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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指南：

健康與體育教育課程中的人類發展和性健康 年級

7-12
在安大略省內，課程設定指明學生在每年級末或課程結束前所能學到和能做到的事。

該課程支援學生發展的技能和知識包括：

認識自己和他人

辯證地思考，做出和促進 

健康的選擇

發展並保持健康的關係

保證身心安全

活躍生活，茁壯成長

本指南將介紹：

• 包含在中級和進階班級（7–12 年級）課程中的有關人

類發展和性健康的知識和技能相關資訊

• 課程舉例以展示教師在計劃人類發展和性健康教學中所

用方法 

• 有關家長和學校如何合作以支援孩子學習的構思 

• 獲得更多資訊的管道。

協助學生培養知識和技能以保證安全和健康，是實現卓越：

安大略省教育的全新願景中的一部分。更多詳情請登入 

ontario.ca/eduvision。

支援每個孩子
惠及每位學生

http://www.ontario.ca/edu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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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人類發展和性健康課程	

學習人類發展和性健康是整體健康的一部分。這從出生便已開始。

人類發展和性健康教育遠遠不止簡單地學習身體各部位及繁殖的知識。

在如今複雜且節奏快速的世界裏，兒童和青年需要知道更多有關保持安全和健康

的知識。人類發展和性健康包括認識健康的關係、衛生、生殖健康、身份，包括

性別認同、感情和快樂，心理健康，禁欲、避孕和預防疾病、性取向、網路安

全、贊同和更多方面。

學生除了學習人類發展和性健康，作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他們還要學習健康飲

食、個人安全和預防損傷，以及藥物濫用和成癮等。重點是獲得準確的資訊並培

養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健康選擇的技能。學生不是紙上談兵地學習健康知識。

例如，學生將透過學習提前思考，認識健康和安全決策，考慮可能有的結果，同

時在作出決策後進行反思。他們可以在多種情境下應用那些技能，例如選擇食

物，確保安全和設定健康目標。

在健康和體育教育課程的所有環節中，學生學到的是「生存技能」。這些技能協

助學生培養自我意識和社會技能，在人際關係中進行有效的溝通，應對挑戰和辯

證地思考，以作出決定、設定目標和解決問題。

研究表明：

•	 	性健康和發展的教學不會增加性
行為，實際上可以防止高風險的
性行為。 1

•  87%	的安大略省家長支持其子女
接受性健康教育。 2

•	 	大約	11%	有手機的	10	年級學生
和	14%	有手機的	11	年級學生稱
自己曾傳送過色情短信。 3

家長、學校和社區的合作

當家長、學校和社區一起協作以支援學生學習人類發展和性健康時，教育是最有

效的。學生需要可靠和精確的資訊來協助他們做出安全和健康的選擇。

家長協助孩子形成有關兩性關係與行為以及性健康的價值觀。

學校為所有學生提供安全、關愛和包容的學習環境。當他們瞭解自己和他們所處

周圍的世界時，學生需要有一種歸屬感。

社區夥伴，如公共健康和精神健康組織，協助家長和學校提供兒童和青年可接觸

到的支援。

在磋商中，家長和學生表示，他們希
望學校和家長共同努力，為學生提供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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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7-12

人類發展和性健康課程內容及時間	

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並開始有不同種類的關係，他們需要學習關於人類發展和性

健康的內容也隨之深入。

他們需瞭解更多：

• 自己和他人、他們的身份、同伴、家人和浪漫關係、人身安全和決策

• 推遲性活動，防止性傳播的感染以及預防懷孕

• 影響決定的因素，包括同伴、媒體、好奇心和資訊的獲得

• 有關公共衛生服務、社區衛生機構、可靠和準確的網站等與性健康相關的支

援與資訊來源。

在中學，所有學生都必須獲得健康與體育教育課程的一個學分，作為獲得安大略

省中學文憑 (OSSD) 的一項要求。中學學生學習提前思考他們的價值觀和底線，

並思考在性健康中，他們需要做什麼以保證安全和健康。他們也以同樣的方式學

習思考和規劃他們的整體健康 （例如，設定健康目標，考慮健康的飲食選擇）

。

學生們會對自己有更深的瞭解。這包括其身份、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以及性取

向。獲得與身份和關係有關的資訊並培養技能、態度、信念和價值觀是一個終身

的過程。

學生需要資訊和技能，以在遇到問題
前做出有關健康的正確決定	－	而不
是在他們面臨問題後。一項安大略省
最近的研究顯示，大約	22%	的	9	年
級和	10	年級學生有過性交。	4

在一個	2011	年的加拿大調查	*中，
近三分之二（64%）的女同性戀、	男
同性戀、	雙性戀和變性（LGBT）學
生和	61%	的	LGBT	家長的子女反映
說他們在高中感到不安全。 5

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性傳播疾病
的報告個案比率一直在上升。	6

在課程諮詢期間，學生說他們喜歡能
夠和教師們一起在不同學科領域和課
堂上，學習並談論影響他們健康的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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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7	年級的期望範例

個人安全和預防傷害
在第 7 級結束後，學生將：

C2.2 評估不同類型的欺淩或騷擾的影響，包括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或他人身上的以色情短
信等手段進行的騷擾和恐嚇，學會預防和解決此類事件的辦法（例如，表達感受；報
告發生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的此類事件；鼓勵他人瞭解報告此類事件是一種社會責任且
給予支援，而非保持沉默或將此視為「告密」；尋求支援服務的協助；學習情緒控制
技能；使用策略化解緊張或潛在暴力情況） [IS, CT]

學習的重點是協助學生瞭解預

防欺淩和騷擾 （包括傳送色

情短信），並學習技能應對可

能出現的情況。

「生存技能」貫穿於整個課

程。這些技能包括學習自我意

識和應對能力；健康的關係中

所需的社交能力和溝通技巧；

解決問題、設定目標和作出決

定的方法。在此例中，標記 

[IS，CT] 表示教師可以在學

生學習中專注於協助學生培養

人際交往能力和批判性思維技

能。

教師提示：「發表恐同或種族歧視的言論會帶來什麼後果？ 如何預防這種傷害性行
為？」

學生：「發表恐同或種族歧視言論是一種不公正行為。 它會傷害對方並對學校的整
體氛圍造成有害影響。 有時，人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說了什麼，也意識不到自己在
傷害別人。 要更正這種行為，不論是在現實中或是在網路中，每個人都需要對自己
所說的話負起責任，同時勇於向那些發表歧視性或羞辱性言論的人提出質疑。

教師提示：「不當性舉動，包括在大廳裏擦身而過時故意接觸他人身體、發表露骨言
論或撩起、脫下衣服，都屬於性騷擾。 頻繁向某人傳送資訊也屬於騷擾。 你要如何
制止此類行為？」

學生：「自己不這樣做。 不鼓勵他人這樣做。 看到此類行為絕不袖手旁觀——不論
是在現實中或是在社交媒體上。 告訴他們立即停止這種行為，或舉報他們。」 「你
可以在網上告訴他這是不可接受的，但事後最好再就這件事當面談一次。」

前兩個示範對話能支援教師協助學生思考貶低他人、歧視和不當行為的影響。

在課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8	年級的期望範例	

人類發展和性健康
在第 8 級結束後，學生將：

C2.4 展示出對性健康和性安全各個方面的瞭解，包括避孕措施和預防意外懷孕與 STI* 的預
防、「贊同概念」的概念及其他進進行安全健康的性行為所必須要考慮的事情和應用的 
技巧（例如，自我認知；節欲；推遲首次性行為；提出、討論並遵循某一底線；互相尊
重；需要額外資訊和支援；安全性行為與性快感；交流，強硬態度和拒絕技巧）
[IS, CT]

*STI - - 性轉播疾病

學習的重點是協助學生思考自

己的性健康，並培養他們保持

安全所需的技能。

教師提示：「為保護性健康和守住個人底線，青少年應該瞭解什麼關於避孕和健康
性行為的知識？」

學生：「青少年應瞭解不同避孕方式的優點和風險。 他們應該瞭解，100%不會懷孕
或染上 STI，包括 HIV 的辦法，就是不要進行性接觸。 而那些選擇發生性行為的
青少年應該瞭解什麼樣的避孕方式能夠提供阻斷受孕和染病的保護。 安全套能防止
受孕和染上 STI，但為了使其生效，必須每次都正確使用安全套。 青少年需要瞭解
與性夥伴討論健康性行為方式、贊同概念和採用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他們需要學習
在談話中表達想法、認真傾聽及閱讀身體語言的技巧。 這需要練習。」

在這期望中具體地引入和提

出/回應贊同概念，所以學生

們將學習到這種概念究竟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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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支援孩子的學習	

以下觀點來自家長和人類發展與性健康的專家。不妨考慮這些方式來支援孩子瞭解自己，健康成長以及

他們的性健康。

傾聽

• 全神貫注地傾聽。

• 如果你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存在擔憂，用你的眼睛和耳朵一起傾聽。注意身體語言和行為的變化。

• 不帶有判斷地傾聽，避免衝動的反應，並以開放的思維思考和傾聽。

• 驗證孩子的經驗，並感謝他們的交談。

建立一個開放的環境並利用日常機會交流

• 開始對話時做些其他的事情，例如開車期間、洗碗、做午餐、疊衣服或遛狗。

• 利用各種機會，例如媒體故事、電視節目或現實生活中的範例以開始對話。

• 使用簡單、直觀和準確的解釋，如果需要的話，向孩子尋求更多的資訊。進行整個家庭的討論，並

在兒童/青年與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關心他的成年人在一起時創造機會。

• 要有耐心並開放地對待沉默。給孩子時間和空間反思來建立他們的信心。

用所做和所說展示你的價值觀

• 孩子透過他們所看到的和聽到的來學習：例如你如何應對媒體和新聞，如何應對在學校、家庭關係

和社會交往中的問題。

• 思考你在與孩子交談中帶有的偏見和定型觀念。

展開更多對話

• 創造談話的機會，讓孩子能提出問題或作出評論。如果你不能立即回答，就答應很快會跟進並回答

他們，同時需切實做到。

• 計劃不止一次回到相同討論，來建立、鞏固和回答問題。

• 孩子可能不想傾訴。從小事聊起。隨著孩子日漸成熟，你可以談論更具挑戰性的問題。



獲得更多的資訊

本指南包含了課程期望示範作為範例。參閱安大略省課程，健康與體育教育，1–8 年級和 9–12 年級，2015 年 的所有課程

期望。獲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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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學：www.edu.gov.on.ca/eng/curriculum/secondary/health.html

獲得更多有關健康生活和人類發展及性健康的教學背景資訊，請參閱：

• 健康生活：在基礎課程 38 頁和中學課程第 42 頁上人類發展和性健康的概觀

• 第 179–182 頁中級部概觀（7–8 年級）

• 參考附錄位於 224–225 頁（1–8 年級）及 204 - 205 頁 （9–12 年級），以「快速檢視」學生們每個年級所學習

的內容。

兒童與青年發展

• Stepping Stones（進階之石）是有關青年發展的資源 （針對年齡在 12 至 25 歲之間的青年） 

www.ontario.ca/steppingstones

青春期

• 患病兒童醫院 － 有關兒童健康 www.aboutkidshealth.ca

性健康

• 該網站含有加拿大產科和婦科醫生學會提供的資訊 www.sexualityandu.ca

• 在 Alberta 建立的網站，有關性健康的教學和對話，有針對家長的部分，包括資源和博客  

www.teachingsexualhealth.ca

• 加拿大性資訊和教育理事會有關校內性健康教育的問與答 www.sieccan.org/pdf/she_q&a_3rd.pdf 

尋找您當地的健康單位請查詢網站 www.health.gov.on.ca/en/common/system/services/phu/locatio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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