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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性教育文獻綜述及建議
陳寶安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培學院

香港，他教育在中學推行及發展雖然已有十多年，但由於欠缺
系統的教師培訓及其他稜雜1車間，實踐的果效仍未見五里想。
本文島的在綜觀有關香港性教育主要文獻.a調查、生吾理已有

資料，務求讓讀者更清晰了解香港青少年學生對性教育的需

要，反思、性教育定義、目標及其能嗨，從而察看性教育在香
港中學的實況。最後作者提出 'f 項建議，期盼各方面能為手
合作，為中學生提供更完備及按全約性教育。

香港中學性教宵文獻綜湛及建議
位教育對裔少年發展的這婪地位是不是主變疑的。林孟主!Z (1999)指出
j性教育是學生聯毒草一個很重重婪的發展，鑑於青少、年在背著手娥的性困擾及對

性認知的事聲望害，在學校推行位教清楚當務之急。委i函文 (1991)刀、指出為
會少年提供正確的位女日譏與觀念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教育事書因應驚喜喜，於
1986 年發表當份學校性教育指引，開始官方式的認同做教育的重婆(香

港教會蓉， 1986)

。在此之前，位教育提米受認間為必要的課題。及後

於 1987 至 1994年筒，教育署$\:;後向中學作了三次調查，了解性教育在學
校的推行實況(5，穿浴諜程發展處，

1987 ' 1990 '

1994) 。與此同時，香

港家庭計畫1指導會、發港青年協會及其他志願機構亦作出有關性教育的不
悶課題的調查報告，期盼能覽了解現今青少年需要。 1994 年謀殺發展處

作γ

次「中學生的性知識和對性及性教育的態!!il' J 的研究(香港諜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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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處，

1994) ; 1996 年香港中文大學亦進行了類似的「中學生性知識、

態度及行為妨?究，以γ丹寧仁宇l~接生的需要及更多認識和反省性教育的發展
(林盡平、中文大學、教育事書， 1997) 。及後，香港教育哥哥於 1997 年印發
較全面的「學校做教育指引 J '提出直至詳盡量及有系統的架構，為幼絲露司、
小學及中學提供性教育制約政策的方向及推行方法，使學校位教育發展再
撿進一大$(香港教育哥哥，

1997)

街 1986 年至今年，性教育在努港學校推行已有十撞車戮之久，然而從
官方、民間忘願團體及學術機構的調查研究報告反映的實況卻仍直是強人
意。吞了推行性教育的實際工作時，不少困難和問題湧現出來。本文欲副廠
逢其哥爾有關香港性教育發展的文獻的鐘點，言嘗試綜合ÌlÍ年教飾、 ffiinD君主
長所關注的課題，如做教育的JÊ'毅、因標、給自壽等。此外，本文更希望從

教師、中學生及家主是自古角度了解寄港青少年對性教育的書零星空，從而作出探
討及建議，使性教育能更有效地在學校推行。

性教育的定義、目標及範疇
一般亨香港教師對做教育的定義和目標{乃是不大清晰，以致很多時候老
師只是按怨別的興趣或能力授課，各施各法，缺乏延指單位及循序漸進的生
教育課題。

性教育的定義
性教育約定義對軍實施做教育是很遠嬰的。他教育不再狹驗的局限於探

討生于車及耳里知識、或學看有關懷哥哥豈罷課題。 1997 年發表的「學校性教
育指引 Jf器出，性教育是早哥哥Z~頭人認穢自己，以及認識與他人的關係'教
授與人類、繁殖有闋的生激知識之同時，亦須教導人古色的各稜{賢(車觀(發港
教育事書， 1997) 。這2主義與 Wilkes (1970) 約看法相ÌlÍ~--t生教育是教
導對性的態度及價值觀，是學習做男性、女性的過程，亦是學習如何
生活的教育。台灣教育都發行的生教育、宇間ZJ)\指出性教育應從演義的 i偽善盡

來看，它i磁蓋了個人身為某種性別時，終j建…生所有tliI性別有闋的學習、

經驗、思想、感覺和行為(高紋， 1990) 。本文同樣以廣義約角度來看
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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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該有系統的按人成長期之生理、心理論婪，依深淺次序教授。

若從教常只局限於生還常識，而忽略γ 建立芷若酷的性觀念和態度，其成效
必差強人意，容易令宵少年感混淆以致無所適從(鄭玄麟， 1996)

。

性教育的問學

學校J餅子性教育的目的同樣是變施成功與否的靈善惡閃素。教育學r 學
校性教育指守 IJ認為在學校重實施性教育的主要侶的，是協助學生從成長過
程中認哥拉性、學習草草皇室及承擔寰任，從前途致健康愉快的人生。阿爾的生
教育課潑應能幫助學生對性有關行為的後果有正確全間的認穢，探討對性
的態度，以及對婚劉家庭的觀念，從而培育判斷及溝通技巧，直覺後貝司為培
育發生有一套一致而積極的償值觀及負食的行為(香港教育蓉， 1997) 。

d命科專亦指出確定清晰的性教育自標是必須的( JJ、林縛， 1994) 。另林
立全-\fL亦強調重重質性教育的工作者必須有明確的教學自襟，不雖是積極和發
展性，且要包括矯治性和補救性的路面(林立主竿， 1999)

。而主要泌文j;)、

培養健授、成熟、負重實{去的健全國民主每位教育約綜合自標(皇島級文，
1991) 。香港家庭計畫u指導會的報告認為推行位教育有五大白襟，包括:
幸福會少年提供正確前全間的性資料、協助變成對性健康的態度、協助會少

年了解及接納自己，特別是在裔春期中生理和情緒的特生、確認及欣賞自

我及別人的性角色，以及協助青少年為婚姻、家庭和社會作良好適應(香
港家庭計畫w指導食， 1986)

。綜合而戳，學校位教育的自擦臉為學生援

供性知餓、培養學生對性有正確態度和協助學生建立健餘的生償值觀。三三

者立主皇室，才是均衡的性教育。

性教育的能厲害

教育蠻的指引將性教育分為五個範嗨，包括人的成長、健康與行為、
人際關係、婚姻與家腿和社會與文化，問畫畫年紀籍華要在學的、小學及中學

教授不同的謀是盟(發港教育響， 1997) 。美關學者 Kilander (1970) 從發
塵莫心理學觀點，分析出生到老年各年餘的各種身心發展特{毀，~直建議於生日
靠在、態度、行為和航行上作出適當教導。主要溺文E堅強調教導棺處之道及培
養良好晶憾的性教育(晏涵文， 1997)

。發者認同以全人性教育的概念

你能瞬課題，包括生理、心理成長、玄之友戀愛約會、婚姻家庭、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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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是子女、商育健身分與角色、自我形象、性倫理觀念、性與傳媒、性差異和

有關行為、性與文化、社會問題如婚妓鍍胎等學課題 0*孟平， 1999)

。

如此看來，一個宣言頭而有效的做教育課程膝該涉及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
需要， :illLJl包箔OI'l哥哥譜惡性的範圈，如同性戀、做騷授及侵犯和日g，J育文化約
影響等。

香港性教育的主要文獻綜連
本文嘗試以三大主題目顧香港有關性教育的文獻

(1)寄港膏少有叮咬

知識、態度及價值觀、 (2)香港青少年做教育專題資料，以及(3)香港中堅持
俊教育質況調至查報f每一一從家長、教師、中學生的角度看性教育。從文獻(

1料等悉香港干警少年的做知識放不足夠，很多會少均是從大眾傳媒中獲取性
知識。荐者，這些資料又顯示一方閱青少年的性知織貧乏，另方函卻發現

青少年的?生態度日漸閱放。一旦主專題報告資料可有助性教育工作者作為資
料參考。盡量後筆者會將文獻綜述焦點放間主香港中學實況，嘗試從家長、教
師及中學生約角度了解位教育發展及其限制，從而作出總結及建議。

苦苦港青少年性知畢誼二監籃里堡憊星星
性知識來源。脊海家直至計數J指導草書於 1981 、 1986 、 1991 及 1996 年
進行較大型的問卷調查，希望收集持下在學青少年對生的各續看法，以便

訂定 i頭切的策略，為膏3 年提供有效的性教育。資料顯示，這些在學著手少

年從大眾傳媒獲取位知澈的{吉普仗，與 1981 及 1986年的結果比較，有朝
顯的增長(吞卷家庭計量對j指導會， 1997)

徑為(依序排列)

。背少年學l'獲取性知器設的途

:講座、父母、老節及朋友。與 1996 年的結果比較，

可以看到性教育講J]j6.及輔導老師約角色較獲同學認同。大眾傳媒包括電
影、錄影帶、報紙、雜鼠、電腦光碟、絲網及漫畫畫等仍的買主婪地位，尤

其對高年級(中三三至三中七)筒里轉而霞。父母作為做知識的途徑明顯降低
了，只有中一、;二女生覺得較量主要(香港家庭計畫1 指導禽， 1997)

。

這情況與中文大學的研究給果比較，可知大眾傳直接的影響真的不容忽

視。青少年學生從大眾傳媒(特別是報童年日海說)獲取做知識仿多於半數
(54% 及 53%) ，其次是發校講座，包指老師和隸主設討論，符其次是家長

(1 9.8%) 及兄弟姊妹 (5.6%) 。其中有多於半數的學生曾觀看色情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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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當中有 48% 表示曾罷免有奇色情電影或錄影帶(林盡平，

1997)

前兩份報告均指出超過半數中學生表示多從朋友、向學學習有關性課題，
只有少於間分一學生表示會向老師(包括輔導老飾)請教性課題(香港家

庭計瀏指導食， 1997; 林孟竿， 1997) 。而笑破機憐的研究指出，多教
育少年人遇到性問題時，是從不向任何人傾訴的(如圾， 1994)

。

生理性知識。林孟平(1 997) 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生磁性知蓋在一
般是有進步的，尤其是有關性病及愛滋病的問題正確率編為(72.9%平均

分)

(

0

4 ，087 學生中答對 22 畫畫生理性知識的平均分楚的 4% '問學對自慰

19.7% 答對)和受精知識(低於 20% 答對)顯示{宜得關注的課題(林盡

平， 1997) 。香港家庭計畫自指導會於 1997 年的研究反映會少年對有關性
交成孕及避孕知識鼓未延吉姆，仍有部分男女生在完全沒有防避下進行做行
為 (25% 的男生及 22% 女生認為佳女隊該是 ep興的，不想事前計量單U I!于)

,

採娟的遊學方法;又多是不去，食的，如5每周遊孕華華、體外排精或半途抽出、
言十安全划等。全都有關恆生理知識答釘的只辛苦 70% '有部分問題答對百

分比只手00%( 香港家庭計蓋自指導禽，

1997)

，與 1981 至 1996 年的結果

情況相近。這顯示學生位知該仍米有太大進步。事質上，超過半數學生 t但
承認自己的性知譏是不足夠的(林孟平， 1997)

。

性態度與價值觀。家討會研究結果發現約有4六成男生和五成女生接受

別人向盾。與男女生於 1991 年的自應比較發塌，現今青少年的性態度直在
趨開放，男女生無論對同居、觀看色情物品、婚的健行為、擅自台及間性戀

行為的車在車的皮都顯吉普援苦苦了，尤以女生的接納度增蠟近…半以上(答港家

庭計瀏指導會，

1994 '

1997) 。另一研究卻又發現大部分中學生對傳統

婚姻制皮抱有相當健俊的觀念，大部分學生不贊成婚外情友告昏外性行為，
少於十分一的發生覺得婚姻會帶來麻煩，然你卻有多於一半撥受同路及試

婚(林孟平， 1997) 。對婚爛的偽放態度來看，與 1986 年的結果比較(香
港家庭計畫!u指導會，

1986)

，男生對此態度增長了 709忌，而女生則有

146% 的增長，這表示 5每次生翁男女主月2封關{系的不肯定態度(林孟芋，

1997 )。研究結果再顯示約有兩成半學生表示婚前做行為是可接受的。此
外，對男女貞潔亦有主史與看法

有)lÍ1Z!I成學生認為女性戀在婚前保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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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同時認為男性在婚前有性自樹的有六成，還可能顯示他們對男女要求

不同的看法。其中三成贊成同層的原因是相信同層或試婚將有助彼此將來
婚姻生活適應，而主主{也涼的包括可以不用負資任、婚姻不能保證接見臣、結

婚太麻煩及不願受婚約束縛等(林立監字，

1997)

學生對約會!反圓的看法顯示約三直至四成因為主喜歡對方，想培養感情，

另之豆豆三成是由於被邀請將不好意思18*話，當中女生較男生多。對中學生
來說，有約草書經驗是很普遍的現象，手抱乎是常兒行為，其次是擁抱、接
吻、愛#推行為，有[性行為貝目的百分之四至五。議次約會有三齡亦有降低的趨
勢。綜合而觀，青少年的做態度及價值觀約臼兒鞠放。但可惜一般都多只

願主意與朋友分享感育問題，向父母或老師傾訴的仿很少， JJt7'J父母和老鄧
灣應反思深究的。受訪者表示抬拖最關心的是﹒有人陪伴、有人愛錫及有
人聆聽，還可反映青少年人對戀愛約會的一是但未成熟的種關故事幸港青年協

會， 1995b) 。研究結果又顯示學術iïlti獵漫的學生住的約會比率較高，而家
庭不愉快的低年級學生約會會更多。那些覺得家庭生游不愉爽的學生同時

表示不太鴻章主自己約生命(香港家庭計畫j 指導禽，

1997

;林立E 芋，

1997 )。值得補充的是在這些近期的調資發現很多向發表示沒有意見，例
如節剎住慾是否自歎歎人?答案有百分之間十四表示沒有意兒(林立亞平，

1997 )。林毒草指出這些同學核需要做教育以協助他們的後宇出清晰的決
定。

林的研究亦提的中學強對性別身分及角色的一些事寶貴資料。男生與女
生看男主主持質均覺真有較多正商特質，如勇猛果斷、表達力強及聰明理智
等。女主主被看1萬擁有較多負蘭特質的性別，包括

易哭、小氣、感宵病毒草

及他畫藝等。有超過九丘克男生仍選擇作男性 (93.3 呦， {自女生卻有三成多表
示寧願作男性 (32.9%) ，造反映出一1麗君主要性別護與償債及態度，普遍中
學生相信男性比女性優越的領俊戳，而男女生均對努使有較多正面約哥哥

法。此外，結果亦發現學生並不喜喜歡自己，自喜事L、lffi低。大部分學生，尤
其是女生，對自己的外貌、總能及工作能力抱負間態度。研究者深直是兩位
身分及街我形象均是值得進行性教育研討約室主要課星星(林立主平，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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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少年性教育專星星資料

在過去十多年摺曾發表多項有關性教育專題調查報告。其中發表較多
的機構有密港會主卡協會、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和香港突破機構等。此外各大

專院校亦有{闊別未發表的研究。現重嘗試從研究結果了解會少、主李白我鶴的脈

絡及反思性教育j滋包括的課題。

青少年對外表的看法。新一代香港青少年如何看自己的外袋?他們又
如何評償別人對他們外表的看法?…項這話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三三成

被訪者表示不滿意自己的外貌、身材寫四成表示最介態朋友和同學的批
評。多數脅少年在十至十三歲開始感到外貌的重要害，的六成以上A同意外表
越好，各方間都較有利，但在法朋友縛，外表對他們的影響卻不大(香港

青年協會， 1995c) 。作者認為協助會少年建立健康自我形象、積極接納
自己反別人評償的態度、平靜?外在美和內在美的培育，實在是忿不容緩
的。

人際關係

包給典朋友家人居高你。從背少年人看拍拖的結果，育協報

告在建議部分認為青少年正等主管一套自己的行為意識，相信欲了解青少年

必先自關注他們的內心世界開始，位教育工作者必須放下成人的道德判
斷，才可真正走入他們的世界(香港督年協會， 1995b) 。另一哥哥查顯示

會少年對家腔的敏感反映出家庭生活的質索對他們的成長具有資質和深遠
的影響。他們 (15 至 29 歲)普遍滿意自己的家庭生活，大多數被訪者承
認有強烈的自立傾向，表示若發展吉普I盟員有遠家人的要求，他們會「按自己

:意願行 J (香港灣年協會， 1993b)

。比較中一、二學生對家庭生活愉快

程度，表達 f 很不愉快 J 和「不愉快 J 的共約的成(發港家庭計劃i指導會，

1997)

，可以看到背春期的會少年較受家庭影響，這對為人父母極有參考

傻傻。

另有調查顯示青少年 (10 至 19 歲)有三成遇問題時會「獨自想辦

法J

另有些會「選擇與別人衡量量 J

而對象依次序為朋友、同學、父

母、兄弟姊妹、老師等，原因是認為這些對象「與他們關係密切 J

ófo r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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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他們 J 0 七成人覺得青少年自殺的做法是「愚蠢 J 和 f 不應該 J '但
有約一成覺得是 f 值得同情」、
港青年協會，

1993a)

0

r 會令父母傷心 J 和「做法是對的 J (~寄

1996 年調瓷亦有同樣發現，只有三成青少年「遇

困難時找父母 J' 其中只有極少數顯意找老師，兩代之間的想法不同被認
為是溝通潑大割草鞋(香港青年協會， 1996b) 。這些資料室主在值得青少年

工作者均、老師及家長參考的。(另有京濾穗港青少年比較研究系列看戀愛
與婚姻及家庭與生育，因受訪辛苦年紀較大而多是大奪我或就業?寄:悴，故未
有j襲用這生些事實料。)

兒童性侵犯。有自自此專題的研究，多以個豆葉分析及受害人p)、倒敘法描

述被侵犯的經驗 (Li，

1987; Ho & Kwok , 1991) 。其中有調查報告掏出八成

受性騷擾約婦女是在十六歲前發生的 (L甜， 1992) 。及至 1994 年香港明愛
家庭服務部發表了首份較詳盡約{主籃球性侵犯經廢研究報告番以明愛家
庭服務，

1996)

，資料顯示一些償得反省的E重點。從 592名受訪者以憶述

方法看十六歲前所受到的俊侵犯的情況，發現約六丘克受訪者稱曾受性侵

犯，其中超過九成為女性;受侵犯次數平均為主華人三次，首次均發生於十
二至三十六歲開;受營者九成表示王至今仍受該些經驗國皇宮。男生的侵犯者包
括陌生人、鄰居、同學等，而女生的侵犯者仿六成為家人;其中遇到性

行為侵犯的多為受害事人所認識;多數受侵犯者表示當持不明白事情的愛華惡
性，所以均未有強烈反抗;佔四成受侵犯者未有向別人說及受困擾的性侵
犯經麗 (Schecter

&Rober阱， 1976) 。從這份近年較詳盡的調直是反思，父母

和老師又如何能不積綴教導少年學生保護自己免受佼侵犯呢?

少女懷孕問題。發港家庭吉十哥哥j指導會最新研究得悉時下少年的機態度

寬鬆了，但避孕知識郤仍缺乏(脊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1997) 。育協對
少女懷孕的研究假案亦發現少女對性、愛、婚姻作劉裂處E盟的觀念，她們
對性關係看為懇{故就做;對後果承擔一般來有深思考慮，這從她們觀主建孕

為 f 不自然 J 可以、看到。一旦發現未婚豆豆孕時約「驚慌失控吉 J '很快隨著
問題解決了(膜胎或把孩子古往下來等人者買書畫)便讓路著重{傲，繼續混交行為
(香港青年協會， 1995a) 。這現象確實令人#醫藥，尤其被訪者平均發現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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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的年齡只有卡凶歲。父母對女兒未婚懷孕的反應一般是 fn島驚 J 及「然
奈 J '有些仍「不打算教導女兒遜孕 γ 認為這會間接鼓勵他們，只心中

其時盼女兒不時有俊活動。ï1J'f昔遂不主主室主的期望往往均無效。另突破機稱為

全港青少、年性角色、態度及行為所作的研究同樣顯示青少年在嘗試及涉及
性行為上較以前主動及親密，前年齡方ï!iî3l、有幸存較化約傾向(突破，

1994 )。相信這些資料對裔少年工作答有一定的反省作用。
香港中學位教育質況:家長、教師、中學生

家長眼中的性教育。比較 1987 年和 1992 年兩次的吉普安結果(香港家
庭計鄧指導禽，

1986 ' 1995)

，發現家長在家庭中教導性教育的態度有

積極的轉變。九十年代的家長更臣費意負起向子女教授如婚前健行為、主史學
方法、婚妓及性病等性教育課題， {單一般仍傾向認為位教育憋在學校進
行。這看法與教育署的哥哥食結果相近(香港教育響，

1997)

家長均肯

定學校加強在校內進行性教育的做法，而自己亦願意承品質資仗〈以母親為

多)。尊重實上;性教育工作是藥學校祁家長合作才更見效的。此外，一般家
長的性知單單亦不足夠，未能在戀愛女友等課題上與會少年子女有好的溝
通，一般溝通只在生活瑣箏直立學業功課上機遇。家長自己的性態度保守，

亦可能會防礙溝通。基本上家長閑置章多些哥哥關與子女請寄還是防止問題慈化
的好方法(香港青年協會，

1997b)

中學教師看怯教育的實施情況。 1989 年發港家庭計畫1指導會進行了
首次中學生教育教的調至笨，發現超過八成負責位教灣的老師為輔導老師，

其中曾受性教育訓練的只他去成半。不少教都亦覺得訓練和資源不是

(85%)

0

52% 的機訪學校有指定教師專貪位教育，教授方式為:納入學科

中教授、課外活動形式、個人輔導干日邀請校外人士主請專題等，有些題目

如

夢選、自慰、婚前性行為、同性戀、性侵犯等均被忽略，原因三巨變

為:對學生辛苦不良影響、校方反對及不能分自己時間等(芳香港家庭計瀏指導
會， 1997) 。及至 1994 年教哥哥調查中學性教育望實施情況報告顯示，已有

較多名師接受性教育訓練，這些訓練大都是短期課程。大多數學校袋示在
重實施性教育峙，遇到問題和困雞如

欠缺受性教育言11做教師、教學時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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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教師感到不自然或游尬、資源不足及教師不顧參與性教育工作等。超

過半數的學校表示巳加強校內使教育，如鼓勵更多教師接受訓練、夜校舉
行更多類裂及性教育課題的活動，並為t生教育分配更多資源。此外，學校
認為家長和繁生對推行性教育的反應是正訝的，多數學校認為家長和學生

均會支持及感興趣的(發港課程發展處， 1994) 。對於中學教師的性知
識、態度、價值觀等課題則未有哥哥資發表。此外，學校一般只向某級別學
生進行專題性教育，而往往未有跟進工作，而課星星互了￡起老師能力、個別班 4
級的喜好而定，未能編訂出遺書寶及系統的全人性教育課題。相信這與教約
人手、時間及訓練的不足有關。

中學生看性教育的實施情況。超過六成中學生贊成性教育是必要的

(林還平， 1997) 。原因是做教育有助他們獲取正確的性知識和態度，以
致不會f 做錯事 J '如未婚懷孕等。遊半數學生表示男、女生分關上性教
育課，可避免尷尬，而雙方感興趣的問題並不格悶。此外，逾七成學生意
願用視聽教材學喜喜悅教育課題，其次是小組討論、 5果君主講授及各樣活動。

至於學生想學的生教育課題依次為

自我了解、人際關係、交友、性格發

展、自我形象、與家人串串係、1:理衛生知識、少年心環狀況、約會、愛戀
與健等首十個課題。從這襄可看到學生心中約渴求有很多是關乎與自己及
耳目人的關係建放的。夠生和女主主意願並無章主要差異，而學生覺得推行校教
育最適當人選是學校社工和輔導老師。

總結及建議
從文獻綜述茗，發覺香港學校在推行性教育工作上，仍需努力。葉中
在學校負責怪教育的教師訓練尤為重重要。此外，中外文獻顯示最適當推行

性教育的人還應該是父母(Wilk帥， 1970; Ki rby , Barth , Leland & Fetro 1991 ;
林立E萃，

1997)

，故此家長的參與和合作，配合社~各方面的夥伴努力，

往往能更帶出成效。文獻調查一致反映大眾傳媒在背少年位教育過程扮演
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若傳媒能成為助力而非阻力，那麼，直言人性教育必能
更有效的展開。長遠來說，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方針亦對推行有靈犬的
意義。蓋全後，有關性教育課題的有質索的研究仍甚紙乏。高質素的研究能
令學校性教育的撥行來得更踏實及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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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血型盟L金主笠鐘
思路會少年對性教育各方百里的需要及軍軍顧，教綿的事實任是無可推殼的

(林孟卒，

1997

計鄧指導禽，

;香港資年協會，

1997

;突破，

1995a

;香港教育響，

1997

;香港家庭

1994) 。在性教管推行的過程中，往往輩輩容

易忽略老師的質索、態度和償值取向。性教育設主重要的不軍在於老師的言

教，身教卻是要至還要。筆者招f雷西方失敗的經驗可作為我們前車之餒。在

中學推行位教育，最好的中一偽始，在小學方筒，最埋怨是從小一開始;
從小教趣，富麗小孩覺得 rt生」非繁怠工E是性教育的成功之碧空素。在選擇性
教育老師戀戀份外謹慎，除了要有成熟的思想外，健康的優值觀和生活方
式、當古怪有正確及健險的態度、對性教育的言果是直有充足的知識等都非常重重

要。筆者認為在學校推行性教育立豈不E但是串串導或單1[導老師的責任，所有老

師均應參與發揮隊工精神。每次與學生接觸均能適當的給予學生正隘的生
教育。所有職前老師均需要接受基本性教育的增哥11 ;對未經訓練的在職老

節也需提供適當的性教育哥11練，以備對全人性教育的資任有所承擔。此
外，一些曾受訓練立覺得喜愛及有能力的教師則可以蹲接受深入的訓練，
以協助他們能在校內作有效的性教育領導者。白自白的性教育師望著訓練仍羨

強人蔥，當局隊積極檢討，自應新一代的需求。 r 預防務於治療 j ，有效
的性教育能協助裔少年健康的成長。這是一項卡分值得的社會投資。

君主主是反社直至參與性教育

各方 iîïl 資料顯示性教育當自家庭吾吾始 (Wilk肘，

1970

;林孟竿，

1997) 。家長的位知識程度和來源、自己的婚姻關係、與子女傾談的詩間
多昌等均影響對子余的性教育(香港資年協會，
港教育響， 1997)

1995a ; 1993a ' 1993b

;香

。家長性知書豈不是的事室主令子女改向大眾傳媒或朋友

解決生疑難，反映出社區及學校均灣海家長提供做激育課程或家鍍金活教
育活動。此外，家長應該遠新學習與子女溝通的技巧，以便能與他們談更

深入的問題。15J~害的是多數室主主要已接受校教育的重要及認可學校作為教授
性教育的地方，然問道立宜不能滅自F 作家長的責任。社盟主閻健的增吾與v'FI司樣
重要，學校老師及家長均應該善罵他們所能灣供的各種資游及協助，群策
辦力，彼此以夥伴合作串串係，共間為青少年努力。舉例如呂學校就工及老師

可透過在校舉辦工作坊動j 糙，讓家長:lI!"療解如何有斂地協助青少年子女
面對性的路及成長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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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的自吾吾

六至在傳媒對青少年的影響是肯定的(香港家庭計劉指導禽，

林還芋，

1997;

1997 ;突破， 1994) 。雖然傳媒人士往往哥哥辯為創作寫實放非

為教育而作，然而要是他們能更有專業道德操守、更嚴5草地自律，尊重法

律，為青少年多著怨而創作，相信情況已有故事手。范Ej[擦掏出以 1993 年
3 月第一個主星期為例，蓋全港一育的十六間電影院，放缺乏級片的資共辛苦七
十一閱(突破出版社，

1995)

。灣協調查色情品對灣少年影響(香港青

年協會， 1994a) 亦發現僧閱讀色情品的男高達百分之七十五;女生也

有六成。 1999 年2 月發港一份背少年輩輩誌明閔張晶宮的附送「假期開房 J 資
料， I謝文並茂，指導青少年脫衣愛撫技巧，令教育工作者及家長震驚不己

C( 一本便利雜誌> ' 1999 年 2 月)。做教育是全人教育，成功與否有賴
影響青少年的各lZSl索及人物共同努力，而大眾傳媒正是有效及波蘭的位教
育工作者之一(林孟平， 1999; 突破， 1995) 。香港政府在此應負上監
管棄任，以磯{果大眾傳媒不再綴綴作做教育污染及反蘭教材。教師及家長

隊當從小教導孩子批判的能力，以辨別傳媒的好壞真假，以身作則的引導
他們隊解商業利直接對傳媒的影響，從而教導他們作出抉擦，拔為抉擇承機
責任。媒介教育相信正是未來教育改革的主重點之一。與其消極約期待或懇
請傳媒自律，或許教育工作者及家長能積攘的教育下一代分辨傳媒的優劣

參麓，使下一代有能力拒絕受其污染及傷害。

政府的明確方針及政策

從 1986 年教警發出性教育指引筒始，從學校對位教育活動約翰注及
老師及家長的積橙參與有關做教育的訓練來看，的隱有明顯進步。直至

1997 年靈新編寫的 r 學校性教育指哥 I

J

派發後，教師和校長對位教育又

再正視起來。從 1994 年質況調主主覓到老師深星電教學時間及人守主的不足
(香港課程發展處，

1994)

，相信務政府能力日添人芋，如設專衰老師作位

教育、並指定謀數喜喜做教育能一致傲的由中一至中乞食按學生需要而 EE 淺入

潔的教授，有官方的政策認可肯定可以令性教育發展得更快及莫斯日。此
外，性教育是成主要過希望的教育，放理應由幼兒教育開始，到學、中學及
大學、按學生的需要而變施的。政府的文持及政策是落質方向約還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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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性教育的成功有賴各方推行者的全情投入並堂1 C 全人 J 的位教育的承
緒。若仍是「頭痛醫頭、腳?海機腳 J 式的性教育，成效必司立如理懇。

更多有串串香港性教育的研究

香港性教育發展至今，本地有系統的研究仍姦缺乏(明愛 ，
突破， 1994: 林盡平，

1999)

1996:

，很多資料仍依賴外闋的文獻。如何教授

性課題的書籍佑大多數，至於認真的簡對少年人的性需要的資料則不足。
筆者建議ï'ïJ白質化的個案研究開始，細看少年在不同的成長階段對性的好

奇及有專主要， 1等配合畫畫化的明究如發港中小學對生教育推行的變 ì51 及需求，
的主哥哥 11I車是否足夠，對現行所用的生教育教材作有系統的分析等等，均能
逐步邁向建立一套香港遍府的性教育模式。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課題包

指﹒現任教飾的生知識、態度及價值觀，幼兒做教育質況，位教育教師的
訓練模式;家長位教育絨線模式、爭議性的專題研究及倒豆葉研討等。研究
的資金及負重實閣髓6 日可以扇大學學者與前線工作人與包蹈家長、老師、做
工等一起合作並共享資源，相信必定能箏半功倍，更有效能的切合二十一
世紀新…代會少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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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of Hong Kong
-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Sex Education was first officially introduced to the secondary schools of Hong
Kong in 1986 when the Sex Education Guideline was issu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ver the past thirteen years, even though more sex education
programmes were implemented in schools, the overall result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satisfactory. There are many causes and one of them was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training for sex educato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a mor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major local studies and surveys on sex education
issues in Hong Kong, with a view that a better picture of sexuality needs of young
people be emerged. The paper also tries to look at the definitions, goals, framework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 practical issues of sex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ex education movement to gear at in order to best serve the multiple needs of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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