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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摘要  

  本調查旨在了解澳門青少年以及外界資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在蘊藏著各

種陷阱的資訊世界裡，他們的性價值觀會否因而受渲染。調查發現，青少年對性

的傳統觀念逐漸改變的原因與外界資訊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時代迅速發展，資

訊科技普及令青少年容易接觸到不同的文化與知識，但這些因素卻可能成

為歪曲他們性觀念的一條渠道。研究亦發現，受訪者雖然認為貞操重要，但有

近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卻會接受婚前性行為。青少年對性與愛的看法，是彼

此緊扣著，有愛便可有性，性亦能為愛而增溫。亦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認

為性可以增進彼此的感情，這種想法反映了他們會為了愛情而捨棄了自身的

貞潔。如果青少年被這些想法所影響，不但會使他們的性觀念越趨開放，就

連他們的價值觀亦慢慢開始有偏差。若這些想法一直在社會中擴大，那到底會

形成一個怎樣的社會風氣？相信大家亦看出。外界的資訊繁複，蘊藏著我們不明

瞭的黑暗世界，這正在不斷影響青少年對性的看法，一旦青少年失去判斷能力，

便會墮入陷阱；有時青少年亦會因社會出現的一些風氣願意隨波逐流，受到朋友

的唆擺，或是金錢的誘惑而做出一些敗德的行為，這種社會風氣亦是影響青少年

身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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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言  

隨著時代變遷，資訊發展迅速，令青少年更加容易接觸到資訊世界。

在外界資訊裡，如網路世界，蘊藏了很多錯誤及不良的資訊。由於青少年

的心智尚未成熟，對「性」充滿好奇心，容易受到這些錯誤的資訊影響了

他們的身心發展以及對性有所誤解，更可能令他們誤入歧途。 

在澳門，與未成年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的案件屢見不鮮，早在二零零

六年一個以中學及大專學生為對象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本澳青少年首次

發生性行為平均年齡約為十六點一歲。另外，有香港學者於二零零八年針

對本澳青少年，開展關於愛情及性方面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近百分之三十

的學生表示自己在十三歲時已有性經驗。其中，一名十歲的學生表示自己

已擁有性經驗，更有受訪者聲稱擁有的性伴侶多達十六個。可見本澳青少

年發生性行為的年齡趨低。 

現時社風氣日漸開放，網絡媒體的普及令青少年接觸到不同的價值觀

和文化。而本澳青少年發生性行為的年齡趨低，這個問題日益嚴重。我們

期望能夠通過聖公會服務處“青少年關心社會 共鑽研 創明天”的活

動，研究有關外界資訊與澳門青少年的性價值觀的關係，以及兩者有什麼

影響。從而找出“現今青少年對性有錯誤認識”的原因及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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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學家黎健江(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2009)指出，不少青少年發生性行為後，

會採取坊間流傳的避孕方法，甚至不採取任何避孕措施，低估了感染性病的可能

性。他指，這些方法或知識多數是青少年從同學或朋友口中得知，青少年除了會

與朋友分享這些基本知識外，甚至還會發表一些謬論，如技巧、伴侶數量等，來

顯示自己「豐富」的性經驗。更指出，互聯網、傳媒中不時出現的性新聞、性愛

短片等，亦是青少年性知識方面的主要訊息來源。然而，這些訊息不一定正確及

有助青少年了解性知識。 

學家黎妙玲(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2009)指出，雖然社會認為青少年對性的

態度逐漸開放，但由於青少年的性知識多來自朋輩之間的討論，因此他們對性多

是一知半解。黎妙玲認為，「青少年對性的態度逐漸開放」這一評價值得商榷。 

據上述學家所說，本澳青少年的性知識主要來源於朋輩的交流、互聯網等媒

介。繼而從外界得來的知識，而且他們接收到的知識亦未完全正確，他們很多都

只是對性一知半解，就算是錯誤的知識，也信以為真，更會將自己認為正確的知

識傳播開去。久而久之，青少年的性觀念也會隨著這些因素起了重要的變化。新

一輩對性的態度、觀念等亦因此逐漸開放。究竟為何青少年會對性有錯誤的認

知？是什麼令到他們對性有錯誤的認識？難道真的只是朋輩的交流、互聯網、色

情資訊而導致青少年有這樣想法嗎？這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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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念定義   

性觀念 (親情不斷電 2009) - 性觀念是人類從出生開始，構成“人”整體

所必須要的部分．它包括一個人的性別、生理、心理、人際關係、文化/價值觀/

信仰等角度，並且不能與生活的其他方面分開．性觀念影響一個人的思想、感覺、

行為、人際關係，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心理健康與生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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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目的  

澳門青少年發生性行為低年齡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加上在現今資訊

發達的社會裡，青少年可以在互聯網等媒介上得知不同的性知識，在這些

形形色色的外界社會中，對於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會容易接觸到不

同的資訊，在互聯網上有很多討論區發佈的一些謬論等。朋輩的性經驗分

享及慫恿，都有可能是他們性觀念的主要來源。 

青少年的判斷能力未算完整，容易受到外界而影響自身的判斷能力，

對於外界的資訊，他們亦不能百分百肯定這些資訊是否正確。而這些資訊

有否導致他們的性價值觀越來越開放？ 

因此我們透過問卷調查形式，借以探討現今澳門青少年對性價值觀

之看法，從而了解青少年有否受外界資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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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方法  

4.1 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為結構問卷，主要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第二，三部份：性價值觀及外界資訊的情況 

 

4.2 抽樣方法及樣本 

本研究採用了滾雪球抽樣法(SNOWBALL SAMPLING)及便利抽樣法(CONVENIENT 

SAMPLING)選取樣本。在訪問方面，選用了隨機抽選學校參與，由學生以自填

方式進行。向澳門七間中學派發 600 份問卷，全數收回，其中 581 份為有效。 

 

4.３ 調查限制 

是次調查採用滾雪球及便利抽樣法，但是因為人力與資源等等條件上的限制，導

致調查的學生範圍有限，故而未能反應全澳中學生的意向，只能作為參考，敬希

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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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訪者背景資料  

從表 1 可見受訪者的性別分佈狀況，在 581 份問卷當中，男女性受訪者各佔

53.9%及 46.1%。(表 1) 

 表 1 : 受訪者的性別(N=581)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313 53.9% 

女 268 46.1% 

總數 581 100% 

 

是次研究對象主要為 12-22 歲的澳門青少年，而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 16.２歲。(表 2) 

 表 2 : 受訪者的年齡 (N=581)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2 21 3.6% 

13 55 9.5% 

14 42 7.2% 

15 76 13.1% 

16 105 18.1% 

17 109 18.8% 

18 119 20.5% 

19 28 4.8% 

20 16 2.8% 

21 7 1.2% 

22 3 0.5% 

總數 5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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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受訪者的年齡歲組來看，12-15 歲佔 33.4%，16-17 歲佔 36.9%，18-22

歲佔 29.8%。(表 3) 

 表 3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 (N=581)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主要分為初中程度(40.5%)及高中程度(59.5%)。(表 4) 

 表 4 :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N=581) 

 

 

 

 

 

 

 

 

 

 

 

 

 

 

 

 

 

 

年齡歲組 人數 百分比 

12– 15 194 33.4% 

16 – 17 214 36.9% 

18 - 22 173 29.8% 

總數 581 100.0%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初中 235 40.5% 

高中 346 59.5% 

總數 5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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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方面，沒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約佔 62.7%，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主要以

天主教為主，約佔(15.8%)，佛教佔(10.８%)，其次是基督教，佔(10.2%)。 

(表 5) 

 表 5 : 受訪者的宗教信仰 (N=581) 

 

 

 

 

 

 

 

受訪者父母婚姻狀況已婚約佔(61.8%)，離婚佔(6.9%)，再婚佔(4.3%)，分居佔

(2.6%)，喪偶佔(1.5)%，有(22.9%)的受訪者選擇不作回應。(表 6) 

 表 6 : 受訪者父母婚姻狀況 (N=581) 

父母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已婚 359 61.8% 

離婚 40 6.9% 

再婚 25 4.3% 

分居 15 2.6% 

喪偶 9 1.5% 

不作回應 133 22.9% 

總數 581 100.0% 

宗教信仰 人數 百分比 

天主教 92 15.8% 

基督教 59 10.2% 

佛教 63 10.8% 

沒有 364 62.7% 

其他 3 0.5% 

總數 5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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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81 位受訪者當中，有戀愛經驗的受訪者約佔(33.0%)，沒有戀愛經驗的受

訪者佔(38.4%)，有(28.6%)的受訪者選擇不作回應。(表 7) 

 

 表 7 : 受訪者的戀愛經驗 (N=581) 

 

 

 

 

 

 

 

 

 

 

 

 

 

 

 

 

戀愛經驗 人數 百分比 

有 192 33.0% 

沒有 223 38.4% 

不作回應 166 28.6% 

總數 5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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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果  

由數據顯示，我們發現現今青少年普遍認為「只要是相愛便可以發生性行為」，青少年

對性知識或價值觀，再也不及從前，而且也能接受婚前性行為。雖然他們認為貞操重要，

但這數據也反映了只要是相愛便可以發生性行為，而且性對他們來說也能增進彼此的感

情。有一項「肉體與性愛不能換取金錢」的數據指出，超過五成的人選擇中立及不同意。

(表 8) 

 表 8 : 受訪者的性價值觀念 (N=581) 

 

 

問題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接吻屬於性行為 92 (15.8%) 340 (58.5%) 149 (25.6%) 

性只是一埸運動 108 (18.6%) 300 (51.6%) 173 (29.8%) 

性可以增進彼此的感情 241 (41.5%) 137 (23.6%) 203 (34.9%) 

肉體與性愛不能換取金錢 218 (37.5%) 157 (27.1%) 206 (35.5%) 

貞操並不重要 93 (16.0%) 315 (54.1%) 173 (29.8%) 

只要是相愛，便可發生性行

為 

162 (27.9%) 211 (36.3%) 208 (35.8%) 

婚前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252 (43.4%) 113 (19.5%) 216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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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下列圖表顯示，有 341(58.7%)的人同意現今媒體( 如電影、書刊等 )的尺

度較開放。還有 352 (60.6%)的人同意在互聯網上能輕易地搜索出有關色情的網

站。甚至有 387 (66.6%)人同意身處於資訊發達的社會，性知識隨處可得知，在

蘊含著危機的資訊發逹的世界，青少年隨處都能接觸到有關性的東西，這正在不

斷地影響青少年的性觀念，對性有錯誤的認識。(表 9) 

 表 9 : 受訪者對外界資訊之看法 (N=581) 

 

 

 

 

 

 

 

 

 

 

問題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身處於資訊發達的社

會，性知識隨處可得知 

387 (66.6%) 56 (9.6%) 138 (23.8%) 

互聯網上能輕易地搜索

出有關色情的網站 

352 (60.6%) 67 (11.5%) 162 (27.9%) 

現今媒體( 如電影、書刊

等 )的尺度較開放 

341 (58.7%) 65 (11.2%) 175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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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下列圖表顯示，青少年主要的性知識來源主要是互聯網 443人(76.3%)，其次

是朋友 409人(70.5%)和電視 321人(55.2%)，而青少年從學校學習性知識的 256

人(44.1%)和父母 126 (21.7%)，由此可見，青少年接觸外界的層面越大，接觸

性的機會就會越大。(表 10) 

 表 10 : 受訪者從那裡接收到最多性知識 (○1 此題為多選題 ○2 1 為最高 ６為最低) N=581 

 

 

 

 

 

 

 

 

 

 

 

 

 

 

 

 

 

 

 

 

 

 

 

 

 

 

 

 

題目 1 – 3 位 4 – 6 位 

朋友 409 (70.5%)  260 (44.7%) 

電視 321 (55.2%) 260 (44.7%) 

互聯網 443 (76.3%) 138 (23.8%) 

學校 256 (44.1%) 325 (55.9%) 

父母 126 (21.7%) 455 (78.4%) 

書籍 195 (33.6%)  386(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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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研究數據指出，青少年遇到有關性問題時，大多數只會向朋友傾訴，百份比

為 66.4%，反而學校和老師為最少，所佔的百份比為 16.7%和 17.6%。這個現

象顯示出青少年受朋輩的影響較大，大多數事情指會向朋友傾訴，而老師與青少

年你傾訴或接觸亦為較少。(表 11) 

 表 11 : 受訪者遇到性的問題時，會向誰傾訴 (○1 此題為多選題) N=581 

 

 

 

 

 

 

 

 

 

 

 

 

 

 

   

父母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朋友 389 66.4% 

老師 102 17.6% 

互聯網 228 39.2% 

學校 97 16.7% 

父母 139 23.9% 

書籍 133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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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受訪者中，能夠接受別人婚前性行為以及瀏覽色情網站的人數最高，都是

300人佔 56.1%，其次是性愛視訊有 201人佔 31.6%，一夜情有 180人（31%)。

這些行為，在過去的青少年中，都未必能夠接受到。據下列圖表顯示所得，現今

青少年與過二、三十年的青少年，性觀念開放，接受到過去未必接受到的行為，

這都因科技的發逹，影響到青少年對各方面的看法。(表 12) 

 表 12 : 受訪者對別人的以下事情之接受程度 (○1 此題為多選題) N=581 

題目 人數 百分比 

一夜情 180 31.0% 

援助交際 116 20.0% 

嫖妓 108 18.6% 

婚前性行為 300 51.6% 

性愛視訊 201 34.6% 

與未成年少男/

少女發生性行為 

167 28.7% 

瀏覽色情網站、

書籍等 

300 51.6% 

以上皆不能接受 17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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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受訪者中，不能接受自己作下列所有行為的佔最高，有 266人(45.8%)其

次是婚前性行為(229人佔 39.4%)，瀏覽色情網站等有 223(佔 38.4%)，可看出

受訪者中，仍然有一些對性持保守觀念的人，對於婚前性行為﹑瀏覽色情網站這

些普遍的現象，亦能接受的。 (表 13) 

 表 13 : 受訪者對自己的以下事情之接受程度 (○1 此題為多選題) N=581 

 

 

 

 

 

 

 

 

 

 

 

 

 

 

 

 

題目 人數 百分比 

一夜情 137 23.6% 

援助交際 81 15.0% 

嫖妓 86 14.8% 

婚前性行為 229 39.4% 

性愛視訊 138 23.8% 

與未成年少男/

少女發生性行為 

128 22.0% 

瀏覽色情網站、

書籍等 

223 38.4% 

以上皆不能接受 266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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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下列圖表，可見青少年對性行為的開放程度頗高，他們對於以下事情的同意

程度也超出半成以上，而且，男性比女性的性觀念更為開放。（表 14，表 15，

表 16） 

 表 14 : 受訪者的性別與「性可以增進彼此感情」 (N=581) 

 表 15 : 受訪者的性別與「只要是相愛，便可發生性行為」 (N=581) 

 表 16 : 受訪者的性別與「婚前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N=581) 

 

 

 性可以增進彼此 

感情 

性別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男 150 (47.9%) 60 (19.2%) 103 (32.9%) 

女 91 (34.0%) 77 (28.7%) 100 (37.3%) 

    

只要是相愛，便可發 

生性行為 

性別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男 100 (32.0%) 90 (28.7%) 123 (39.3%) 

女 62 (23.1%) 121 (45.5%) 85 (31.7%) 

    

婚前性行為是可以接

受的 

性別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男 148 (47.3%) 5 (28.7%) 123 (39.3%) 

女 104 (38.8%) 121 (45.5%) 85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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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下述圖表顯示，有戀愛經驗的受訪者認為「相愛便可有性」的觀點比沒有戀

愛經驗的受訪者多，而當中更有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認為性可以增進彼此感

情。（表 17，表 18，表 19） 

 表 17 : 受訪者的戀愛經驗與「性可以增進彼此感情」的分析 (N=581) 

 表 18 : 受訪者的戀愛經驗與「只要是相愛，便可發生性行為」的分析(N=581) 

 表 19 : 受訪者的戀愛經驗與「貞操並不重要」的分析 (N=581) 

 

 

性可以增進彼此

感情 

戀愛經驗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有 102 (53.1%) 37 (19.2%) 53 (27.6%) 

沒有 70 (32.7%) 66 (29.6%) 84 (37.7%) 

    

只要是相愛，便可發

生性

行為 

戀愛經驗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有 71 (36.9%) 63 (32.8%) 58 (30.2%) 

沒有 47 (21.1%) 96 (43.0%) 80 (35.5%) 

    

貞操並不重要 

戀愛經驗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有 34 (17.8%) 99 (51.5%) 59 (30.7%) 

沒有 31 (13.9%) 133 (59.7%) 59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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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0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性只是一埸運動」之看法 (N=581) 

 表 21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貞操並不重要」之看法 (N=581) 

從以上圖表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已經改變了對性的保守心態，而且在 12 至

15 年齡組中更有約百分之四十的青少年已經對於「貞操並不重要」表示同

意。在比較之下，我們亦可從(表 21)看出，年齡越小的受訪者就越不重視貞

潔。(表 20，表 21) 

 

 

 

 

 

 

 

性只是一埸運動 

年齡歲組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12 – 15 32 (29.7%) 99 (32.7%) 63 (37.6%) 

16 - 17 36 (32.9%) 123 (40.8%) 70 (26.3%) 

18 - 22 40 (40.5%) 78 (26.8%) 32 (36.1%) 

    

貞操並不重要 

年齡歲組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12 – 15 38 (40.7%) 97 (31.2%) 59 (34.2%) 

16 - 17 24 (25.6%) 129 (40.6%) 61 (35.8%) 

18 - 22 31 (33.5%) 89 (28.3%) 5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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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身處於資訊發達的社會，性知識隨處可得知」之看法 (N=581) 

 表 23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互聯網上能輕易地搜索出有關色情的網站」之看法 (N=581) 

 表 24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現今媒體( 如電影、書刊等 )的尺度較開放」之看法 (N=581) 

綜合上述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認為在現今的資訊發達社會裡，很

容易隨處可取得任何資訊，而在 16 至 17 歲的組別中，更高達百分之四十，

而且現今的社會對媒體的尺度較為開放，並不會對他們有大多的限制。(表

22，表 23，表 24) 

 

 

年齡歲組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12 – 15 120 (30.8%) 21 (35.2%) 53 (38.4%) 

16 - 17 153 (39.8%) 12 (18.7%) 49 (35.5%) 

18 - 22 114 (29.4%)  23 (46.2%) 36 (26.1%) 

    

年齡歲組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12 – 15 104 (29.3%) 24 (34.5%) 66 (40.6%) 

16 - 17 140 (40.0%) 21 (33.7%) 53 (32.7%) 

18 - 22 108 (30.7%) 22 (32.0%) 43 (26.6%) 

    

年齡歲組 同意 不同意 中立 

12 – 15 105 (30.8%) 23 (34.3%) 66 (37.7%) 

16 - 17 137 (39.9%) 15 (22.8%) 62 (35.4%) 

18 - 22 99 (29.2%) 27 (43.0%) 47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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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5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從朋友、互聯網、學校及父母方面接收到性知識的評分表 (N=581) 

○1 １為最高 ６為最低 (位置)  

 表 26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從朋友、互聯網、學校及父母方面接收到性知識的評分表 (N=581) 

綜合上述的資料顯示，受訪者大多數是由互聯網和朋友方面得知性知識，在

16 至 17 歲的組別的百分比更接近百分之四十。父母與學校是青年學習知識

的來源，卻得分最小。 (表 25 表 26) 

 

 

      1 – 3 位 

年齡歲組 

朋友 互聯網 學校 父母 

12 – 15 114 (28.0%) 141 (31.8%) 100 (38.2%) 44 (35.1%) 

16 - 17 163 (39.5%) 173 (39.3%) 85 (33.5%) 41 (32.7%) 

18 - 22 132 (32.4%) 129 (28.9%) 71 (28.4%) 41 (32.3%) 

      

      4 - 6 位 

年齡歲組 

朋友 互聯網 學校 父母 

12 – 15 80 (46.6%) 80 (46.6%) 94 (30.5%) 150 (33.9%) 

16 - 17 51 (28.7%) 51 (28.7%) 129 (38.2%) 173 (34.4%) 

18 - 22 41 (24.7%) 41 (24.7%) 102 (31.3%) 132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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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7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遇到性問題時，會否找朋友、互聯網、學校及父母傾訴的圖表 (N=581) 

 表 28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遇到性問題時，會否找朋友、互聯網、學校及父母傾訴的圖表 (N=581) 

由以上圖表顯示，無論是那一個年齡層的受訪者，當他們遇到性問題時找朋友

傾訴的比例居多，遠遠超出於學校及父母。這樣，他們的性觀念便容易受到朋輩

的解答而影響，亦無法分辨出這些答案是否正確。 (表 27，表 28) 

 

 

 

      會 

年齡歲組 

朋友 互聯網 學校 父母 

12 – 15 116 (30.1%) 72 (31.6%) 29 (29.9%) 50 (36.0%) 

16 - 17 159 (41.2%) 85 (37.3%) 31 (32.0%) 50 (36.0%) 

18 - 22 111 (28.8%) 71 (31.1%) 37 (38.2%) 39 (28.0%) 

      

      不會 

年齡歲組 

朋友 互聯網 學校 父母 

12 – 15 78 (40.0%) 122 (34.6%) 165 (34.0%) 144 (32.6%) 

16 - 17 55 (28.2%) 129 (36.5%) 183 (37.8%) 164 (37.1%) 

18 - 22 62 (31.8%) 102 (29.0%) 136 (28.0%) 13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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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 : 受訪者對別人婚前性行為的接受程度 (N=581) 

 

 

 

 

 

 表 30 : 受訪者對自己婚前性行為的接受程度 (N=581) 

 

 

 

 

 表 31 : 受訪者對別人瀏覽色情網站、書籍等的接受程度 (N=581) 

 

 

 

 表 32 : 受訪者對自己瀏覽色情網站、書籍等的接受程度 (N=581) 

 

 

 

根據以上圖表顯示，受訪者不論對自己或是別人在一些性的資訊與行為上的

接受程度都較高，約有三至五成，他們對於自己與他人在這方面的接受程度

只相差一成。 

 

 

 

人數 百分比 

300 51.6% 

人數 百分比 

229  39.4% 

人數 百分比 

300 51.6% 

人數 百分比 

223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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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表 33，表 34)顯示，我們可以明顯地看見青少年隨著年齡的增加，

而對別人及自己的一夜情，援助交際等行為的接受程度逐漸遞增。 

註：○1   以上皆不能接受的事情有一夜情、援助交際、嫖妓、婚前性行為、性愛視訊、與未成年少男/少

女發生性行為及瀏覽色情網站、書籍等 

 

 表 33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別人以上皆不能接受的接受程度 (N=581) 

 

 

 

 

 

 表34 : 受訪者的年齡歲組對自己以上皆不能接受的接受程度 (N=581) 

 

 

 

 

 

 

 

 

 

 

年齡歲組 人數 百分比 

12 – 15 103 38.7% 

16 – 17 96 36.1% 

18 - 22 67 25.3% 

年齡歲組 人數 百分比 

12 – 15 72 41.4% 

16 – 17 51 29.3% 

18 - 22 51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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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總結  

8.1 性觀念 

8.1.1 傳統觀念轉變成開放觀念 

整體而言，在今次研究中顯示現今澳門大部分的青少年對性的觀念以

及性的態度持開放式的，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見表 8)「性可以增進彼此

的感情」這項，有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是選擇同意及中立，顯然而見青

少年有這樣的想法，會為了增進彼此感情而盲目去付出自己的肉體，導致未

成年的青少年發生性行為的事件會日漸上升。此外，亦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

受訪者在「肉體與性愛不能換取金錢」一項選擇中立及同意的，明顯地顯示

出受訪者對性、對自身的不看重，抱有肉體與性愛能換取金錢的想法，覺得

這是「可有可無」的，更指出受訪者對性方面已經有錯誤的想法與觀念；受

訪者慢慢地從保守觀念轉換了。在問卷調查當中，雖然也有不少抱有保守觀

念的受訪者，但他們對於一些性行為的接受程度亦頗高。可見現今青少年的

性觀念在逐漸演變當中。 

7.1.2 男女性觀念有別 

我們在研究中從性別的角度去看，在表 14至表 16 中，「性可以增進彼

此的感情」，「只要是相愛，就可以發生性行為」等的選項，男性的接受程

度比女性的高出接近兩倍，女性不同意的指數亦近乎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見，

男性對性觀念比女性更為開放。相反，女性的性觀念會較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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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戀愛經驗與性觀念的關係 

我們嘗試想「青少年的性觀念會否受到戀愛經驗而影響?」，因此，我們從戀

愛經驗這方面來看（表 17至表 19），有戀愛經驗的受訪者與沒有戀愛經驗

的受訪者都認為性能夠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但在相愛能發生性行為上，兩

者卻有顯然的不同， 百分之三十六的有戀愛經驗的受訪者是同意這個說法，

與沒有戀愛經驗的受訪者相反。可能在沒有戀愛經驗這個層面上，是會有絕

對的影響。某程度上，兩者對性愛是存在分歧的。綜合上述，有戀愛經驗的

受訪者與沒有戀愛經驗的受訪者在性觀念是有異同的。 

7.1.4 不同年齡層與性觀念的關係 

人生中有不同的階段，人在不同階段所接觸的事物並不一樣，不同的年

齡層對性的看法亦都會不一。在我們的研究中，亦有從年齡去看，(見表 20，

表 21)年齡較低的受訪者對性觀念比較保守，但隨著年齡增長，受訪者對性

的看法漸漸開放，從 12歲至 22歲期間，受訪者的性觀念從保守慢慢轉變成

開放。由於不同年齡層所接觸性的深淺不一，因此，年齡是影響性觀念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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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性知識來源 

現今青少年可以從不同的渠道獲取性知識，如學校、朋友、互聯網等，(表

10)有百分之七十或以上的受訪者是從朋友及互聯網中獲取性知識。在互聯網

上，有形形色色的網站，當中存在了很多的錯誤的知識，朋友當中亦可能會

為了炫耀自己，而分享一些錯誤的觀念，但學校、父母等能夠給予正確的性

知識，卻是受訪者獲取性知識來源最少的，分別佔百分之五十五及百分之七

十八。(見表 11)當受訪者遇到有關性的問題時，亦多會向朋友傾訴或在互聯

網咨詢，但這些知識未必是正確，很多時候，年青人沒有經過思考，盲目地

相信這些知識是正確的，導致有很多人對性有錯誤的理解。由此可見，朋友

以及互聯網不但是受訪者獲取性知識及解決性疑惑的主要來源，亦是影響受

訪者的性觀念的主要原因。 

7.3 外界資訊的影響 

時下的青少年對性知識仍然存在偏差，據我們的研究數據顯示，很多時

候，青少年容易受到互聯網上林林總總的資訊而影響對性的看法。(見表 9)

在 「身處於資訊發達的社會，性知識隨處可得知」、「互聯網上能輕易地搜

索出有關色情的網站」 這兩項調查中，受訪者的同意比例亦超過百分之六

十，證明了現時的網絡世界足以影響青少年對性的態度，加上大部分受訪者

亦同意性知識的來源是從互聯網、朋友(見表 10)。雖然現時的科技發達，但

亦因此扭曲了青少年對事物的看法，道德觀、價值觀等亦逐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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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建議  

9.1 從小培育青少年有良好的性價值觀 

從小培育青少年的良好品格和建立正確的性價值觀，使他們在成長過程中，

面對各種誘惑也能作出正確的選擇或面對不同的困難時能夠克服是相當重要

的。青少年面對著價值觀混淆的社會，特別是性價值觀，所需要面對的挑戰特別

多。而父母、學校則是培養青少年良好的性價值觀必不可少的元素。培育青少年

正確的性價值觀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也無法從一兩次的教育中就能突顯成效，要

有賴社會、學校及父母等合力才能成事。因此，無論是學校或是父母，都應放下

尷尬的心態，不要對這話題存有偏激的想法。要用心聆聽青少年的心聲及意見，

讓他們感受到周遭的關愛，從而培養他們正確的性價值觀。 

9.2 限制媒體的不良資訊 

身處在二十一世紀，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媒體對於我們的生活成了極

度有利的工具。特別是在網路媒體，已逐漸融入我們生活中。它可以為我們傳播

進步的思想文化及資訊，但同時亦可能潛伏著一些極度危險的陷阱，完全扭曲了

網路媒體的真正意義。而且在五花百門的資訊下，讓青少年不懂得去篩選甚麼是

對與錯。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我們認為改善不良資訊誤導青少年的思想，是

現時最重要的任務。政府應該儘快去建立一些方案去限制媒體的開放程度，不單

單只是在網絡，還有電視、電影等等。除左它們的開放度之外，還要加強打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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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犯罪，因為這都會對青少年有很大的影響。 讓青少年不會因網絡媒體而扭

曲了他們的價值觀。 

9.3 引導青少年擁有正確的性知識 

引導青少年如何擁有正確的性知識，已經成為現今社會上重要的一環。

但是學生在學校上所學到的性知識並不足夠，正因為在學校所學到的不足，

所以青少年才會在媒體上尋找性知識，但他們所找到的往往只是一些錯誤或

是不完整的性知識。把正確的性知識傳授給青少年尤為重要，因為青少年的性

無知，才會導致一些性濫交、未婚懷孕等社會上常見的問題。歸根到底，也是因

為一些學校及家長把正常的性教育抱有排斥的心理，再加上那些不良媒體的影

響，青少年對「性」強烈的好奇心難以排遣，使他們會產生偷嘗禁果的念頭。因

此，學校與家長也應重視及加強性教育，給予他們正確的引導，樹立學生擁有良

好的性觀念，從而杜絕社會上的歪風。 

9.4加强對青少年的溝通 

在現今社會裡，父母往往為了工作因而忽略了自己的子女，子女在學校的時

間比家裡多，他們見面的時間亦比學校的同學少，再加上現今科技迅速的發展，

大多數的青少年回到家中就只會對著電腦、電視等媒體，無形中在溝通上有了一

種的距離。就「性」而言，這是父母不願提及的範圍，他們會認為談論性話題便

等於鼓吹下一代去早嘗禁果。這樣的想法，也讓青少年難以在家中樹立正確的性

觀念。而學校是讓青少年學習知識的地方，但學校卻對這方面存有保守的態度，

http://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xt7wJKVpchNMyEA6s7wzAt.?ei=UTF-8&fr=FP-tab-web-t&p=%E6%AD%B8%E6%A0%B9%E5%88%B0%E5%BA%95&rs=0&fr2=r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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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的話，他們更是隻字不提。對於青少年來說，學校舉辦的性教育講座少

之又少，根本不足以讓青少年深入了解「性」。學校與父母同樣地選擇回避性的

態度，使他們與青少年存在了一條很深的代溝，難以溝通，更甚沒有機會去溝通。

也迫使了青少年遇到性疑惑時，就只好問朋友或在媒體中尋找答案。因為朋輩及

媒體的渲染力大，這樣只會危害了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讓他們帶著這些謬誤

成長，禍害不淺。因此，我們建議家長與學校應加強對青少年的溝通，家長是子

女最親近的人，有義務去替子女樹立一個良好的性觀念；學校無可否認是一個教

育的聖地，有責任去向學生灌輸正確性知識。只要家長學校合作，必定能使青年

走上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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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外界資訊與澳門青少年的性價值觀研究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澳門青少年性價值觀研究的問卷，我們想了解您對於現今資訊與性價值觀的看

法，希望您能夠為我們填寫這份問卷。問卷內容並不對外公佈，請安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一． 

1. 您的性別：□男 □女 

2. 您的年齡：______ 

3. 您就讀的年級：______ 

4. 您的宗教信仰：□ 天主教 □ 基督教 □ 佛教 □ 沒有 □ 其他 ______ 

5. 您父母的婚姻狀況：□ 已婚 □ 離婚 □ 再婚 □ 分居 □ 喪偶 

□ 不作回應 

6. 您有戀愛經驗嗎？：□ 有 □ 沒有 □ 不作回應 

 

二．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中

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接吻屬於性行為。 □ □ □ □ □ 

2 性只是一埸運動。 □ □ □ □ □ 

3 性可以增進彼此的感情。   □ □ □ □ □ 

4 肉體與性愛不能換取金錢。 □ □ □ □ □ 

5 貞操並不重要。 □ □ □ □ □ 

6 只要是相愛，便可發生性行為。 □ □ □ □ □ 

7 婚前性行為是可以接受的。 □ □ □ □ □ 

8 身處於資訊發達的社會，性知識隨處可得知。 □ □ □ □ □ 

9 互聯網上能輕易地搜索出有關色情的網站。 □ □ □ □ □ 

10 現今媒體( 如電影、書刊等 )的尺度較開放。 □ □ □ □ □ 

三. 

1. 您是從哪裡接收到最多的性知識？請排序。 1(最多) 至 6(最少)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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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 電視 □ 互聯網 □ 學校 □ 父母 □ 書籍 

 

2. 當你遇到性的問題時，你會向誰傾訴？(可多選) 

□ 朋友 □ 老師 □ 互聯網 □ 學校 □ 父母 □ 書籍 

 

3. 您能夠接受別人以下哪項事情? (可多選) 

□ 一夜情 □ 援助交際 □ 嫖妓 □ 婚前性行為 □ 性愛視訊 

□ 與未成年少男/少女發生性行為 □ 瀏覽色情網站、書籍等  

□ 其他 _______________  □ 以上皆不能接受 

 

4. 您能夠接受自己以下哪項事情? (可多選) 

□ 一夜情 □ 援助交際 □ 嫖妓 □ 婚前性行為 □ 性愛視訊 

□ 與未成年少男/少女發生性行為 □ 瀏覽色情網站、書籍等  

□ 其他 _______________  □ 以上皆不能接受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