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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如何科学地向青少年传递性知识从而避免非意愿的或是过早的性行为是澳门当前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问题，对澳门保持“健康城市”有重要的策略意义。对 1338 名青少年的调查

发现，当性态度作为中介变量时，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中介影响呈显著正相关 ；且运用“知信行”

理论分析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时需考虑性别差异。澳门相对保守的性教育限制了青少年获

取有利于其性及生殖健康的知识，同时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一旦有机会从学校或社会获得性知识，

原本保守的性态度就会受到社会上开放的性态度所冲击，并影响其行为。澳门当局应从“积极的青

年发展观”等策略角度，优化青少年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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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开展性教育工作已经成为促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重要手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

（1994 年）、《儿童权利公约》（2003 年）等赋予了政府向青少年提供准确和完整的性健康信息的重要责任。

在澳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也是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以下简称“教青局”）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教育

工作的重要部分。虽然青少年性教育得到了政府、学校、社会团体的日益重视，但是性教育的效果仍然

不理想。2018 年 12 月，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与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联合继续开展关于澳门中学

生性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澳门中学生性知识问卷测验答对率仅为 52%，这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研究基于调查所收集的最新数据将进一步厘清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

响因素，探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形成机制，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回应澳门以及中国内地的性教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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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科学地开展青少年性教育工作，为助力澳门建设“健康城市”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如何科学地向青少年传递性知识从而避免非意愿的或是过早的性行为一直是性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

青少年性及生殖健康的发展需要完整的信息、公开而诚实的对话，以及有关性与性关系的建议和支持。  [1] [2]

然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开讨论性的话题是禁忌或被认为会促进青少年婚前性行为，例如美国的“唯

禁欲性教育模式”不提倡教育者向青少年传递如何避孕的信息，他们认为，青少年无法做出成熟的决策，

因此教育者应教导学生如何应对性诱惑 ；而 “综合性教育模式”则力主适时向青少年提供完整客观的性信

息，帮助他们发展个人的自律和理性选择能力。  [3]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证明，禁欲的性教育干预模式的效

果失败率很高 ，对推迟青少年首次性行为年龄和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且被认为是限

制了青少年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信息的权利，被许多专业卫生人员反对 ；与之相反，综合性性教育则被

认为更有利于延迟性行为、降低性行为频率、减少性伴侣、增加避孕措施的使用等，改善他们的健康状

况。 [4] [5][6] 
在青少年时期发生性行为很可能会发生意外怀孕和性传播感染，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被认为主要与“青少年性知识的缺乏”和“心理社会适应不良”有关 。 [7] [8] 确实，我国中小学生性知识

掌握情况普遍不乐观，在对中国 11 个省市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现况调查发现，其及格率仅为

53.3%，学生对性教育课程和专门的性教育教师具有一定的需求。 [9] 性教育干预支持者认为，通过改变青

少年的行为、认知或亲子关系 可增强性教育的作用，改善青少年性健康 [10] [11] [12]。父母通过在家庭中进行

亲子性交流，被认为是理想的性教育干预，然而受中国传统保守观念影响，这种亲子性交流相对缺乏。“积

极的青年发展观”（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被认为可以减少青少年危险的性行为并促进性健康，

PYD 水平（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自信心、人际关系水平）高的青少年不太可能从事危险的性行为，比

如堕胎、不安全性行为等。  [13] 基于上述研究观点和结论，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了解澳门青少年性行为

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才能在青少年性教育过程中通过提升其 PYD 水平改善性及生殖健康。国内已有从

青少年的性知识获取渠道、性态度或性价值观、性别等方面对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做的一些实

证研究，但这些研究都少有从教育学的视角总结经验。  [14] 虽有从性教育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方面对

中外性教育相关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可参考的实施策略，然而，目前关注澳门性教育及青少年性行

为与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将基于知信行理论搭建结构模型分

析路径，并运用多群组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检验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以系统梳理澳门青少年

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优化性教育的路径。

（二）模型构建及研究假设

知信行理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简称 KAP）认为，行为的改变分为知识获取、态度产生

和行为形成三个连续过程，且这三个过程是互相作用联系的，个体通过学习掌握知识，经理解转化为思

想观念或态度，并依此表现特定的行为模式。 “知”是对相关知识的认识和理解，“信”是信念和态度，“行”

是行动。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信念和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该理论由英国人柯斯特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常应用于健康教育研究，以解释个人知识和信念是如何影响健康行为的改变。因此，我们在

知信行理论观点基础上，拟构建基于性知识、性态度和性相关行为三个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结合相

关文献，这三个潜变量具体界定如下 ：

广义上，性相关行为是一种交往行为，具有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的目的。接吻、拥抱、爱抚、

性经验、性行为等是性相关行为的具体表现。而性知识则是有关性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的《综合

性学校性教育指导纲要》具体界定了性知识的内容：“包括成长与发育、人类繁殖、解剖学、生理学、手淫、

家庭生活、怀孕、分娩、父母身份、性反应、性取向、性别认同、避孕、堕胎、性虐待、艾滋病和其他

性传播疾病等”。  [15] 有研究从性生理、怀孕、避孕、堕胎及性病传染五个方面编制了“性知识”量表，以

测量性知识水平。据此，把性知识界定为受访者对于有关性方面信息的了解，直接反映性认知水平。根

据态度的概念，有学者将性态度定义为人们对性行为进行判断和认识的价值标准，认为性态度是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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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心理固定化、系统化的思想反映，核心问题是对于性问题的道德评价。国外有关性态度的量表主要有：

社会性取向问卷、性观念调查问卷以及由 Hendrick 与 Reich（2006） 编制的多维性态度量表等。 [16] 为此，

本文把性态度界定为性价值观，涉及对性及性相关行为的科学认识，能够稳定地反映性心理状态。在概

念界定基础上，借鉴上述研究及相关量表，由此构建本文的测量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见图 1。

图 1  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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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大量研究已验证性知识、性态度与性相关行为的影响作用。

在对北京城区中小学性态度与性行为调查中发现，随着青少年性情感逐渐丰富，性观念逐渐开放，性相

关行为发生率也呈明显增高的趋势，并且近六成学生认为性行为会影响心理健康。  [17] 为此，我们提出假

设 1（H1）：性认知通过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产生负向作用。

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性别差异假设。人类学家唐纳德 · 西蒙斯（Symons，1979）指出 ：“在

世界各地，性被理解为女性拥有而男性渴望的事物。”  [18] 在性别因素上，大量研究表明，男女在性态度以

及性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Petersen& Hyde（2010）研究发现，男女在性态度和主张上存在明显差异，男

性不仅有更多的性幻想，性态度也更开放。两性在性态度上的差异也反应在行为层面上，著名的跨文化

心理学家马修 · 西格尔及其同事（Segall& others，1990）认为 ：“世界各地，几乎无一例外，男性比女性

更可能发起性活动。”  [19]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2（H2）：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形成机制存在性别差异。

三、数据的收集、测量与检验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简称“学联”）以信函形式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邀请了澳门 9 所中学，并

安排占中学总数 25% 的班级参与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出 1396 份问卷，收回 1338 份问卷，其中，有效

问卷为 973 份。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处于 14~17 周岁，包含 507 名男生和 466 名女生。其中，14~15 周岁

的 329 人（33.4%），16~17 周岁的 387 人（39.8%），较均匀分布在初一至高三年级。

通过对量表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性知识、性态度、性相关行为作为观察变量的信度

系数（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6，说明量表内部信度比较高，通过信度检验。其中，性态度的测

量运用主成分最大方差法对量表的 9 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KMO=0.814，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 ：

1363.151，df=36，P=0.000<0.001），并提取 2 个主成分（即“边缘性行为态度”和“避孕态度”），累积解

释方差为 58.01%，主成分的信度系数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而对于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测量，依据上述的

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测量题项主要是自慰性行为（看色情电影或杂志、与师长谈论有关性

的话题、有自慰行为）和边缘性行为（约会、有性幻想、接吻）的范畴，即本文所界定的“性相关行为”

主要是青少年的自慰性行为和边缘性行为。据描述统计，每个性相关行为选项的平均值范围为 1.28~2.19，

与朋友讨论有关性的话题的频率相对其他选项要高一点（平均值 =2.20），这表示该行为发生频率介于一

个月以上与每个月都有之间。可见，澳门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的频率不高，基本上是从未有或一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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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有约会、性幻想、接吻、看色情电影或杂志、与师长谈论有关性的话题以及自慰行为。

四、分析和结果

（一）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分析

通过对澳门青少年的社会背景因素与性知识的双变量方差分析，见表 1，从性知识（性生理、怀孕、

避孕、堕胎及性传染病的知识）的知晓情况了解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效果。从年龄上看，不同年龄段的

性知识水平差异比较显著。14 岁以下的学生对性知识的了解较低，其在性知识五个方面的正确率都比较

低 ；而 16 岁以上的同学对性知识较为了解，正确率均有一半以上。从性别上看，女生的性知识整体正确

率比男生高，但在性传染病方面的知识，男生正确率更高（平均值 =0.513），两者在堕胎知识上有显著性

差异。从教育程度上看，澳门高中生的性知识水平普遍高于初中生，其性知识方面的平均值均大于 0.50。

从宗教信仰上看，有宗教信仰的同学性知识得分都低于没有宗教的同学，可能是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同学

样本数量较少而出现的误差。从恋爱经验上看，有恋爱经验的同学的性知识的正确率（平均值 >0.50）普

遍高于没有谈过恋爱的同学。此外，无论社会经济背景如何，澳门中学生对堕胎方面的知识更为了解，

其平均值均大于性知识的其他四个方面。从整体上看，澳门青少年的性知识答对率在 52% 左右（总均值

=0.524），反映澳门青少年性知识水平不高，性教育效果欠佳。

表 1  澳门青少年的背景因素与性知识的方差分析

　 性生理知识 怀孕知识 避孕知识 堕胎知识 性传染病知识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年龄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14 0.381 0.282 0.323 0.291 0.405 0.276 0.416 0.347 0.352 0.316

14 - 15 0.533 0.291 0.486 0.301 0.511 0.270 0.561 0.333 0.483 0.332

16 - 17 0.587 0.268 0.566 0.280 0.605 0.240 0.678 0.293 0.543 0.308

> 17 0.551 0.289 0.573 0.278 0.652 0.252 0.674 0.322 0.576 0.314

性别 （0.188） （0.444） （0.602） （< .001） （0.323）

女 0.550 0.289 0.517 0.293 0.560 0.269 0.647 0.319 0.493 0.330

男 0.526 0.286 0.502 0.305 0.551 0.266 0.567 0.336 0.513 0.319 

教育程度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初中 0.458 0.296 0.419 0.305 0.468 0.277 0.485 0.343 0.439 0.336

高中 0.580 0.270 0.558 0.284 0.602 0.251 0.669 0.304 0.538 0.313

有宗教信仰 （0.053） （0.609） （0.030） （0.012） （0.064）

否 0.543 0.288 0.511 0.296 0.561 0.265 0.614 0.327 0.510 0.322

是 0.485 0.281 0.495 0.328 0.500 0.279 0.527 0.348 0.447 0.342

有恋爱经验 （0.055） （0.003） （< .001） （< .001） （0.008）

否 0.526 0.293 0.491 0.296 0.533 0.274 0.582 0.340 0.486 0.333

是 0.565 0.272 0.553 0.303 0.606 0.246 0.659 0.300 0.546 0.301

注 ：* 括号内数字为相关的方差分析的 P 值（P<0.001 代表显著）。

（二）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 ：性别差异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为探讨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形成机制，基于知信行理论模型，本文运用 AMOS 对全样本数据进

行结构模型的绘制及检验，得出全样本数据模型路径关系图（模型 1）、标准化参数及运行结果，见图 1。

为深究性别对本文主模型因果路径的影响，研究青少年性教育的优化路径，运用多群组路径分析方

法（Multiple-Group Path Analysis），以性别将数据样本划分为男生组 507 人，女生组 466 人。为检测“知

识—态度—行为”这一路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全样本数据模型 1（图 1）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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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别设定变量路径之间的性别差异，析出不同路径的分组嵌套模型，具体为 ：模型 2 为无限制模型，

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影响路径，以及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路径上均存在

性别差异。在模型 2 的基础上，模型 3 设定性知识对性态度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 ；模型 4 设定性态度

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 ；模型 5 设定性知识对性态度，以及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影响路

径上无性别差异 ；模型 6 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 ；模型 7 设定性知识对性相

关行为、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影响路径上无性别差异。运用 AMOS 计算模型参数见表 2。

表 2  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多群组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知识→性生理知识 男 .524** .524** .524** .524** .524** .525**

女 .538** .537** .540** .539** .539** .538**

性知识→怀孕知识 男 .696** .697** .696** .697** .696** .697**

女 .701** .703** .699** .701** .701** .703**

性知识→避孕知识 男 .787** .786** .786** .786** .787** .786**

女 .757** .757** .755** .756** .757** .756**

性知识→堕胎知识 男 .722** .721** .722** .721** .722** .721**

女 .615** .615** .616** .616** .615** .615**

性知识→性传染病知识 男 .616** .599** .616** .605** .616** .594**

女 .658** .671** .658** .667** .659** .674**

性态度→边缘行为态度 男 .623** .574** .620** .577** .631** .595**

女 .619** .657** .599** .631** .619** .655**

性态度→避孕态度 男 .416** .486** .515** .559** .414** .499**

女 .655** .592** .551** .530** .654** .583**

性知识→性态度 男 .337** .465** .335** .419** .532** .438**

女 .550** .461** .610** .533** .552** .462**

性知识→性相关行为
（直接影响）

男 .041 -.028 .102** .075 .055 .043**

女 .095 .111** -.075 -.007 .084 .072

性知识→性相关行为
（间接影响）

男 .195** .287** .143** .183** .186** .245**

女 .206** .174** .362** .284** .212** .188**

性态度→性相关行为 男 .532** .617** .428** .437** .568** .559**

女 .375** .377** .594** .533** .384** .406**

注 ：*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

如表 2 所示，全样本数据模型 1 和男女分组嵌套模型（模型 2—7）的拟合参数都在较优拟合值范围内，

说明本文运用“知信行”理论框架所构建的数据分析模型能较好地解释研究数据。比较可见，运用多群

组结构模型分析方法所构建的模型 2（χ2=75， df =36，P<0.001 ； RMSEA=0.033<0.08 ； CFI=0.977>0.9 ； 
TLI=0.965>0.9）和模型 6（χ2=75， df =37， P<0.001 ； RMSEA=0.033 ； CFI=0.978 ； TLI=0.966）的拟合参数

比全样本模型 1（χ2=72， df =18， P<0.001 ； RMSEA=0.055 ； CFI=0.968 ； TLI=0.951）较优。模型 2 是无限

制模型，影响路径上均男女分组，男女组各有影响参数 ；模型 6 只设定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影响路径上

无性别差异，其他路径均有男女差别。从模型的拟合参数比较综合说明 ：性别对本研究所构建的分析模

型有较大影响，需要分别解释，在“知信行”理论基础上所构建的分析模型需要考虑性别差异的因素。

通过模型的拟合参数比较，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解释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的男女差别，

为此，我们将选择模型 2 与全样本模型 1 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模型 1 的参数（图 1）发现，澳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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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性相关行为受性知识及性态度的共同影响。性知识对性态度呈显著正相关，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

呈显著正相关。虽然性知识对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当性态度作为中介变量时，

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中介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认知通过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青少

年性知识越丰富，性态度越开放，其性相关行为发生频率也相对高，与研究假设 1 的预测结果不同。对

这一发现，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从模型 2 发现，男生与女生在性态度以及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

存在较大差异，证实假设 2。在性知识水平方面，男生与女生的差异并不显著 ；在性态度方面，男生的边

缘性行为态度较女生开放，而女生的避孕态度则比男生更显著。在性知识水平对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及间

接影响上，男女的性认知水平对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均呈不显著相关，然而，在性知识水平对性相关

行为的间接正向影响上，女生较男生显著。与此同时，在性知识对性态度的影响上，女生的性态度比男

生更显著受性知识水平的正向影响。而在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上，男生的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

正向影响较女生更显著。综上，女生的性相关行为及性态度受性知识水平的影响较男生显著，而男生的

性态度对性相关行为的影响较女生更显著。

五、讨论与启示

（一）讨论

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主要是自慰性行为（看色情电影或杂志、自慰行为等）和边缘

性行为（如接吻、约会等），较少涉及亲密性行为，其整体的性知识水平并不高，一定程度上反映澳门青

少年性教育的效果，因此，为探讨青少年性教育的优化路径，本文通过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

析方法发现，运用知信行理论框架分析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需要考虑性别差异。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性知识对澳门青少年性相关行为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当性态度作为中介

变量时，性知识对性相关行为的中介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一方面是性器官生理发

育逐渐成熟，另一方面是以自我认知为标志的心理未成熟，对性的好奇促使他们对性知识的迫切需求。

澳门既是一个开放型微型经济体，也是一个“社团社会”，截至 2021 年 1 月，澳门共有注册登记社会团

体 10, 151 个。作为澳门社会运转的基础性组织，民间社团透过日常接待居民、开办社会服务及教育等工作，

与居民有长时间的相处和持续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属于“熟人社会”。这意味着澳门青少年既受多元文化

社会开放的性态度冲击，也受“社团文化”约束偏向性行为的保守。因此，一旦其有机会从学校或社会

获得性知识，原本保守的性态度就会受到社会上开放的性态度所冲击，并作为其行为基础。例如，会通过“恋

爱”（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拥有恋爱经验的青少年其性知识水平较无恋爱经验的高）或自慰性行为和边缘性

行为等性相关行为方式满足其好奇心。

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用于支持“禁欲式的性教育模式”，反而认为 ：澳门当前相对保守的性

教育会限制青少年获取有利于其性及生殖健康的知识，不利于引导形成健康的性态度、价值观及性行为。

根据澳门刑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九条和第 59/95/M 号法令规定，在澳门与未成年人（未足

十六岁人士）发生性行为，进行堕胎行为是违法行为。而青少年获取科学的性健康知识，更有利于延迟

性行为、降低性行为频率、减少性伴侣、增加避孕措施等，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  [20] 然而，本研究反映

出澳门青少年的性知识水平并不高，在性生理、怀孕、堕胎、性传染病方面的知识正确率在 52% 左右，

避孕知识答对率相对较低（仅 48%）。澳门“教青局”于 1999 年制定性教育课程大纲，分别对幼儿阶段、

小学阶段和初高中阶段性教育内容进行了规定，设置了从“认识自身”及“与别人建立关系和相处”到 “品

德教育”及“健康卫生”的课程。然而，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性生理及两性关系的知识，较少涉及具体

的细节，比如如何避孕的知识等。因此，结合当前澳门性教育课程设置、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以及学

生对避孕等性知识的了解情况，认为澳门的性教育属于保守。保守的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少年

获取对性及生殖健康有利的性健康知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澳门的性教育，让青少年可以

接受优质的性生殖健康知识，保障他们的性及生殖健康。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性相关行为形成机制存在男女差别。综合上文的统计结果，女生的性

知识整体正确率比男生高，男生的边缘性行为态度更开放，女生的避孕态度更显著，男性及有恋爱经验

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发生性相关行为。这一定程度反映男生比女生的性态度更为开放，且对性相关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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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更为直接，这与现实以及前文梳理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因此，在性教育过程中需要注重男女差异。

（二）澳门青少年性教育优化路径启示

当前澳门特区政府的性教育工作虽然已广泛覆盖学校、社团以及社区，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澳

门青少年的性知识水平依然缺乏，澳门当前相对保守的性教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少年获取有利其性健

康的知识，建议在已有的性教育工作基础上，从以下方面考虑进一步优化。

第一，完善性教育指导纲要，定期评估性教育干预效果。当前，澳门学校的性教育主要采用渗透式

的教育方法，把性教育嵌入到道德与公民教育课程中，主要依据“教青局”于 1999 年制定的课程大纲。

虽然澳门已于 2012 年开始推进性教育纳入正规课程，规范品德与公民科的教学学时，并且“教青局”也

有持续为教学人员、学生辅导员、医护人员、家长及青少年定期举办的培训讲座，然而，目前还没有设

立系统性的、规范性的性教育指导纲要，性教育课程分散在不同科目内实施，主要由校方自发决定及推行，

缺乏整体统一的规划。而且性教育所依据的课程大纲从 1999 年沿用至今，上一次的性教育课程官方评估

报告也已是 2010 年，在评估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因此，有必要组建专业研究团队重新评估当前性教育

干预效果，制定完善统一规范的性教育指导纲要，并形成常规的性教育干预评估机制。

第二，对现有教育资源补充更完整和科学的性知识。2017 年，“教青局”在性教育方面的工作重点是

进一步利用当地资源进行性教育，这些努力包括在道德教育中心网站上建立性教育资源数据库，将“教

青局”公布的资源合并，以便教育工作者易于搜索和使用，以及更好地利用该局培养的人力资源。根据

当前青少年作为互联网活跃用户的实际情况，澳门“教青局”现已针对儿童、青少年性及生殖健康状况，

在其官方网站、移动咨询公众号平台等发布了大量的网络资源。但是，依据澳门“教青局”的课程大纲

（1992），澳门学校的性教育更偏重“性道德“和”性传染病”方面的内容，而在具体的性生理知识（比

如避孕知识）、性行为和心理方面的内容相对不足。而性教育通常包括性生理、性心理和性道德三个方面

的内容才符合完整和科学的要求，因此，建议在当前“教青局”德育中心提供的不同种类的性教育资源（包

括性教育资源库、教材、书籍、模型及多媒体资源等）基础上，补充有利于青少年学习的性及生殖健康

的科学性知识。

第三，关注青少年性教育过程的性别差异。根据“积极青年发展观”的观点，青少年的能力（如认知能力、

社交能力）、自信心（如高自我价值感）和人际关系水平对青少年性健康行为结果（如使用安全套、避孕

药的使用、怀孕和性传播感染等）产生直接影响，认为能力、自信心和人际关系水平高更有可能推迟性

生活，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处理压力问题，而不是把压力外部化为性行为，更有信心拒绝不安全的性行为。

我们的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性行为的形成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教育工作者在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认知能

力、社交能力、自我价值感、人际关系水平方面去改善青少年的性健康行为结果的过程中要注重性别差异，

比如男女生对性知识的理解能力差异、自我效能感的差别等，还要注重引导青年学生了解“友情”“爱情”

与“性别”的关系等性生理与心理知识，避免青少年在性态度形成时期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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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Optimal Path of Adolescent Sex Education in Macau: Based on the Multi-grou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ex-related Behavior

Chan KinSun  Guo Peiwe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Macau; 

 School of Management, Xinhua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transmit sex knowledge to adolescents scientifically so as to avoid unwanted or premature 

sexual behavior is a key issue for improving sex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in Macau, which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Macau to maintain a “healthy city”. By the survey of 
1338 youth, we find that when sexual attitude is used as a mediator variabl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sexual 
knowledge on adolescent sex-related behavior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using the theory of “KAP” to analyze the adolescent sex-related behavior. The current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sex education in Macau also restricts adolescents to obtain knowledge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i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Meanwhile, adolescents are influenced by multi-culture, once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cquire sexual knowledge from schools or society, their original conservative sexual attitude will be 
impacted by the open sexual attitude of the society, which will serve as the basis of their behavior. Therefore, we 
should optimize sex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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