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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這個名詞對這個時代的人已經不陌生了，近年更有不少人關注同

性婚姻法這個議題。世界各地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已越來越友善、正面。我們研

究這個議題目的就是調查本澳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從而提出解決方法。

因此，我們希望就此在個人、家庭、教育、媒體方面和提出一些建議。 

是次問卷調查中的對象為本澳高一至高三的學生，一共發出 300份問卷，收回

問卷數目為 280份。經過核實問卷，有效問卷為 256份，無效問卷數目為 24

份。 

 

本次研究結果為： 

1. 高中生的同性戀朋友越多，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越高 

2. 高中生的宗教信仰與他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無關 

3. 高中生對男性同性戀較女性同性戀反感 

 

 

 

 

 

 

  

 

 

 

 

 

 

 

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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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言 

同性戀，這個名詞對這個時代的人已經不陌生了，近年更有不少人關注同性婚姻

法這個議題。由於許多國家，如：美國、荷蘭等等 23國家，已通過了同性婚姻法，給

予同性伴侶應有的權利。近在澳門的台灣，在近年也有不少人為同性戀者發聲，發起

同志遊行。世界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包容，在中國內地也開始展現出包容的態度:新浪

微博日前宣布將展開為期 3個月的清理行動，關閉 100多個違規帳號，遭大批網友反

彈，一度湧現數十萬則加了#渣浪你好、#我是同性戀等標籤的貼文。中國著名電影人

程青松也出面表示，「要觀察一下，如果這不是新浪自身的舉動，而是更大範圍的，就

非常值得擔憂。這不是審查問題，而涉及到基本人權」。粉絲逾 23萬的同志資訊平台

「同志之聲」日前也宣布將停止更新，負責人花子樂表示，「同志之聲」希望同志「在

這個國家活得更好，跟國家的關係是合作而不是對立」。一位網名「上海梅姐」網友也

發佈微博指出，2014 年統計資料在中國同性戀人數就有 7000萬，但心理健康狀況十分

令人擔憂。並表示「公告把同性戀內容和涉黃、血腥暴力混為一談，我瞬間感覺到我

一泱泱大國，新浪微博作為新聞窗口，對待少數群體的歧視和打擊是如此的暴力！」

此貼文獲得 5.6萬個好評、超過萬人轉發。而澳門又如何呢？不少澳門市民對同性戀

的想法也比較偏守舊，對同性戀者也存在不少的偏見。但是世界不會停止腳步，澳門

亦是，我們作為一名中學生，是澳門未來的棟樑，更希望了解高中生對同性戀這個題

目的想法，因為近年來澳門人也越來越關注同性戀這方面的議題，所以這個議題對於

澳門未來發展的趨勢，更是有一定的影響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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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定義解釋 

同性戀的定義：認為同性戀是指「個人無論在性愛、心理、感情及社交上的興

趣主要對象均為同性別的人，也就是說，對於同性戀者而言，同性間的吸引遠

遠大過於異性，即使其沒有將內在傾向表達於外」（Martin，Lyon。1972） 

 

性取向的定義：性取向指受男性、女性或雙性吸引的、持續的愛戀情感模式；

亦指個別人士基於對某性別的愛戀情感、相關行為並群體歸屬，而產生的身分

認同。性取向關乎個人親密關係，即能以滿足人對愛、歸屬與親密之渴求的關

係。除性行為外，伴侶間聯繫亦包括不涉性關係的愛戀對方的體貌，有共同目

標與價值觀，互相支持，並彼此委身。（美國心理學會，1975） 

 

出櫃：出櫃源自於「Out of closet」一詞，Closet 除了衣櫥以外也有秘密的

含意。如，納尼亞傳奇中的魔法通道為一個古老的衣櫥。對同性戀者而言，在

對同性戀並不是如此友善的環境下，他的性取向可能會視人生中最大的秘密。

（出櫃的同性戀者職場滿意度研究。莊子緩。2013） 

 

LGBT：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四大族群的簡稱。（2010認識

同志手冊） 

 

Lesbian：音譯為蕾絲邊，指女同性戀者。（2010認識同志手冊） 

 

Gay：男同志，「Gay」通常用來指男同性戀者，但也泛指廣大的同性戀族群。

（2010認識同志手冊） 

 

Bisexual：雙性戀者，雙性戀者愛戀與慾望的對象，有可能是同性，也有可能

是異性，而且是可以產生流動的。（2010認識同志手冊） 

 

Transgender：跨性別，在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行為舉止、外貌與裝扮、或

生理性別等等性別表現上，不同於主流社會會將性別僅以男女兩性做為劃分的

絕對標準。（2010認識同志手冊） 

 

 

三∙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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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獻回顧 

 

  

現今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普遍態度： 

這份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對同性戀態度整體而言為正向，對同性戀態度三個層面及對同性

戀同學及家人而言也均為正向。也顯示有接觸過性別平等教育與兩性關係相關課程或書籍的

大學生對同性戀的態度較為正向。大學生的同性戀態度及各層面會因其性別、系所、是否認

識同性戀者、是否接觸過性別平等教育與兩性關係相關課程或書籍、具備性別平等意識、性

別光譜的不同而有差異，且其差異達顯著，且其差異達顯著。（宮千釉撰，2016。） 

高中生在同性戀刻板印象與接受度的差異情形： 

這份研究顯示了彰化瞭高中職學生對同性戀刻板印象與接受程度的的現況，分析不同變項高

中職學生在同性戀刻板印象與接受度的差異情形。本研究從幾個方面去調查，包括彰化瞭高

中職學生是從哪裹獲得同性戀有關的信息和對同性戀接受度狀況為偏向同意接受，且以同學

或朋友是同性戀層面接受度最高，而家人是同性戀層面接受度最低等等幾方面去研究。(陳莉

秧，2010。） 

 

 

 

高中生對同性戀的了解： 

這份文獻通過兩個問題來研究高中生對同性戀的了解，並從此了解高中生對同性戀的見解及

接受程度，1.了解同性戀的歷史及社會觀點 2.探查高中生對同性戀的看法及接受度。而研究

結果也發現了現今社會大眾對同性戀是持着一種正向的態度，接受程度也變得越來越高，同

時也解答了眾人的疑惑，就是不只是同性戀會患愛滋病，而其他性向正常的人都可能患有愛

滋病。(鐘傼韙，張淑婷，楊宜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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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接納對成年同性戀及雙性戀者的健康之影響 

這份研究顯示了當同性戀及雙性戀者的原生家庭接納程度越高，那麼他們的心

理健康程度越良好，產生自殺念頭的次數也會越少，亦會更注重身體及心理上

的健康;而父母對 LGBT 群體了解程度越高，對他們的接納程度就越高。由此可

以看出，家庭對同性戀及雙性戀者子女的健康很有影響，子女在乎家人的想法，

因此家人更不應將自己的想法強加於子女身上，強迫他們改變自己。(楊喬羽 

2016) 

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和接受程度的關係： 

這份研究結果顯示高中職學生在同性戀相關知識來源主要來自同學或朋友。對同性戀刻板

印象呈現低度刻板。而且發現高中職學生背景變項對同性戀接受度具有顯著差異：女性，

有熟識的同性戀朋友或親人，曾參與有關同性戀議題之相關活動、學校曾舉辦同性戀議題

相關教學或活動、學校有實施有關同性戀議題教學與活動、感受同學們對同性戀態度為友

善者，其同性戀接受度較高。也顯示了高中生對同性戀刻板印象越低時，同性戀接受度越

高。響到他們的態度。 (陳莉秧，2010。） 

 

 

 

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態度和認知： 

這份文獻研究了台灣高中生同性戀的態度和認知。此研究從多方面去調查，而結果分為了

厭惡、同性戀公民權益、內化肯定、對同性戀之知識與衝突矛盾。而影響到高中生們對同

性戀的看法的因素有 1.背景變項 2.心理變項 3.內在認知變等。而此研究的結果顯示：台

灣的高中生缺乏對同性戀方面的知識，因而影響到他們的態度。(陳曼君，2010。) 

 

高中生對男/女同性戀的看法差異： 

這份研究欲探究高中職生對一般人、男同志與同志人際關係的態度以及進一步比較這些人

際關係在男女之間學生之間的差異情形。研究以高中職生與一般人人際關係、與男同志人

際關係、與女同志人際關係為量表，包括友情接受度、愛情態度與同情程度三個向度。研

究結果發現，友情接受度方面，學生對友情接受度方面高低依序為一般人、女同志、男同

志;女生對男同志友情接受程度比男生高。在愛情態度方面，學生對愛情態度高低依序為

一般人、女同志、男同志;女生對男同志和女同志的愛情態度皆高於男生,男女生對於一般

人的愛情態度則無顯著差異。在同情方面,男生對同情程度高低依序為一般人、女同志、

男同志女生對一般人分數顯著高於男同志與女同志;女生在一般人、男同志與女同志的分

數皆高於男生。(張德勝，游家盛，呂宗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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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目的 

1.本澳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                                                         

2.現在本澳高中生對待同性戀的態度                                                               

3.本澳高中生得知朋友是同性戀後會否影響到對同性戀朋友的行為                                                         

4.得知澳門政府對高中生的兩性教育和性知識教育是否足夠，從而提出解決方

法 

 

4.2研究對象 

高一至高三就讀於本澳政府認可的高中教育學生 

 

4.3研究架構圖 

 

 

4.4  研究假設 

1.有同性戀親友的受訪者對同性戀的觀感較高。 

2.受訪者對同性戀的看法與受訪者對同性戀的觀感呈顯著的相關性。 

3.男性對同性戀的觀感較女性低。 

 

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 

(看法、觀感) 

宗教 

兩性教育 

家庭觀念 

朋友圈 

四.研究及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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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問卷設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了解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學校、宗教等基本資訊。 

 

第二部分：家庭觀念 

   為了了解受訪者父母對同性戀的看法，以及他們對受訪者的影響。 

 

第三部分：看法 

   通過此部分了解受訪者們對同性戀者是否存有偏見和誤解。 

 

第四部分：觀感 

   包括受訪者對同性戀者在公共場所作出不同行為的接受程度。 

 

第五部分：回應 

   了解若同性戀者對受訪者表白或出櫃等行為時，心理或行為上的回應。 

 

第六部分：補充資料 

   了解受訪者是否有同性戀的親友，是否支持本澳增添有關保護同性戀的法

律，有否接受過有關同性戀的教育以及受訪者的性傾向。 

 

4.6  抽樣方法 

這次研究的抽樣方式有便利式抽樣、滾雪球抽樣和偶遇性抽樣。我們以便

利式抽樣的方式將問卷派發給認識的朋友及同學，亦以滾雪球抽樣的方式交給

不同學校的好友將問卷派給該校適宜受訪的對象，最後以偶遇性抽樣是在街頭

上向適宜受訪的對象派出問卷並即時收回問卷。受訪者主要來自粵華中學、聖

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培道中學、培正中學、教業中學、鏡平中學、嘉諾撒聖

心女子中學、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高美士中葡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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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研究限制 

1.因組員性別問題，男校和女校、男女校的分配不均。 

 2.部份問卷因以滾雪球方式抽樣，托朋友幫忙派發，因此部份受訪者沒完成

好問卷，故有廢卷的出現。 

 3.文獻限制於部分地區，在本澳地區沒有相關類型的文獻。 

 

4.8  數據分析 

當受訪者已完成問卷調查，我們就會收回所有問卷，並把數據輸入電腦，

並利用數據分析軟件（spss22）對問卷數據進行分析，而分析問卷前對這些數

據進行多次檢查，如發現有錯誤的地方，立即進行改正和再次覆查。當完成數

據覆查並沒有出現錯誤後，對這些數據進行獨立系數 T檢定、Pearson 和

ANOVA相關檢定等分析。 

 

4.9  樣本數目 

此次問卷調查中，一共發出 300份問卷，收回問卷數目為 280份(93.3%)，經

過核實問卷，有效問卷為 256份(85.3%)，無效問卷數目為 24份(8.0%)。無效

問卷是指作答有大範圍遺漏，答案不合乎常理等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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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 

 

根據圖 1得知男性佔總人數的 43.4%，女性佔 56.6%。 

圖 1:性別 

 

 

根據圖 2得知高一佔總人數的 39.8%，高二佔 41%，高三佔 19.1%。 

圖 2:年級

 

 

 

 

男 

女 

高一 

高二 

高三 

39.8%

 

43.4% 
56.6% 

 4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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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3得知男校佔 7.1%，女校佔 20%，男女校佔 72.9% 

圖 3:受訪者就讀學校的類別 

 

 

根據圖 4得知沒有宗教信仰佔總人數的 74.4%，佛教佔 6.3%，天主教佔 15%，

基督教佔 3.5%，其他佔 0.8%。 

圖 4:宗教信仰 

 

 

 

男校 女校 男女校 

72.9% 

沒有 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其他 

 20%

↓  7.1%

 74.4%

6.3%  ↓  15%

3.5%  ↓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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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1得知，認為同性戀者經常與人有曖味的行為的平均數達至 1.8164 愛

情不應有性別之分(此題為反向題)平均數達至 1.8867，而親戚中有同性戀者

會比較傾向成為同性戀者的平均數達至 2.8583，與同性戀者長期互動的人自

己也可能變成同性戀者的平均數達至 2.7383。由此看出受訪者並不同意性戀

者經常與人有曖味的行為，但對親戚朋友中有同性戀者會比較傾向成為同性戀

者和愛情不應有性別之分比較傾向同意。 

 

 

 

 

 

 

 

 

表 1：受訪者對同性戀的看法 

 平均數 標準差 

男同性戀者是女性化 2.5781 0.92976 

女同性戀者是男性化  2.7344 0.33938 

*同性戀者身邊會較多異性朋友 2.2902 0.87513 

*同性戀者較異性戀者細心 2.5725 0.93575 

同性戀者比較濫交 2.5703 0.94710 

同性戀者經常與人有曖昧的語言 1.9255 0.79760 

同性戀者經常與人有曖昧的行為 1.8164 0.99483 

同性戀者對待愛情並不認真 2.2510 0.88277 

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疾病 2.2695 1.04488 

親戚中有同性戀者的人會比較傾向成為同性戀者 2.8583 0.86408 

與同性戀者長期互動的人自己也可能變成同性戀

者 

2.7383 0.89325 

*愛情不應有性別之分 1.8867 0.98162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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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2得知，認為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牽手的平均數達至 2.1922，在

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穿著情侶裝的平均數達至 2.2656，而在公眾場合看見

兩位女性接吻的平均數達至 2.9881，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性接吻的平均數

達至 3.3398。由此看出受訪者對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牽手和穿著情侶裝傾

向不反感，但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或男性接吻則傾向反感，而受訪者對男

同性戀者觀感的反感程度較女同性戀者高。 

 

 

 

 

 

 

 

 

表 2：受訪者對同性戀的觀感 

 平均數 標準差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性穿著情侶裝 2.6016 0.93591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穿著情侶裝 2.2656 0.89429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性牽手 2.7930 1.02139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牽手 2.1922 0.90837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性擁抱 2.5469 1.01254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擁抱 2.2773 0.91888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性接吻 3.3398 1.20690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性接吻 2.9881 1.12857 

看見有關男同性戀題材的文藝作品(如影片、

書籍等) 

2.7578 0.99997 

看見有關女同性戀題材的文藝作品(如影片、

書籍等) 

2.6563 0.94090 

對男同性戀明星 2.6328 0.97716 

對女同性戀明星 2.5820 0.9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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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一 

本次研究假設一為有同性戀朋友，對同性戀的觀感越高。使用了獨立樣本 T檢定

來進行檢定，故受訪者有沒有同性戀朋友對同性戀者觀感有顯著差異。(T=3.82，

n=251，p=0.00，p＜0.01，雙側)  

表 3：同性戀朋友與對同性戀的觀感 

  同性戀朋友 N 平均數 T Ｐ 標準偏差 

觀感 
沒有 169 2.7387 3.820 0.000 0.70646 

有 82 2.3760   0.70337 

 

研究假設二 

本次研究假設二為對同性戀看法越高，對同性戀的觀感越好。使用了 Pearson 相

關來進行檢定，結果為受訪者對同性戀的看法與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呈正相關。

(r=0.548，n=246，p=0.00，p<0.01，雙側)  

 

研究假設三    

本次研究假設三為男性對同性戀的觀感較女性低。使用了獨立樣本 T檢定來進行

檢定，結果為男性對同性戀的觀感的平均數為 2.7806，女性對同性戀的觀感的

平均數為 2.5131 (T=2.917，n=249，p=0.04，p<0.05，雙側) 所以結果呈顯著

的差異。

 

 

 

表 5 男女對同性戀的觀感 

 性別  N 平均數 T 標準偏差 P 

對同性戀

者觀感 

男 109 2.7806 2.917 

 

0.07100 0.04 

女 140 2.5131 0.05908  

表 4：同性戀的看法與對同性戀的觀感 

  對同性戀的

看法 

對同性戀的觀

感 

 

自評程度 

皮爾森

(Pearson) 

1 0.548 

顯著性行(雙尾)  0.000 

N 25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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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析  

1.受訪者對同性戀者作出某些行為時的回應 

根據表 6，由我們的研究得出，受訪者雖對同性戀保持支持態度，當他們知道

朋友、親戚是同性戀者時，多於一半高中生（54.7%）也選擇接受他們，雖有

部分受訪者（32.4%）選擇不會相信，但也可看出受訪者對他們持友好且偏認

同的態度，而這個對同性戀者也有一個好的開始。（此題為多選題）。而根據

表 7，當發生在自己身上時，有同性戀的朋友向他們表白時，多於一半受訪者

（52.7%）有選擇到當無事發生，也有一半的受訪者（50%）有選擇到不會相信，

同時有少部分受訪者（16%）選擇感到無助，（此題為多選題）。在親身感受

下，受訪者會認為同性戀者向他們的表白是一個玩笑，不會去正面回應，而是

採用一種不知道，甚至不知所措的感覺。由此可見，受訪者對同性戀大多採用

逃避態度，但其接受程度仍然偏向正面。 

 

 

 

 

表 6:受訪者得知朋友是同性戀時作出的回應 

 Ｎ 觀察百分比 

感到無助 41 16% 

感到噁心 14  5.5% 

不會相信 83 32.4% 

其他 110 43% 

公開對方性取向 6 2.3% 

大打出手 1 0.4% 

公然斥責 2 0.8% 

絕交 1 0.4% 

企圖改變對方性取向 25 9.8% 

疏遠 11 4.3% 

鄙視 5 2.0% 

欺凌對方 1 0.4% 

網上攻擊對方 1 0.4% 

接受 140 54.7% 

拒絕 18 7% 

當無事發生 123 48% 

其他 1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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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性戀和不同性傾向的受訪者對同性戀的觀感 

根據表 8、9、10，使用了獨立樣本 T檢定來進行檢定，結果為異性戀者對同

性戀的觀感較同性戀者反感(n=206，T=4.258，p=0.00，p<0.01，雙尾)，異性

戀者對同性戀的觀感較雙性戀者反感，（n=232，T=5.857，p=0.00，p<0.05，

雙尾），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對同性戀的觀感並沒有顯著差異(n=50，T=-

0.433，p=0.667，p>0.05，雙尾)由以上數據得知，異性戀對同性戀的觀感較

同性戀和雙性戀反感。  

 表 8:異性戀者和同性戀者對同性戀的觀感 

 性取

向   

平均數 T 標準偏差 N P 

對同性

戀的

觀感 

異性戀 2.7814 4.258 0.61611 194 0.00 

同性戀 1.9861  0.80547 12  

 

 

表 7:同性戀朋友向受訪者表白時作出的回應 

 Ｎ 觀察百分比 

感到無助 67 26.2% 

感到噁心 36 14.1% 

對自己的性取向產生

疑惑 

38 14.8% 

不會相信 128 50.0% 

其他 45 17.6% 

公開對方性取向 6 2.3% 

大打出手 3 1.2% 

公然斥責 2 0.8% 

絕交 2 0.8% 

企圖改變對方性取向 26 10.2% 

疏遠 26 10.2% 

鄙視 3 1.2% 

欺凌對方 1 0.4% 

網上攻擊對方 3 1.2% 

接受 34 13.3% 

拒絕 118 46.1% 

當無事發生 135 52.7% 

其他 2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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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異性戀者和雙性戀者對同性戀的觀感 

 性取向   N 平均數 T 標準偏差 P 

對同性戀

的觀感 

異性戀   194 2.7814 5.857 0.61611 0.000  

雙性戀 38 2.1031  0.81820  
 

 

 

3.不同宗教對受訪者對同性戀觀感的影響 

根據表 11，使用了單向 anova來進行檢定， 不同宗教的受訪者對同性戀的觀

感和接受程度會有不同，然而從表中的數據可得知宗教對受訪者對同性戀觀感

沒有顯著性的差異。（p=0.237，p>0.05) 

表 11:宗教對受訪者對同性戀觀感的影響 

宗教信仰 N alpha = 0.05 的子

集 

  1 

基督教 8 2.0833 

其他 2 2.3750 

沒有 187 2.5940 

天主教 38 2.7895 

佛教 15 2.8889 

顯著性  .237 
 

4. 受訪者是否曾與家人討論同性戀的話題與對同性戀觀感 

根據表 12，使用了獨立樣本 T檢定來進行檢定，受訪者是否曾與家人討論同性

戀的話題與對同性戀觀感，從表中的數據得知受訪者是否與家人討論過同性戀的

話題與對同性戀觀感呈顯著差異（T=3.893，p=0.000，p<0.05)  

 表 12：受訪者是否與家人討論同性戀和對觀感的影響 

  是否討論過 N 平均數 T Ｐ 標準偏差 

觀感 
是 71 2.4419 3.893 0.000 0.06287 

否 178 2.1972   0.06457 

 表 10:異性戀者和雙性戀者對同性戀的觀感 

 性取向   N 平均數 T 標準偏差 P 

對同性戀

的觀感 

同性戀 12 1.9861 -0.433 0.80547 0.667  

雙性戀 38 2.1031  0.8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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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分析及討論 

.現時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態度 

因我們的研究分析指出，大部分受訪者不認為同性戀者對待愛情不認真，傾向

不同意;大部分受訪者不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疾病，傾向不同意;大部分受訪

者認為愛情不應該有性別之分 ，平均數是 1.8867，傾向同意。因此高中生對

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偏正面及不反感。 

 

.有同性戀的親友的受訪者，接受程度越高 

根據受訪者的問卷分析指出，受訪者中有同性戀的親友佔 32%，沒有的佔 66%，

有同性戀朋友的受訪者比沒有的受訪者較低分，表示有同性戀朋友的受訪者較

不反感同性戀。高中生有同性戀的親友，對同性戀有一定程度的正確觀念，也

有日常接觸同性戀者的相關經驗，意識到同性戀者和一般異性戀者無異，對同

性戀者的表現較為友善，因此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高。 

.故是次研究假設一同性戀朋友越多，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越高成立。 

 

.同性戀看法與對同性戀的觀感 

受訪者在網絡、書籍、電影上接觸過多方面的資料，所以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

偏正面。由於他們對同性戀已經有相關的了解，因而他們對同性戀的觀感也繼

而提高。 

.故是次研究假設二對同性戀看法與對同性戀的觀感呈顯著性的相關性成立。 

 

.男性受訪者的接受程度較低 

根據是次分析，普遍男受訪者較女受訪者的分數高，表示男受訪者對同性戀較

反感，男受訪者對同性戀接受程度的平均數為 2.7806;而女性受訪對同性戀接

受程度的平均數為 2.5131。一般男性受訪者對同性戀的觀感較為反感，因此

接受程報道而產生度也較低。可能男性高中生對同性戀者的看法較死板，認為

男生應該要有男子氣概，要好＂man＂，可以保護女生等等這些傳統觀念，亦

有一部分男性高中生的觀念偏差，認為男同性戀者就是＂娘娘腔＂等等。因傳

媒吹捧的不實資訊或錯誤的觀念，令他們對男同性戀較為反感，而女高中生對

同性戀者的觀感和看法較好和較正面，因女生的包容度比男生大，而同時女生

會由多方面去了解某事物，但男生就容易受人誤導，太過去相信某方面的資料，

因此男性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較女性高中生低。 

.故是次研究假設三男性對同性戀的權念較女性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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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宗教對受訪者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不影響 

不同宗教的受訪者對同性戀的看法和觀感沒有顯著差異，說明他們對同性戀的

接受程度與不信教的受訪者是一致的。但由於不同宗教的教條中都有不同都表

現出對同性戀的反對，普遍社會都認為有宗教信仰的人會對同性戀比較不接受。

不過我們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出相反的結果。而我們認為這正是社會進步的結果。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同性戀平權浪潮，澳門亦被推動著進步，而這個結果顯示出

澳門在平權意識上的與世界的同步。而我們也希望有朝一日，同性戀者所信仰

的宗教和其性取向能夠不起衝突、沒有限制，少一點掙扎和矛盾，而不同宗教

組織能夠幫助這些陷於矛盾和掙扎中的同性戀者，幫助他們面對自我、處理問

題。總而言之，受訪者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並不受宗教影響。 

 

.受訪者受家長看法影響 

受訪者與家長談論到同性戀議題時，很多時候家長也會抱有一些守舊或帶有歧

視的看法，而受訪者就會受到這些看法的影響，因而對同性戀者產生不好的態

度。反之，沒和家長溝通過同性戀議題的受訪者，同時受到多方面的資訊，因

而沒有和家長討論的受訪者接受程度較高。 

 

.異性戀較同性戀和雙性戀反感 

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異性戀者，而有些異性戀者亦因自己的性傾向而無故地排

斥同性戀者。由我們的研究得出有一部分受訪者也出現相同的情況，我們認為

由於他們是異性戀者，所以認為同性戀者與他們不同，同時產生排斥心態，有

見及此他們對同性戀的觀感和看法較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反感。 

 

.高中生對同性戀的看法偏向正面 

大部分受訪者對同性戀者的看法偏向正面，因為現在網上或現實上也有不同方

面的資訊，而由細到大，大多數人也有被灌輸了人人平等，每個人也有權利等

平權意識，加上近年來也有多方面成功的同性戀者，更有一些會在網上平台上

勇敢站出來，同時，近年來也有不同地方舉行支持同性戀的遊行。因此大多數

受訪者都認為應尊重同性戀者，尊重不同性取向的人，因此他們對同性戀者沒

有特別重的偏見，對同性戀亦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大部分受訪者對同性戀的接

受程度亦偏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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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建議 

針對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的影響分析，我們就個人、家長、教育、媒體

四方面作出了一些建議。 

 

個人方面： 

在是次研究，大部分的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態度也偏向正面、支持。根據是次研

究，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和身邊朋友有關。高中生應該慢慢擴大自己的

交友圈，接觸多些不同類型的人，在擴大交友圈的同時，自己的眼光也可以更

擴闊。其次，網上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資訊，有好有壞，而在我們的研究中，高

中生對同性戀的觀感和對同性戀的觀感有關，高中生應自己判斷網上资料的真

實性，也需看清楚資料來源的可信度，而不應麻木跟隨大眾。同時，在本研究

中，我們發現異性戀的受訪者比同性戀或雙性戀的受訪者更反感同性戀，我們

希望高中生應有一顆包容的心，在這個發達城市中，我們亦是一個知識分子，

不應別人和自己有不同的地方，就不同意，甚至反感對方。對一些同性戀的高

中生，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勇敢做自己，不要害怕世俗保守的眼光，創造一個屬

於自己的未來。 

 

家長方面： 

家人應主動和本澳高中生去談論這個議題，不要覺得這個議題不好意思或難以

啟齒。主動和他們談話，給他們知道你的想法，聽取他們的意見，同時，家長

們也應教導高中生正確的觀念，不應停留在過去保守不開明的想法。家長也應

多接觸同性戀這議題方面的資訊，在一些講座上或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料，充 

實自己，我們亦希望家長在這其間能改善帶有偏見的歧視眼光。而家長在得知

他們是同性戀時，不要讓憤怒沖昏頭腦，不應做出一些在精神或生理上會傷害

他們的事。家長應支持自己的孩子，認同他們的性傾向，也可鼓勵他們追求自     

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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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 

校方應該在關於兩性教育的相關課堂上加強本澳學生對性取向方面、關於尊重

異己和性別平等的教育，令本澳學生更加能夠尊重不同的性取向和對同性戀者

產生少些誤解。另外，更需要給學生灌輸正確恰當的性觀念，給予學生自由選

擇做自己的權利。政府方面則需要開展多一些關於兩性教育的講座和活動。那

麼，即使校方沒有開展相關活動，本澳青少年亦能自行參加政府活動，能夠對

不同性傾向了解得更多，消除偏見，對 LGBT群體能夠有正確的認識。政府亦

應對性別平權和同志平權宣傳得多一點，使普通群眾乃至本澳高中生亦能對這

方面接觸得多一些。政府相關機構亦應該提供一些關於性取向的咨詢服務，使

青少年對這方面能少點疑惑和迷茫。 

 

媒體方面： 

媒體應以客觀中立的角度去報道關於同性戀的新聞，而不應在撰稿時加入一些

侮辱或詆毀同性戀形象的字詞，影響大眾對同性戀的印象，誤導輿論趨勢。另

外，在報道時不應過分宣傳和過分詆毀同性戀的形象。同性戀需要被尊重，需

要被當作普通人一樣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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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澳高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 

您好！我們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的第八屆「共鑽

研 創明天」計劃的學員，「All Four Team」。我們正進行一項關於「本澳高

中生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的研究。希望可以透過此調查來暸解本澳高中生對

同性戀的看法與觀感，本問卷結果將會作為本次研究資料所用，且會絕對保密，

日後僅作統計形式發表。希望可借您的幾分鐘來完成此問卷。 

 

一.  基本資料(在適當的空格上打) 

1.1 性別：   □男  □女 

 

1.2. 就讀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1.3. 現時就讀學校： □男校  □女校  □男女校 

 

1.4. 宗教信仰：□沒有  □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道教  □回教  

□其他_____ 

二.  家庭觀念(在適當的空格上打) 

 2.1你是否曾和父母談論同性戀的話題?    

□是    □否 (直接跳到 3.01作答) 

 

 2.2你父母對同性戀的看法      

 □1完全不接受   □2不接受    □3中立  □4接受   □5完全接受 

 

 2.3你父母對同性戀的看法對你的影響         

□1非常不影響   □2不影響   □3中立   □4影響   □5非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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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同性戀的看法(在適當的空格上打) 

 

 

 

 

四.  對同性戀的觀感(在適當的空格上打)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中

立 

4

同

意 

5

非

常

同

意 

3.01 男同性戀者是女性化      

3.02 女同性戀者是男性化      

3.03 同性戀者身邊會較多異

性朋友 

     

3.04 同性戀者較異性戀者細

心 

     

3.05 同性戀者比較濫交      

3.06 同性戀者經常與人有曖

昧的語言 

     

3.07 同性戀者經常與人有曖

昧的行為 

     

3.08 同性戀者對待愛情並不

認真 

     

3.09 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疾病      

3.10 親戚中有同性戀者的人

會比較傾向成為同性戀

者 

     

3.11 與同性戀者長期互動的

人自己也可能變成同性

戀者 

     

3.12 愛情不應該有性別之分      

  1

非

常

不

反

感 

2

不

反

感 

3 

沒

什

麼

感

覺 

4

反

感 

5

非

常

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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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同性戀的回應(在適當的空格上打) 

 

    5.1 如果當有同性戀朋友向你表白時你會(多選)  

    心理：  □感到無助    □感到噁心   □對自己的性取向產生疑惑   

□不會相信    □其他__________ 

4.01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

性穿著情侶裝 

     

4.02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

性穿著情侶裝 

     

4.03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

性牽手 

     

4.04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

性牽手 

     

4.05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

性擁抱 

     

4.06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

性擁抱 

     

4.07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男

性接吻 

     

4.08 在公眾場合看見兩位女

性接吻 

     

4.09 看見有關男同性戀題材

的文藝作品(如影片、書

籍等) 

     

4.10 看見有關女同性戀題材

的文藝作品(如影片、書

籍等) 

     

4.11 對男同性戀明星      

4.12 對女同性戀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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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  □公開對方的性取向    □大打出手   □公然斥責    

      □絕交 □企圖改變對方性取向 □疏遠 □鄙視 

      □欺凌對方 □網上攻擊對方 □接受 □拒絕   

      □當無事發生□其他__________ 

    5.2 如果當你知道朋友是同性戀時你會(多選)  

    心理：  □感到無助 □感到噁心  □不會相信  □其他__________ 

  行為：  □公開對方的性取向 □大打出手 □公然斥責 □絕交 

□企圖改變對方性取向 □疏遠 □鄙視 □欺凌對方 

 □網上攻擊對方 □接受 □拒絕 □當無事發生    

 □其他__________ 

六.  其他資料(在適當的空格上打) 

  6.1你是否有同性戀的親友? □是         (數量)   □否 

 

  6.2你認為澳門法律是否應該增加保護「同性伴侶」的法律 

     (如：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是       □否 

 

  6.3你曾接受過有關同性戀的教育?   □是   □否 

 

  6.4你的性取向       □異性戀     □同性戀     □雙性戀   □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