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科  別：通識教育中心 

設計者：駱俊宏老師 

指導者：林燕卿教授 

一、建構背景說明 

（一）構思起源： 

    避孕的定義係為利用醫學原理與各種不同的節育方法，達到避孕之效果（蔡

旭美，2004）。在避孕方法選擇上則以保險套最受各國青少年青睞，其次是避孕藥

丸（陳科榕，2006）；而缺乏保險套使用知識，如使用頻率與正確性等與感染性傳

染疾病有相關性（Manhart & Koutsky, 2002）。而 性教育應以引導及接納的方式，

運用問題為導向的小組教學模式來建立一個溝通無礙的學習管道，應加強青少年

溝通技巧、培養自信、要有採取避孕決心、及避免有危險的性行為（文榮光，1999）。

同時，在教學過程中也可多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multimedia assisted instruction），

如圖片、模型、錄影帶及投影片等，並採用多元的教學方式，以增進教學成效與

學生學習興趣。 

保險套的使用是安全性行為中重要的一環，也是阻斷愛滋病毒感染最有效方

法（Cohen, 2002）。由此，本課程將以青少年取得容易且具避孕成效之保險套為

例之教學課程設計，在設計課程之前，從 Kaplan、Feinstein、Fisher、Klein、Olmedo

與 Rome 等（2001）研究中指出，保險套的適當使用必須：1.每一次在陰道性交、

口交或肛交時，使用新的保險套。2.在與生殖器接觸前，要能正確地戴上保險套。

3.在陰莖還處於勃起狀態時，就要抽離陰道並握住保險套以避免滑落。及 4.只能用

水性潤滑液，不能用油性潤滑液，因為保險套會被膠狀油性潤滑液、礦物性油、

植物性油、冷霜、潤膚乳液與一些抗霉菌藥物等所損壞。綜合上述資料，在瞭解

保險套避孕的相關使用原理、功能及方法後，本課程試圖以愛神的剋星－神奇保

險套為主題的課程設計，提供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相關課程時之參考。 

 

 

 



（二）預期目標：  

1.認知：提升學生於發生深層性行為時，主動使用保險套之意願。 

2.情意：使學生瞭解保險套除了可以「避孕」外，更可以達成預防「性傳染病」 的

成效。 

3.技能：實際以模型教具練習後，使學生學會正確使用保險套。 

（三）實施對象：  

五專一年級學生  

（四）選取能力指標 分析能力指標（參後期中等學校指標） 

能

力

指

標 

編  號 文  字  敘  述 概念分析 技能情意 

1-4-1 
尊重青春期不同性別者的身心發

展與差異。 
身心發展  

2-4-9 
善用各種資源與方法，維護自己

的身體自主權。 
身體的界限  

2-4-10 認識安全性行為並保護自己。 性與權力  

二、課程教學單元結構圖 

                            

 

 

 

 

 

 

圖 1 愛神的剋星－保險套避孕教學架構圖 

 

瞭解保險套的功能  

 

學生主動使用保險套之意願 

 

使學生學會正確使用保險套 



 三、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名稱： 

健康與護理 

適用科/級/班： 

科別：各科 

年級：一年級 

班級：各班 

教學時間：30分鐘 

■融入章節：安全性行為 

□融入活動： 

教學者：駱俊宏  

 

單元主題 具體目標 能力指標 

愛神的剋星－ 

保險套避孕教學 

1.認知： 

如何提高學生於發生

深層性行為時，主動使用保

險套之意願。 

2.情意： 

使學生瞭解保險套除了

可以「避孕」外，更可以達

成預防「性傳染病」 的成

效。 

3.技能： 

實際以模型教具練習

後，使學生學會正確使用保

險套。 

1-1 首先讓學生瞭解到不安全性行

為後果的嚴重性（如非預期懷孕等）

後，願意使用較安全的性行為。 

1-2 讓學生瞭解深層性行為時，使

用保險套並不會影響性快感或性高

潮等之迷失。 

2-1 使學生瞭解影響避孕行為的生

理知識及心理知識，並詳細說明各

種避孕方法的優缺點，同時要強調

為什麼本課程要以保險套避孕法為

主軸。 

3-1 使學生瞭解到保險套正確使用

方法及功能，並藉由模型教具，實

際練習後學會使用保險套之技能。 

3-2 使學生真正瞭解保險套之功能

後，必須持續於發生性行為時全程

使用保險套，不可以只是偶爾興起

才使用。 

 

 



教 學 設 計 概 述 教 學 資 源 

本課程設計理念，具體敘述如下： 

1.本單元首先藉由非預期懷孕之影片欣賞，使學生

瞭解到在求學階段如果懷孕了，對學業及生活造

成的困擾有哪些？ 

2.現今由於保險套的取得容易且廉價，同時保險套

除可以避孕外，更可以防治性傳染病，故若要發生

深層性行為時，應記得使用保險套，以維護雙方性

健康。 

3.教學者於課程結束時，為加強學生對課程內容的

印象，應該再次強調避孕與保險套使用之關係，及

強化「沒戴保險套就免談」之意識。 

4.詢問學生對上課的內容及教學方法是否有疑問的

地方或建議。 

1-1-1 準備非預期懷孕之相關影

片，瞭解懷孕後可能面臨的生活及

各層面之問題。 

1-2-1 使學生瞭解何謂「性快感」

及「性高潮」，及保險套與性快感及

性高潮並無直接關係。 

1-1-1 以 power point 方式或利用掛

圖呈現各種避孕方法之優缺點，同

時也認識避孕方式的多樣化。 

1-1-2 亦可請學生先蒐集避孕方法

的相關資料，並以方組方式上台報

告彼此方享知識。 

1-1-1 準備矽膠材質的人工陰莖模

型及各種型式的保險套，因為深層

性行為有肛交、口交及陰道性交

等。 

1-2-1 可以詢問學生使用保險套之

好處有那些。 

四、附件：（如課程教材、學習單……等） 

建議延續閱讀之教材 

Becker, M. H., & Joseph, J. G. (1998).AIDS and behavioral change to reduce risk:a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78(4), 394-410. 

Breheny, M., & Stephens, L.(2004).Barriers to effective contraception and strategies for 

overcoming them among adolescent mothers. Public Health Nursing, 21(3), 

220-227. 

Corcoran, J.(2000).Ecolog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sexual activity.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30(4), 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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