能與保健及懷孕生理、優生保健 

(國民中學) 2.青春期身心變化的調適與性衝動健康因應的策略 

  3.多元的性別特質、角色與不同性傾向的尊重態度 

  4.愛的意涵與情感發展、維持、結束的原則與因應方法 

  5.身體自主權維護的立場表達與行動，以及交友約會安全策略 

  6.青少年性行為之法律規範與明智抉擇 

  7.健康性價值觀的建立，色情的辨識與媒體色情訊息的批判能力 

  8.愛滋病及其它性病的預防方法與關懷 

第五學習階段學習內容 1.全人的性、自尊與愛的內涵 

(高級中等學校) 2.健康親密關係經營能力的培養 

  3.性別多樣性的了解與尊重 

  4.避孕原理、方法及人工流產 

  5.性病與生殖系統疾病的預防、保健及關懷行動的實踐與倡議策略 

  6.對性騷擾與性侵害議題之關懷、倡議與行動策略 

資料來源：整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健康與體育領域」進度 

性教育與性平教育，在教育部宣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都有明確分

好各階段需要教學的進度與內容，也規畫好一周需有四小時的教學時數，但卻沒

有規劃老師在課堂上到底要怎麼教，光看新課綱和性別平等教育法還是太抽象。 

 

四、缺失與改善策略 

(一) 性教育之缺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於 2016 年「國中學生健康行為調查報告」

中指出，學生第一次發生過性交行為的年齡，在 11 歲以前就有紀錄，顯示出學

生對性探索的生理，大約在國小時期就會發生，而第一次接觸色情媒體的年齡，

在 7 歲以前就有紀錄，顯示出學生對性的好奇心理，大約在國小低年級時期就會

發生，而令人擔憂的是，此時期學生的性教育還懵懵懂懂，更不用提對於性病的

了解程度，完全是嚴重不足。在教育部統計處（2017）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

懷孕事件統計，發現到竟有 105 人在國中、小就懷孕，顯然不只會有懷孕事件，

甚至會引發出墮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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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字的分析，學生因為容易接觸到色情媒體，且學生也有極大的好奇

心，在不懂得且沒有機會接受到正式教育，直接的觸碰亞當的禁果，引發了種種

的家庭、社會及教育問題，在生理上包含了性病的傳染、懷孕和墮胎，在心理上

也造成兩性的傷害，值得政府及社會深思，更值得家長與師長關切。 

依照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避孕原理或方式及人工流產和性病與生

殖系統疾病的預防知識，必須到第五階段的高級中等學校實施，那時候學生都已

經 16 歲以上，恐會有更高的比例接觸過色情媒體和發生過性交行為的學生，所

以目前規劃的性教育課程有點緩慢，沒有跟得上學生的好奇心與身心發展。  

(二) 性教育之改善策略 

    現在的性教育只是打散分類到各科內，把重點打散到各教材裡面，但各科老

師在碰到良好時機時，有沒有辦法帶到觀念，甚至當時課堂上是否有時間做課外

補充，而把概念融入各科的教材是必要的，但更需要的是把性教育科目，直接獨

立出來，有專屬的時段，有專屬的教師，使用互動的方式和學生上課，如此一來

將能在課堂上一一解開學生的疑問。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學生在國民中、小學發展階段，他們不只對性教育有興趣且過度好奇，更容

易身體力行，因為網路時代的快速發展，學生也想觸碰亞當的禁果，造成學生想

辦法接觸到色情媒體，甚至去嘗試些大人認為不可接觸的禁地，引發出目前眾多

的問題，包含著懷孕墮胎和性病的重大問題。 

先前 SIECUS 論點，在幼兒園到 12 歲以前就應該完成所有性的教學內容，

然而臺灣的民風偏於保守，學生獲得資訊的管道又過於容易且浮濫，加上目前學

生的發育年齡又提前，因此應重新審視性教育課程開始的時機。而目前家長的性

教學思維，都屬於被動狀態，學生有問才教導，甚至有些避而不答，也有些是根

本沒有正確的知識，因此應該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老師來教導，如此一來學生才能

取得正確的性知識和性觀念，以免造成大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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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對教育部的建議 

可以比照美國教育，將性教育列為重要課題，有專屬時間課表，且有專屬老

師或專屬受過專業性教育的人員教導，這樣可以補足目前家長害羞的性教育，也

可以避免學生有錯誤的學習，更少去因為不正確的性行為，衍生出來的狀況。建

議小學、中學教師教學、教材的設計應有具體作為，甚至應該將性教育整合成專

門科目，且有受過專業性教育課程的老師來教導。 

2. 對國民中、小學的建議 

在國民中、小學不只在第一線的老師需要有專業知識，建議連學校的服務人

員也都應該要有性平教育，透過大家在校園的多重保護，學生才會有良好安全的

環境。 

3. 對教師的建議 

    目前的師資並沒有百分之百上過性平課程，而性平教育又是如此重要，老師

又需要在各種課程中，融入性平觀念，這是何等的難，而老師們都不清楚性平的

概念，那就更無法清楚得教導學生。因此在還沒完整規畫前，建議所有的老師都

先到師資培育中心，有開設性別平等教育專業課程，以補足目性前教育的空缺。 

4. 對家長的建議 

    家長不應該在迴避性教育問題，若自己無法教導孩子也開不了口，因此建議

交給學校，由學校建立一套完整的性教育課程，讓孩子能夠受到正確的教育，莫

等到當孩子受到侵犯時，才來亡羊補牢，那時後將後悔莫及。 

總而言之把目前現行的 12 年國教，提早 3 年教完，且由受過訓練的老師來

教導，讓學生對性教育的認識，在生理發育時，就能接受到正確的知識，才能有

效的降低懷孕問題、墮胎問題和性病問題，在心理也能早點學習到兩性的互相溝

通、互相尊重，以達到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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