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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暸解台北縣四技一年級學生的親子性議題討論、母親教養與其

安全性行為的執行態度及意願之情形，並進一步探討親子性議題討論、母

親教養對於安全性行為的執行態度及意願的解釋情形。 本研究採用問卷



調查的方式，以九十五學年度就讀於台北縣技職院校四技日間部一年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使用「親子性議題討論量表」、「母親教養量表」、「安

全性行為量表」等測量工具，共發放 800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713 份。本

研究所得資料以 SPSS 12.0 進行資料處理，以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多元迴歸分析，其主要發現如下： 

一、技職院校學生的親子性議題討論、母親教養和安全性行為之現況： 

（一） 親子間僅「偶爾」有性議題討論，其中以「與性有關的社會議題

討論」最多。 （二） 母親對於子女的性相關教養方面「很少」給予要求

及回應。 （三） 技職院校學生在安全性行為方面「大部分」有執行的意

願和態度。 二、不同背景的技職院校學生在安全性行為的差異： （一） 

女生對於「安全性行為」的執行態度及意願顯著高於男生。 （二） 有固

定交往對象者對於「安全性行為」的執行態度及意願，有部分顯著低於無

固定交往對象者。 （三） 無性經驗者，對於「安全性行為」的執行態度

及意願，顯著高於有性經驗者。 三、技職院校學生的親子性議題討論、

母親教養、背景變項對安全性行為的關連： （一） 性別、固定交往對

象、性經驗、親子性議題討論、母親教養與 部分安全性行為的執行態度

及意願有顯著相關。 （二） 親子在與性有關的社會議題討論、母親回

應、性別、固定交往對象及性經驗對部份「安全性行為」具顯著的解釋

力；各變項對「安全性行為」的解釋力介於 14％－21％之間。 本研究最

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家庭、學校、相關單位參考，並提供未來

研究可進行的方向。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mother-adolescent 

sexual discussion, parenting and safe sex behavior for college freshmen in Taipei. 

This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freshmen 

participants in ten vocational colleges located in Taipei country. The instrumen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scale of mother-adolescent sexual discussion", "scale of 

parenting" and "scale of safe sex behavior". There were 713 valid questionnaires. 

It’s processed with SPSS 12.0 for windows program running. The statistics 

includ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N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The data show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ther-adolescent sexual discussion, parenting, and 

safe sex behavior in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 followed. 1. Sexual discussion was 

happened “sometimes” between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Most of them were 

the social issues related to sex. 2. In parenting, the freshmen perceived that 

mothers’ response and demand related to sex were few. 3. The freshmen expressed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adopt the safe sex behaviors. Second,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afe sexual behavior were stated as followed. 1. 

The female students had higher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adopt safe sex behavior than 

male students. 2. Those who had fixed partners had lower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adopt safe sex behavio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3. Those who had no sexual 

experiences had higher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adopt safe sex behavior than those 

who had sexual experiences. Third, the connections among mother-adolescent 

sexual discussion, parenting, background and safe sex behavior wer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s. 1. There were partially significant relations among gender, fixed 



partners, sexual experiences, mother-adolescent sexual discussion, parenting, and 

safe sex behaviors. 2. Sex-related social issues, mothers’ response, gender, fixed 

partners, and sex experiences could partially significantly explain safe sex behaviors 

of the freshmen. The total variables could explain 14%-21% variance of safe sex 

behavi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suggestions for families, schools, 

and other related centers were made,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for future study was 

also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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