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懷愛滋」對青少年正面性教育的立場及建議
這是一份公開的立場聲明文件，此文件列出「關懷愛滋」對香港推行青少年正面性教育的
立場及建議。
「關懷愛滋」會與青少年、家長、學校、青少年服務工作者及政府合作，根據
下列的立場改善現時的青少年性教育。

行政摘要
-

「關懷愛滋」堅信缺乏優質的性教育是對在本港推行愛滋病預防工作的一大障礙。

-

「關懷愛滋」深信為青年人提供正面性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課程應涵蓋生活技巧訓練，
如兩性關係、戀愛教育、性行為及尊重多元性別等等。

-

「關懷愛滋」希望透過教育讓年輕人更加了解經由不同的性行為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
險。

-

「關懷愛滋」強烈促請政府檢討現行性教育的指引，並對在中學推行，及以 12-25 歲的
青少年為受眾的正面性教育提供更清晰的課程要求。

-

「關懷愛滋」亦鼓勵家長參與推動正面性教育，因他們在推動正面性教育方面擔當重要
的角色。而為家長提供資料及建議，讓他們了解應如何與青少年討論這些敏感話題，將
是推行正面性教育的一大進步。

-

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是推動正面性教育的另一重要群體，「關懷愛滋」將在正面性教育培
訓方面，為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及詳盡資訊。

-

我們應該參考其他國家如新西蘭及英國等地的做法及經驗，為青少年性教育制定完善的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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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正面性教育」?
良好的性教育讓青少年可認識更多關於性別成長（包括身體、情緒及社交方面）的知識及
技能，同時亦應讓他們可藉着檢視其個人及社交技巧、學習尊重自己及他人、改善溝通及
解難技巧，來提升他們的心理及生理性健康。
正面性教育的核心原則包括：
-

明白「性」是生命中自然及健康的事情

-

切身處地為青少年解決性健康問題

-

為青少年賦以準確的性知識、溝通技巧及對性關係的價值反思，為實踐安全及兩廂情願
的性行為做好準備

本港現況的背景資料
《學校性教育指引》自 1997 年修訂後沿用至今。該指引只虛無地指出「各學校可在考慮過
現有資源、校風、辦學宗旨、學生的需要等，才制訂整體策略，然後選用最適切的推行方
式……」
，卻没有為性教育一科提出具體課程內容及上課時數。由於缺乏明確的規定，不同
學校推行的性教育內容及方式迴異。在大多數情況下，性教育非必修科，多以禁慾式教學
方式進行，所涵蓋的僅局限於兩性生殖系統結構，或未成年性行為及意外懷孕的惡果等。
可是，縱觀中外及本港大量研究及於媒體上報導的真實案例，足證本港青少年並未能掌握
所需的性知識，亦不了解自身的心理需要，更不懂如何反思自我性價值觀及生活技巧。
一些對青少年既真實又迫切的議題，例如如何尊重及保護性伴侶、如何勸導伴侶進行安全
性行為等，學校性教育卻沒有深入探討，遑論談及尊重多元性文化等議題。

正面性教育與「關懷愛滋」關聯性及重要性
就香港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而言，性接觸為主要的傳播途徑。以 2013 感染數字為例，逾
70%的感染者是透過跟異性、同性及雙性性接觸感染，可見在本港，愛滋病病毒／愛滋病感
染跟性或是不安全性行為關係十分密切。
簡單而言，即市民對性健康及安全性行為認識多寡將直接影響愛滋病預防工作的成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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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遏止愛滋病病毒在香港擴散，我們必須在學校推行性教育，讓下一代有充足的性知
識，使他們免受愛滋病病毒感染。
現時，青少年能輕易從大眾媒體或互聯網取得性知識。惟這類資訊良莠不齊，很多都不盡
不實，其中更有一些具誤導成份。在欠缺適當的學校性教育下，青少年將無從判斷資訊真
偽，因而容易誤信傳言，如以為無套性交後以清水沖洗私處即能防病。
另外，有青少年向「關懷愛滋」表示，社會上有不少性別定型的問題需要糾正，例如有青
少年會誤以為使用安全套的主導權只屬男性，而女性須依從對方方為愛的表現等。這類訊
息正在青少年之間廣為流傳，對本港性病或愛滋病預防工作造成極大阻礙。我們的最新調
查數據顯示，受訪的性活躍青少年中感染衣原體比例為 17%，較性工作者（5.9%）及其顧
客（3.2%）為高（2011-2012 年度資料）
。
本港衛生署最近期（2014 年 2 月）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數字反映，透過男男性接觸而新感染
的數字有上升趨勢。我們需要對他們提供更實際的支援及鼓勵他們進行安全性行為。可是，
現行的性教育以異性戀者及其行為模式為中心，對青少年的其他性行為／傾向的包容性及
敏感度不足。這種偏差不僅創造了一個恐同及不尊重多元性向文化的社會環境，同時也妨
礙了性小眾尋求最佳愛滋病病毒／愛滋病資訊及治療。
根據本會 2015 年 5 月至 7 月的「性教育需要」調查研究，青少年最感興趣的性教育議題分
別為「掌握與伴侶開明地溝通性事的技巧」
、
「如何處理戀愛關係」及「認識及討論性傾向」
，
然而只有分別 15%、29%及 38%的青少年曾經在學校學過以上性教育議題。可見，學校提供
的性教育課堂並無回應他們實際需要，青少年亦無法從學校得到充足的性健康資訊。
除了學生感到困擾及不滿外，老師本身亦未能從《指引》中得到啟示及充足的指引。根據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09 年進行的「中小學教師眼中的心性教育」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八
成的受訪教師認為他們沒有適當的性教育培訓，亦有六成的受訪教師認為教育局配套不足。
可見縱然《指引》予以學校彈性因應個別狀況設計性教育，教師卻沒能得到適當的培訓及
支援以得到所需的授課技能或知識。事實上，從衛生署的《香港初中愛滋病及性教育的基
線調查 2013》顯示，約 20%受訪學校的性教育課程當中從未提及使用安全套。由此可見，
課程發展議會並未能為教師及青少年提供合適的性教育框架。
《指引》中的彈性原則使學校
設計性教育課程時無指引可循，亦沒有提供任何協助予學校，使香港院校的性教育問題更
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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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愛滋」的期望
1. 檢討現行的《學校性教育指引》
「關懷愛滋」要求教育局成立專業委員會，檢討現行在中學推行及以 12-25 歲青少年為受
眾的性教育指引，將「正面性教育」訂為中學課程的必修部份。委員會亦應為「正面性教
育」課程訂立基本的上課時數及必修課程範圍，令整個性教育課程框架更為明確及統一，
為現時不滿課程模糊不清的教師提供支援。我們提議委員會成員除教育專業人士外，亦應
包括性別教育學者及青少年機構前線職員。

2. 創立「正面性教育基金」

現時任教的老師大部份未經歷過性教育，知識和技巧的缺乏使他們難以推行適切的性教
育。因此，有系統的教師培訓對正面性教育的推動十分重要。我們建議政府撥款創立正
面性教育基金，為中學老師進行性教育教學培訓，並在大學為準教師增設必修的性教育
教學課程，培養新一代的性教育工作者。政府亦應以基金資源協助非政府組織發展青少
年友善的性教育，確保正面性教育能盡快在中學廣泛地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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