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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指南：

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中的人类发展和性健康 年级

1-6 
在安大略，课程设置反映了学生在每年级末或课程结束前所能学到和能做到的事。

该课程支持学生发展的技能和知识有：

理解自己和他人

辩证地思考，促进做出健康

的选择

发展并保持健康的关系

保证身心安全

身体健康地生活和茁

壮成长

本指南将介绍：

• 包含在初级和中级（1–6 年级）课程中的有关人类发展

和性健康的知识和技能相关信息

• 课程举例以展示老师在计划人类发展和性健康教学中所

用方法 

• 有关家长和学校如何合作以支持孩子学习的想法 

• 获取更多信息的渠道。

帮助学生培养知识和技能以保证安全和健康，是实现卓越的

一部分：安大略教育的全新愿景。更多详情请登录  

ontario.ca/eduvision。

支持每个孩子
寭及每个学生

http://ontario.ca/edu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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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RE V I S ED

The Ontario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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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RE V I S ED

The Ontario Curriculum 

Grade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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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学习人类发展和性健康课程 

学习人类发展和性健康是整体健康教育的一部分。它从出生便相伴左右。

人类发展和性健康教育远远不止简单地学习身体各部位及繁殖的知识。

在如今复杂且快节奏的世界里，儿童和青年需要知道更多有关保持安全和健康的

知识。人类发展和性健康从孩子们认识自己、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身体并且尊重

自己和他人开始。随着学生的成长，它又包括学习例如健康的同伴和家庭关系、

卫生、生殖、身份，包括性别、性取向、网络安全、心理健康等等。

学生除了学习人类发展和性健康，作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还要学习健康饮

食、个人安全和预防损伤，以及药物滥用和成瘾等。重点是获得准确的信息并培

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健康的选择的技能。学生不是纸上谈兵地学习健康知

识。例如，学生将通过学习提前思考有关健康和安全决策，考虑作出一种选择后

的可能的结果和反映。他们可以多种情境下应用哪些技能，比如选择食物，保证

安全和设定健康目标。

在健康和体育教育课程的所有环节中，学生学到的是“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帮

助学生培养自我意识和社会技能，与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中沟通，应对挑战和辩证

地思考以作出决定、设定目标并解决问题。

研究表明：

•  87%的安大略家长支持其子女接受

性健康教育。 1

家长、学校和社区的合作

当家长、学校和社区一起协作以支持学生学习人类发展和性健康时，教育是最有

效的。学生需要可靠和精确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出安全和健康的选择。

家长帮助孩子形成有关两性关系与行为以及性健康的价值观。

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细心和包容的学习环境。当他们了解自己和他们所处

周围的世界时，学生需要有一种归属感。

社区伙伴，如公共健康和精神健康组织，帮助家长和学校提供可能的对儿童和青

年的支持。在磋商中，家长和学生表示，他们希

望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为学生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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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1-3

人类发展和性健康课程内容及时间 

低年级（1、2、3年级） 

1、2、3年级的学生所学的内容包括：

• 身体部位的名称

• 初步了解他们的身体是如何工作的

• 与同学和家庭之间健康的人际关系的技能，如尊重他人

• 他们的感官、卫生、口腔卫生和发展阶段

• 他们的身体健康是整体健康的一部分

• 觉察到他们的情绪并在需要时得到帮助

• 他们的社交和情感健康 （例如，与他人相处、认识自己的情绪、学习处理

技巧)。

作为健康关系的基础，小学学生要了解是什么让他们独特且与他人不同，以及如

何尊重所有人。这可以包括学习一系列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结构。

了解他人能够和学生在所有课程中所学的知识相关联，比如 1 年级学生社会学

课程中的多样性社区，以及 2 年级学生所学的家庭。

当孩子们了解他们身体部位的正确名

称时，他们能够在疾病、伤害或遭受

虐待的情况下清楚地与人沟通并寻求

帮助。

在课程中会是什么样子呢？ 

3 年级的期望示例 

人类发展和性健康
在第 3 级结束后，学生将：

C3.3 能够描述可见差异（例如，肤色、发色、瞳色、面部特征、体型、体态、体力或不同体能、
衣着、财富） 和不可见差异（例如，学习能力、技巧和天赋、个人或文化价值和信仰、性
别认同、性取向、家庭背景、个人偏好、敏感度）如何使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学会
尊重个体差异 [PS, IS]

本课程预期的学习重点是帮助

学生了解有形及无形的差异，

了解是什么使每个人独特以及

如何尊重他人。

课程有详细的示例列表，教师

可以（非必须）在为学生规划

教学中使用。它们能提示思考

一系列观点。教师基于他们学

生的当前和潜在的未来需要作

出决定。

“生存技能”贯穿于整个课程。这些技能包括学习自我

意识和应对能力；健康的关系中所需的社交能力和沟通

技巧；解决问题、设定目标和作出决定的方法。在此例

中，该标记，[PS, IS] 表示老师可以在学生学习中专注

于帮助学生培养个人和人际交往能力。

教师提示：“有时你可以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异。 但有一些差异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例
如我们的学习方式，我们的思考内容和我们的能力。 举几个例子，说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 

二的。”

学生： “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些人与双亲一同生活。 有些人来自单亲家庭。 有些人
拥有两个妈妈或两个爸爸。 有些人则与祖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一起生活。 我们还可能来自不
同的文化环境。 我们还拥有不同的天赋、能力和不同的短处。”

教师： “你要如何表现出榜样并尊重他人的差异性？”

学生： “我会包容其他人参与我的活动，邀请他们参与小组活动，愿意在活动中与任何人
作伴，并愿意从他们身上学习。”

课程中的示例对话（提示/相应）是可供

选择的。这些示例能帮助展示课程的学习

是怎样的 ，并且为教师提供不同的方

法，以鼓励学生思考他们可能要面对的不

同问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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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4-6
年级

4-6
初中年级（4、5、6 年级）

随着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他们开始了解在青春期将会体会道德身体、情感、社会

和认知的变化。在这些年级将学习有关青春期的知识有：

• 青春期阶段的生理变化

• 情感与人际交往的变化，以及青春期带来的压力

• 了解繁殖和生理过程

• 学习更多健康的关系。

这方面的知识给学生建立了积极的心理健康的基础，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随着

他们的成长，介绍一些技能。学习着重于让学生认识自我，并知道这点能如何帮

助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包括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了解可能带有早恋兴

趣的关系。

初中的学生学习如何做出安全和健康的决定。他们提升了对于其如何融入周围世

界、固守观念、做出假定以及这些对关系的影响的了解。这与学生学习的其他科

目相关，例如语言、社会学和数学，通过这些能培养他们辩证思考和反思的技

能，以审查问题，解决问题。

在备课和教学中，老师要考虑教学目标同时照顾学生的需求。老师要试着预测学

生们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尽可能的准备准确的信息。在开展教学计划时，他们带

着专业判断使用可选样例和示例问题（提示）。

•  女性一般在八到十三岁进入青春
期。

•  男性一般在九到十四岁进入青春
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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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中会是什么样子呢？ 

5 年级的期望示例 

人类发展和性健康
在第 5 级结束后，学生将：

C2.4 描述青春期的情感与人际压力 （例如，对身体变化的疑问和感受、适应不断变化的人际关

系、情绪变得敏感易怒、个人意愿和文化教育实践的冲突），学会管理压力、开发韧性、

增强心理健康和健康情绪的策略 （例如，参与活动、向日记倾吐情绪、寻求相关方面知识

并采取行动、与亲密的同龄人或长辈交谈、深呼吸、冥想、听取长辈意见））[PS]

学习的重点在于伴随青春期的

精神健康与压力，以及处理策

略。

教师提示：“想想有什么能给青少年带来压力的事情。 例如，随着他们不断成长，他

们有时会对身体的变化感到不自在，但我们每个人成长的速率不一样，谁也不能控制

它。 当你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压力时，想想看，你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

学生： “我能够控制的事情包括我是否要对事情采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我要如何尊

重自己和他人、我是否会在需要帮助时求助、我是否要参与学校和社区活动、我要采

取的行动、我是否对新事物开放思想，以及我是否能对事物做出独立判断或是被其他

人牵着鼻子走。 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包括我在哪里出生、谁是我的家人、我家里有多少

钱及其他个人特征比如我的肤色和发色，我是男是女，我的性别认同、性取向和整个

身体的体型和体态。 我可能有学习障碍、身体残疾或其他疾病。 这些都是组成我这

个人的一部分。 我不能控制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控制我要做什么、怎么做。”

提示考虑可能的压力来源：学

生可以控制的事情以及不由他

们控制的事。

教师提示：“有压力或有情绪，包括在不同的时候感到快乐、悲伤、生气和激动都是

很正常的事情。 学会照顾心理健康和健康情绪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意识到你的情绪并学

会监控它们。 你怎么知道你是否在情绪方面需要帮助呢？”

学生： “如果有一种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例如，如果你总是感到悲伤、焦虑

或疲倦——那么这可能就是你需要帮助的信号，你需要知道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是什

么，你要如何应对它们。”

提示要了解并关心自己的精神

健康和身心健康。

教师提示：“在进入青春期后，你可能会发展出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关系或体验新的情

绪。 你和同龄人之间的相处将变得更加有压力。 了解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情绪和状况可

以帮助减轻它们带来的压力。 例如，如果你感到自己“对某些人怀着特殊的喜爱”，

你要如何恰当地与他人分享这种心情，又有那些方式是不恰当的呢？”

学生：“你可以对喜欢的人们表现出特别的善意，多和他们聊天，多和他们呆在一起，

或者直接告诉他们你很喜欢他们。 不恰当地表达你对某些人的喜爱的方式包括在未经

许可的情况下触碰他们、在别人或网上散布关于他们的流言，或为了引起他们注意而捉

弄他们。 分享私人艳照或在网上发布色情言论是不可接受且违法的行为。”

提示要在关系中表示尊重。

基于研究的示例和对话为老师们制定教学计划提供了许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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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支持孩子的学习 

以下观点来自家长和人类发展与性健康的专家。不妨考虑这些方式来支持孩子了解自己，健康成长以及

他们的性健康。

尽早展开对话

• 关于身体部位，其功能和生理变化、健康的关系和界限，以及健康的生活习惯，展开公开和诚实的

对话。

• 使用身体部位的正确名称。

• 自己开始对话，并让孩子知道任何时间都可以交谈。

倾听

• 全神贯注地倾听。

• 如果你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存在担忧，用你的眼睛和耳朵一起倾听。注意身体语言和行为的变化。

• 不带有判断地倾听，避免冲动的反应，并以开放的思维思考和倾听。

• 证实孩子的经验，并感谢他们的交谈。

建立一个开放的环境并利用日常机会交流

• 开始对话时做些其它的事情，比如练习开车、洗碗、做午餐、叠衣服或遛狗。

• 利用各种机会，比如媒体故事、电视节目或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以开始对话。

• 使用简单、直观和准确的解释，如果需要的话，向孩子寻求更多的信息。进行整个家庭的讨论，并

在儿童/青年与父母、监护人或其他关心他的成年人在一起时创造机会。

• 要有耐心并开放地对待沉默。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反思来建立他们的信心。

用所做和所说展示你的价值观

• 孩子学习他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比如你如何应对媒体和新闻，如何应对在学校、家庭关系和社会

交往中的问题。

• 思考你在与孩子交谈中带有的偏见和定型观念。

展开更多对话

• 当孩子能提出问题或作出评论时，创造谈话的机会。如果你不能立即回答，就答应很快会跟进并回

答他们。

• 计划在谈话中不止一次来建立、巩固和回答问题。

• 孩子可能不想倾诉。从小事聊起。随着孩子日渐成熟，你可以谈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获取更多的信息

本指南包含了样品课程期望作为示例。参阅安大略课程，1–8 年级：健康与体育教育，2015 年的所有课程期望。获取课

程：

• www.edu.gov.on.ca/eng/curriculum/elementary/health.html

获取更多有关健康生活和人类发展及性健康的教学背景信息，请参阅：

• 健康生活：38 页上的人类发展和性健康概述

• 79–82 页小学部概述（1–3 年级），125–128 页初中部概述（4–6 年级），179–182 页中级部概述（7–8 年级）

• 参考附录位于 224–225 页，以“快速查看”学生们每个年级所学习的内容。

儿童与青年发展

• 早起学习框架完整报告 (适合 0 到 8 岁的儿童) www.edu.gov.on.ca/childcare/oelf 

• Stepping Stones（进阶之石）, 是一个有关青年发展的资源 (针对青年, 年龄在 12 至 25 岁)  

www.ontario.ca/steppingstones

青春期

• 患病儿童所在医院 – 有关儿童健康 www.aboutkidshealth.ca

性健康

• 该网站含有加拿大产科和妇科医生群体提供的信息 www.sexualityandu.ca

• 在 Alberta 建立的网站，有关性健康的教学和对话，有针对家长的部分，包括资源和一个博客  

www.teachingsexualhealth.ca 

• 加拿大性信息和教育理事会有关校内性健康教育的问与答 www.sieccan.org/pdf/she_q&a_3rd.pdf 

查找您当地的健康单位请查询网站 www.health.gov.on.ca/en/common/system/services/phu/loca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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