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Teachers’ Centre Journal《香港教師中心學報》, Vol. 3
©

Hong Kong Teachers’ Centre 2004

如何落實香港小學常識科的「性教育」
容萬城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性」在華人社會常被視為一種禁忌，不但中國政

目前，香港小學的「性教育」課程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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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和一般家庭刻意規避，連學校也避免直接深

在小五及小六的常識科中，是屬於個人與群性發

入探討。然而，21世紀的社會風氣，使性意識的

展的範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34）。

解放成為時勢所趨，大量的性報導、性刺激隨著

對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而言，這是一個十分重要

無遠弗屆的大眾傳播、互聯網等充斥社會，對

的環節，畢竟性教育的課程實踐有助培養學生在

兒童、青少年帶來衝擊。由於這種客觀局勢的

社會生活的能力，幫助學生的個人成長，而最重

改變，使得「性教育」在華人社區受到前所未有

要的是培養德育的發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的關注和重視（例如李文照、黃志明， 1996；

2002，頁5-6）。這些知識、態度和技能將會對學

林孟平， 1997；潘綏銘， 1997 ， 1999 ， 2000；

生的一生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在2002年頒布的

A r c h a r d ， 1 9 9 8 ， 2 0 0 0 ；劉光華， 2 0 0 2 ；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中，

王鍾和， 2002；楊雄、姚佩寬， 2002；袁岳，

對小學常識科性教育課程的描述，則仍是在第一

2 0 0 3 ；胡珍， 2 0 0 3 ；紫薇、佐桐， 2 0 0 4 ；

學習階段的分類表中簡單概述「與性有關的議題」

張耀銘， 2 0 0 4 ）。這情況在香港也不例外，

而已（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2 ，頁 28-29），

（程敏夫、少年維特， 1993；吳敏倫、吳穎英，

似乎對性教育仍未能作更深入的探究。由於前線

1 9 9 3 ；王䓪鳴， 1 9 9 5 ；文思慧、蔡寶瓊，

教師們所能掌握有關教授「性教育」策略的資料

1997）。香港警方（香港警務處， 2004）在 2003

不多，所以不能對如何落實香港小學常識科的性

年拘捕七至廿五歲青少年罪犯近一萬七千人，當

教育作深入探討，和研究多元化的教學策略。

中涉及強姦、非禮、非法性行為及其他色情罪行

無可置疑，在新一輪的課程改革中，香港的

等犯案者有五百七十人。至於犯強姦及非禮罪名

小學常識科在2004年將會採用不同的模式來組織

被捕的「青少年」中，竟有八十四人年僅七至十

個人、社會、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等六個不同的

五歲；十六至十八歲的則共有三十八人。有議員

學習範疇，以達至學生的有效學習。目的是確保

及學者認為數字令人咋舌，當局應正視問題，全

能銜接幼稚園階段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式及專

面推行性教育，教導青少年如何克制性慾。

題式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63）。
事實上，「性教育」的定義不只是狹義的生殖、
生理教育，而應是廣義的人生教育、人格教育、
生活教育。性教育不僅是教導各種有關性的知

1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性社會學研究所長潘綏銘 （1999 ，頁
9-15）著的《存在與荒謬 - 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揭露中
國內地的娼妓問題不僅是「死灰復燃」，而是在迅速發展，
這已經是一個人盡皆知的現實。由 80 年代初到 1997 年底，
中國累計查獲的嫖娼賣淫人員約是 210 萬人次。該書在出版
時曾受多方壓力，後來得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為該書的
書名題字，才得以順利出版。由此可見，政府對與「性」有
關的課題仍被視為一種禁忌。

識，更主要的乃在於培養負責任、有愛心的做人
態度，促成兩性之間的和諧關係，引導個體在生
理、心理及社會三方面的成熟發展（王鍾和，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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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落實香港小學性教育，將會是香港的

比一層薄紙，捅破了也就沒有甚麼了，不要把性

課程設計者、學校、教師在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

搞得很神秘（紫薇、佐桐， 2004 ，頁 247）。大

課題。可惜的是，前線教師似乎不敢接觸這課

部份西方的小學性教育課程和教學是由嚴格的教

題，例如在2003年2月由香港教師中心主辦全港

學進度來規管。課程內容大都主要針對 7 13 歲

最大型、以教師為主的《課程改革與教學實踐》

小學生正值身體迅速成長階段，其要點是：

的教育會議中，當中39項活動，沒有一項與如何
在香港小學常識科落實性教育的課題有關。

一、

由此可見，在香港的小學教師看來，性教育

認識自己的身體：瞭解男女身體的簡單區
別，瞭解人體主要器官及其功能；

依然是一個有所顧忌的區域，儘量避而不談，這

二、

景況真教人惋惜！從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的角度

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瞭解生殖器的清洗
方法；

來看，教師的態度會不會構成推廣性教育的障

三、

學習青春期發育的知識，瞭解第二性徵；

礙？教師能否健康地建構和發展教學創新的知

四、

懂得男女之間互相尊重，互相幫助。

識、技能和態度呢？課程改革是否要從教師教育
繼而在初中階段，再進一步學習......

開始？以上種種問題也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對和
探討。

五、

心理發展認知

六、

異性交往的禮儀和方法

七、

性生理知識

八、

性對人生的意義

早在七十年代，瑞典 、美國、法國、加拿大及

九、

甚麼是愛情

澳洲等發達國家，便在小學一年級時開始推行

十、

處理性慾的知識和方法

性教育，有的國家甚至在幼兒園階段便開始。

十一、 人類的性與動物性的不同

劉國霖（2000） 指出，「兒童在幼稚園接受性教

十二、 性交知識

育，容易把性教育視為一般事物，更能以開放態

十三、 性病知識

度去探索」。而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秘書長孫雲曉

十四、 避孕知識

世界各地的小學性教育
2

也認為應該在孩子進入青春期之前，就進行性教
育。在小學二、三年級就對孩子進行性知識教育

在過去，英國的性教育的發展則比其他西方

是非常好的黃金時期，那時講陰莖、陰道、子宮

國家較為緩慢。小學教育中雖有政策，但學校往

就像講杯子一樣，對他們來說都是知識。性，好

往不需要提供性教育，辦學組織有權決定是否需
要或在何時提供性教育，但必須在中學階段進行
性教育。直至1994年，英國教育部才開始將權限

2 楊雄 （2002，頁195）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推行性教育的國
家，在政府建議下於 1942 年開始性教育。 1956 年提出義務
化性教育，1957年制定了性教育指導要領，其中包括了所有
新興的性科學研究成果和實態調查，也匯總了各個學校報告
的問題；1977年推出教師用性教育指導書，但是在所有學校
真正地開展性教育是在 70 年代以後。這是因為即 1956 年以
後，多數人仍持有傳統的價值觀，視性為可㘹，反對喚醒兒
童式的性教育。自 1976 年開始明顯減少，與此 同時，瑞典
的性病和性犯罪的比率也在下降。瑞典的性教育主要從幼兒
園便開始普及，以滿足孩子們的要求為前提，由淺入深，主
要是從生理學的角度傳授妊娠與生育知識；中學則完整地傳
授生理與身體機能的知識；在高中，則把重點放在如何調整
對象關係和人際關係上，最終以避孕知識教育而告結束。

放寬，但仍保留小學家長能要求子女退出性教育
課程的權利，不過學童依然要學習「全國課程」
中的常識科內容。畢竟，「全國課程」的常識科
內容，也只是一些關於生殖系統的普通知識。這
種不合時宜的情況，近年已開始受到英國教育界
的關注。英國聖安德魯大學道德哲學與公共事務
研究所所長雅捷教授 （Archard， 2000 ， p.7）曾
29

對此提出了強烈不滿，批評英國政府忽略學校的

育有關的活動主要有班級活動（高中為課外學習

性教育，導致缺乏教師培訓與資源，也只有少量

活動）、兒童會（初中、高中為學生會）活動和

的課外活動計劃或相關的跨科目活動來支持性教

學校例行活動等。在領域外活動中進行的性教育

育的健康發展。

主要是教師利用課前、課後時間，對在性發育上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香港的課程發展很大程

有不適應症狀的學生和在性行為上有問題的學生

度是沿襲英國本土的課程政策，這也難怪香港的

進行的個別教育。另外，在「道德」時間中也進

教育當局對這方面是有所保留。但在 21 世紀，

行這種「性的指導」。

香港特區政府是否仍要墨守成規呢？

根據日本性教育協會編著的《性教育指導要

在亞洲，日本的中小學性教育比其他亞洲國

項解說書》的解說，從小學至高中階段的性教育

家較為先進，在八十年代開始便在中小學推行有

的內容大體如下：

規劃的性教育，內容包括身體發育、心理發展、
男女的人際關係及與社會協調方面。

1.

環顧亞洲各國，日本的中小學是通過學校的

情緒性和感受性。即：培養學生自然地、豐
富地接受「性」的心情；讓學生領略生命的

全部教育活動來進行性教育的，包括「性的學習」

神秘性、偉大性和純真性；培養學生對生命

和「性的指導」兩部分。所謂「性的學習」是指

的連續性、親子緣分等偉大自然的裁量的敬

為了向學生傳授科學的性知識，使他們理解生命

畏之念。

的寶貴，具有正確的異性觀和性行為的自我決定

2.

社會性。即：讓學生知道自己生命的珍貴，

能力等，而按照《學習指導要領》的要求，在一

使他們認識和發現自己是與其他生命共同生

定的科目中，有計劃地進行的性教育。這些學科

存的；培養學生尊重男女各自的特質和平等

主要有小學體育科中的「保健」領域、初中保健

性的精神，使學生理解性的作用和男女關係

體育科中的「保健領域」、高中保健體育科中的

的應有狀態，培養他們相互合作的態度；使

「保健」科目、理科、家政科或技術、家政科（初

學生對社會上的性問題有堅定的認識，培養

中）、社會科或公民科、生活科、國語科等。另

他們審視性文化和性道德的能力，養成他們

外，在特設的「道德」時間中，也部分進行性知

符合於社會人的素質。

識、性道德方面的教學。應當指出的是，這些學

3.

科學性。即：使學生對自己身體上和心理上

科、科目是按照各自的教學目的、目標和計劃進

產生的性的發展如何變化有科學的理解，傳

行的，他們不是專門的性教育課程，所以在性教

授正確的知識，培養學生能恰當地對待自己

育上，通過制定全體計劃和學年計劃，明確各學

的能力和態度。

科、科目的作用，加強其教學的協調，使其內容

4.

具有連續性和系統性很有必要。

自我控制能力。即：為了培養正確地控制性
慾望的能力，使學生理解行為的手段和對待

「性的指導」主要是通過特別活動、「領域

性衝動的方式。

外活動」
（即包括學科課程、道德、特別活動等三
部分的教育課程體系以外的活動） 進行的性教

另外，日本文部省編輯的《關於學生指導中

育。這種性教育不是以性知識傳授為主要目的，

的性指導》指明了中小學性教育的四項目標：使

而是讓學生掌握如何處理、解決自身存在或面臨

學生確實認識自己作為男性或女性的性別；使學

有關性的問題上所需要的各種能力，形成應有的

生能基於尊重人性和男女平等的精神，建構男女

態度，養成良好的習慣。在特別活動中，與性教

人際關係；使學生作為家庭和社會的一員，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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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基本事項；適應身心的發展，解決面對的

少年的性知識似乎較為貧乏，這一點從保險套的

各種課題；使學生學習作為青年期的人的理想生

問題上可見一斑：台北有近四成受訪者認為「使

活方式（張德偉、饒從滿， 2000）。

用兩個保險套較能避免染上性病」；上海的比率

日本學校性教育的發展，值得我們參考。相

為二成七；香港的比率只有二成四，超過一半人

對而言，華人地區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及

不相信這說法。目前，中國有三億多青少年，每

台灣，中小學性教育的推行則發展得緩慢了。

年有二千多萬人進入性成熟期，並渴望得到正
確、健康的性教育。
一項香港和深圳兩地的對比調查顯示，香港

華人地區的性教育

的中、小學生獲得性知識的年齡普遍比深圳要
早，而且多數是從課堂上獲得，而深圳的學生更

為何「性教育」在華人社會常常被視為一個敏感

多是從影視作品中學到的，知識很不全面，但深

的課題？這主要是家長、老師和學生均受傳統觀

圳學生嘗試性行為的時間卻比香港學生要早，次

念的影響，在面對性教育的時候感到尷尬。以中

數也較多。

國東北的長春巿為例，在長春地區，仍有很多家

大學生方面，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員岳曉東、

長擔心過早開展性教育，會引起孩子對性的關

甄雪麗（2001）以大型問卷調查，分析京、港大

注。也有老師認為孩子年紀太小，講了也未見能

學生性觀念、性經驗和擇偶觀之異同。發現香港

聽得明白，所以性教育多安排在初中開始。長春

與北京的大學生在性觀念和性經驗存有相當大的

巿朝陽區教育局通過對全區小學五六年級和初中

差異，卻在擇偶觀上差異不大，主要仍按照「郎

學生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知道現在的孩子青春

才女貌」的偏好。在性觀念上，香港大學生較北

期提前，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已進入青春期，性

京大學生要開放得多，且兩地女大學生的性觀念

教育應該在學生青春期前開始，所以得出在小學

較男生要保守得多。在性經驗上，香港大學生也

階段實行性教育是勢在必行的結論（蔣蕾、康

較北京大學生開放得多，且兩地男大學生的性經

磊， 2002）。中央電視台（2002）報導， 1998 年

驗又較女大學生要豐富得多。這正好反映出中國

的一次全國調查顯示，80% - 90%的中學生缺乏

需要具有「性別平等」的性教育（晏涵文、黃富

基本的性知識，許多高中生還不清楚「懷孕」究

源， 2000）。

竟是怎麼回事。此外，有資料表明，目前中國青

在台灣，王鍾和（2002）指出教育行政當局

少年的犯罪中30％是性犯罪，其中網上不良資訊

對性教育的態度較為消極。規定課程標準雖然列

是重要誘因。

有「青春期的健康生活」、「美滿的家庭」、「認

《讀者文摘》
（2003）為了探討青少年對「愛

識異性」、「優生與生產」、「國中健康教育」等

情與性」的看法，在台北、上海、香港三地各訪

單元，高中也列有若干生物學的單元，但對於

問了五百名十三至十九歲青少年，男女比例約各

「性教育」卻隻字未提，更遑論對「性教育」課程

佔一半；發現台北青少年的性態度較上海和香港

的整體規劃。多年來，台灣學校性教育的實施經

的開放，對十五個「性」問題之中的十四個，贊

常都相當的被動，除非教育行政當局極力推行，

同程度都高於香港和上海。只有「允許未成年少

否則學校較少去積極面對如「性教育」等這種敏

女合法墮胎」一項，上海的贊成率最高（百分之

感的問題。楊雄（2002 ，頁 130）更指出台灣性

三十八點六），但台北也高達百分之三十五。意

教育方面缺少系統資料，根據現有資料反映，台

見調查也發現，香港是兩岸三地之中最保守的，

灣中學生認為學校實施性教育相當不夠的約佔

在八個問題上不贊同的比率最高。可是，台北青

90%以上，贊同應積極推行性教育者約佔8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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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行性教育應首先從提供充分的性認知開

的傳播途徑和行為的題目。性行為方面，有41%

始。例如：如何與家人相處與親愛、如何保護

受訪學生無想過自己發生性行為的年齡，24%則

自己不受傷害、男生與女生之間的尊重與合作、

選擇 17-20 歲。聚焦小組中，同學表示性行為多

如何控制及適當地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情

在無計劃及匆忙下進行，47%表示在拍拖階段要

緒等。

面對及處理「性行為」這問題。

在香港，突破（1994）做了一項有關青少年

近年，香港青少年對性的態度越趨開放，按

與性角色、態度與行為的調查，發現約三成被訪

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2003）的調查，受訪者對

者對性慾的出現產生罪咎感，約六成人會採取壓

青少年性思想的評價，五成七指青少年對性較隨

抑的方法處理性慾。林孟平（1997）就中學生與

便，四成七指他們較多性濫交；至於行為指標，

性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四成的被訪者用壓抑方

七成九人認同青少年有自由選擇性取向，這反映

法處理性慾，更有五成人為處理性慾而感到不

青少年較成年人更接受同性戀。當學校、家庭與

安；而不知所措者則佔四成之多。以上數字反映

教會未能提供正確與健康的性教育，青春期男女

年青人對性慾抱有負面感覺，由於他 / 她們不知

就通過報刊、影視媒體等耳濡目染，吸收了歪曲

如何面對自然的性慾流露，於是壓抑便成為青少

的不良資訊。

年處理性慾的方法，但抑壓卻會帶來不良的後遺
症。吳敏倫（1995）指出長久抑壓對某些人會造

香港的性教育發展

成傷害，甚至使人做出犯罪的性行為。
此外，多個調查更發現（FPAHK ， 1991；
突破，1994；林孟平，1997；李文照，1998）約

在香港，正規的性教育課程要遲至八十年代中才

有三至四成的青少年以自慰解決性慾。但自慰的

在香港出現。前教育署在 1986 年 12 月成立了性

結果卻往往換來傷害。其中一份報告（林孟平，

教育資源中心，為教育和有關教育團體提供參考

1997）發現，在有自慰經驗的中學生中，（一）怕

資料及教學輔導服務，並編印了《中學性教育指

被人知道的有百分之十一點七；（二）認為有害

引》，這是一本較有系統的中學性教育教材，主

身心的佔百分之八點四；（三）有罪咎感的則有

張不設性教育科，建議將性教育通過不同科目，

百分之六點六；（四）感覺羞恥與懊悔的也有百

以隱蔽式或綜合式的方法向學生作滲透，提議不

分之四點七。以上數字反映香港不少青少年以自

指定由一位老師授課，而提議老師在所教的科

慰作為解決性慾的方法，但卻要面對不道德與罪

目，遇到有關性的內容時，便負責教導。1985年

咎的負面情緒。

又成立了香港性教育促進會，從事理論研究和宣

香港明愛黃大仙明愛青少年綜合服務

傳工作，收到較好的效果。但是一些學校仍視

（1999）的一項調中發現 57% 的受訪者表示得不

「性教育」
為洪水猛獸、禁區，除了只在中三的生

到足夠的性教育，在聚焦小組中，學生表示學校

物科中偶爾一提之外，願意在香港的學校推行性

未盡力提供性知識，而且內容不全面。學生吸收

教育的學校簡直是鳳毛麟角。性教育開展至今，

性知識的途徑，主要來自報章（3 1 % ），學校

各方面都認為離開青少年的實際需要還存在差

（29%）及朋友（24%）。聚焦小組中，學生也表

距，極需努力改進。這景況實在是不利香港的青

示多從報章或成人影碟中獲得性知識，當遇到

少年健康的成長。先賢說「食、色，性也」3 ，既

「性」方面的困惑時， 43% 的受訪者最希望從朋

然「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現實，為何不正面的
面對，而刻意避而不談呢？

友身上獲得幫助，其次是家人（1 7 % ）及社工
（14%），只有 19% 及 21% 的受訪者答對愛滋病

3 見《孟子．告子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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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及香

畫男孩和女孩成長後的身體改變。一些學童在開

港電台電視部合力推動下，第一部關於性教育的

始的時候感到尷尬，但在教師指導下，他們全都

電視節目──「性本善」面世，開始深入社會，

能完成習作，部分更在鏡頭前介紹自己的作品。

將性和與性有關的話題及知識全面的向巿民推

其中一節的節目遭一位觀眾投訴，節目內容描述

廣。但「性教育」的禁區仍未能全面開放。文思

一名教師要求一群小學生繪畫人體的性器官，有

慧、蔡寶瓊（1997 ，頁 3）在《性教育再思教育

侵犯兒童之嫌。此節目有關兒童性教育的嚴肅紀

工作者參考手冊》一書中指出，香港大部份成年

錄片並無不雅，也無侵犯兒童之處，並附有警告

人對「性」方面缺乏清晰而坦誠的思考，以致對

字句，因此可以接受在上述時段播放。最後，投

「性」及其有關的文化理念、社會制度及權力關係

訴因理據不足而不被接受（香港政府新聞處，

不能好好掌握。這反映出香港的華人表面西化，

2001）。但由此可見，在香港的小學落實性教育

但對性觀念的禁區仍有顧忌。

仍是荊棘滿途，問題也相當複雜。

為了更有效地推動香港的性教育，香港課程

香港小學的性教育主要集中在小五小六的

發展議會（1997）發表了《學校性教育指引》，提出

常識科，主要提及學生（青少年） 在青春期內生

性教育的八個基本原則，要求學校推行性教育時

理及心理上的變化。雖然在課程中有性教育的部

應以學生為中心，在不同時候、階段因應學生不

份，可是知識只是局限在青春期這一個狹窄的範

同的發展而施教。但據文思慧、蔡寶瓊（1997）指

圍之內，缺乏技能和態度上的培養。這樣的教

出學校推行性教育有不少困難。（見表一）

學，毫無疑問能提高學生對青春期的認識，但同
時也會引起更大的好奇心。如沒有培養適當的態

表一

度，好奇心可能會導致他們犯錯，社會問題也隨

學校推行性教育時常遇到的困難

之出現。

學校推行性教育時常遇到的困難
困難
教學時間不足
欠缺曾受性教育訓練的教師
缺乏專業建議
教師感到不自然 尷尬
資源 教材不足
教師不願參與

歸根究底，是學校的老師未能配合。首先，

百分比
91%
89%
81%
78%
65%
57%

香港人對「性教育」諸多避忌，甚至認為「性教
育」是無必要的。而香港大部份的小學老師就是
在這個環境下成長。當小學老師在需要講授有關
性教育的課題，便會覺得尷尬，加上欠缺性教育
的訓練，教師在講授時會難以啟齒，更不免覺得
無所適從，因此在面對性教育課程時，常常是輕

資料來源：文思慧、蔡寶瓊（1997）
《性教育再思

描淡寫的帶過，或讓學生自修或回家自行研讀，

教育工作者參考手冊》。

而不會深入的講解。再者，香港小學的科目繁
多，性教育是安排在五、六年級的常識科中教

有些事件曾對前線教師構成打擊，使他們裹

授，而常識科課程緊密，往往礙於上課時間不足

足不前。例如在2001年，有一節目講述一間小學

而不能全面傳授性教育的知識，而且在考試主導

的一連串性教育課程，包括青春期的身心轉變，

的學習制度下，也沒有硬性規定學校對實施性教

以及約會、婚姻和婚前性行為等倫理問題。此節

育進行評估。試問學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

目在每一節播出前，均有字幕建議家長陪同子女

獲得有質量 ─ 即具有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性教

一同觀看。在其中一節，一群小一及小二學生繪

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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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及落實香港的小學性教育
的挑戰

的心性發展需要，積極負起教育的責任，相信對
啟發子女學習正確的性觀念及健全的性態度，可
收事半功倍之效，也能有效加強兩代之間的緊密

學校是傳授知識的地方，也最能按部就班，有系

關係。家長在推行家庭性教育所遇到的障礙，主

統地向青少年推行性教育。實施周詳而有計劃的

要是性知識不足、欠缺信心、不能克服尷尬心

性教育課程，實有賴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

理、不懂施教技巧等。因此學校及教育當局有需

配合和努力。面對小學常識科的課時限制，除了

要幫助家長掌握良好性態度及基本知識，內容方

通過正規的教育方法傳授性教育知識外，也可以

面也應特別加強兒童心性發展、回答子女性問題

同時通過非正規教育方法在小學推行性教育。

技巧、親子溝通方法等，以便增強向子女談性的
信心。此外，當局也需鼓勵父母承擔家庭性教育

課外活動

的責任，強調兩代要建立有效的溝通及互相關

小學除了在常識科中教導與性有關的課題外，也

懷，使孩子確認家庭的重要性（李明英，

可以在課外活動中加入性教育的元素。香港家庭

2001）。由此可見，通過家庭和學校合作來推動

計劃指導會幹事李明英（2001）認為，最重要是

小學的性教育和家庭教育，可收事半功培的效

校方的參與和配合外界團體的援助，例如舉辦

果。

「小學性教育講座」
，因應不同級別學生的需要，
按其心性發展和理解能力而建議各式各樣性教育

教師教育

課題，例如「青春期」、「約會戀愛」、「性騷

對很多已接受小學師範教育的教師來說，尤其是

擾」、「性取向」等。這主要是針對學校受到固

一些年青及未婚的教師來說，推行學校性教育仍

定節數的限制，這些性教育講座可編排於班主任

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因此教師培訓機構仍需要不

課、早會或課外活動，通過問答、討論、錄影帶

斷加強在職教師對推行性教育的「常新教育」。

播放、遊戲、信箱解答、短講、節目欣賞等，輔

可是，各大師訓機構所提供有關性教育的培訓不

以各式各樣器材，如模型、卡通圖板、教材套及

足，大多數只佔一個單元的部份課時或是選修課

錄影帶等，增強學習興趣，例如學生就錄影帶片

程，試問這樣又如何能提供充份的學習和討論

段內容以「人生交叉點」形式作出選擇及發表意

呢？可幸的是，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浸會大學

見，務求讓學生能夠從自己的情況出發，主動吸

（校外進修部）的教育學士學位課程中也加插了一

收性訊息，建立個人的性觀念。以靈活的方式施

個單元的「性教育」課程。此外，在 2003 年 3 月

教，較單向的講授方式來得有效直接（李明英，

由教統局主辦的「教師交流月」也開始鼓勵前線

2001）。同時，這些活動也可以邀請家長一起參

教師面對小學性教育的課題，但成效如何，仍為

與，一則作為親子活動，二則可以讓家長獲得正

未知之數。這些活動的目的為充實在職教師及準

確的性教育觀念，成為家長在家庭教育中灌輸正

教師的性知識，確立良好、坦誠、開放的性態

確的性教育知識的途徑。

度，能嘗試接納學生們的想法，以增強討論和教
授有關課程的信心。

家庭教育

與此同時，教師培訓機構也需要介紹各項資

兒童及青少年最信任、最具影響力的啟蒙老師就

源及幫助教師掌握施教技巧，例如在互聯網頁上

是父母。性教育不但應由零歲開始，還應由家庭

搜集資料的途徑，並將資料運用於課堂、專題學

開始。性是個人成長的一環，若父母能緊貼子女

習、小組學習、反思學習及疑難為本學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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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介紹如何處理學生的突發性「性」提問時的

性教育最終的目的，是可以使小學生開始對性和

正確技巧。其次是克服在表達性教育內容時可能

性行為的效果有正確和全面的認識，探討自己對

出現的障礙和困難，並能分享及接納他人的性態

性的態度，以及對婚姻和家庭的觀念，藉以培養

度，用不同的分析角度給學生提供全面的知識、

出更好的判斷技巧和溝通技巧。最後，培育出一

技能和態度。

致和積極的價值觀及負責任的行為（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1997）。誠如文家安（2000，頁18） 所

總結

希望「性教育能培養學生在肉體的、認知的、情
感的、社會的、道德的和靈性的都各有成長」。

總括而言，周詳而有計劃的性教育，實有賴學

換言之，待學生吸取有關資料後，懂得以其成長

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配合和努力。小學常識

背景、教育或個人經驗，衡量面對性行為或其他

科的內容不單只是著重性教育上的知識，也應將

性向抉擇的後果，並明白自己所能承擔責任的能

內容推及至人格教育及道德範疇（文思慧、曾家

力範圍，以最合適其本人的性價值觀去作出判斷

達及吳敏倫， 1990；Lamb ， 1997；晏涵文、黃

和決策行動 （Archard ， 2000 ，頁 34）。在香

富源， 2000），並應盡量以平等、交流和討論的

港的小學常識科中落實性教育的困難與挑戰仍然

形式進行（文思慧、蔡寶瓊， 1997 ，頁 23）。

存在，主要是教師的培訓不足，課時不足；其次

然而，性教育的目的，並非要機械式的灌輸我們

是性教育仍深受傳統文化影響。因此，要打破僵

所接受、所推祟的某一套價值觀念給予下一代，

局，跳出困境，未來的發展仍需要教育界同工積

而是培育他們的思考和選擇能力。第一階段的性

極面對和開拓，轉變落後的觀念，為下一代的幸

教育可通過小學常識科來推動兒童成長，而推行

福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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