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明報教育 《生活與社會》 

勘誤表 (06 / 2021) 

 

單元 頁數 

(2014

年版) 

課題 欄目 修訂部分 

舊 新 

7 5 -- 單元熱身 2013 年 12 月 24 日 2020 年 10 月 11 日 

去年聖誕新年緊急避孕求助升 疫情期間緊急避孕求助升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簡稱「家

計會」）表示，近 5 年聖誕及新

年期間，收到的緊急避孕個案平

穩，但去年突然由 2011 年的 46

宗上升至 60 宗，是 2008 年以來

最高。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簡稱「家

計會」）表示，近 4 年，申請終

止懷孕的人數有下降的趨勢，但

2020 年突然由去年首 8 個月的

5,645 宗急升至 7,477 宗，增幅

達 32.5%。 

家計會數字顯示，去年全年收到

的緊急避孕服務個案共 1,700 

宗，較 2011 年的 1,470 宗上升

15.6％；去年聖誕及新曆新年後

的 6 個工作天內收到 60 宗，亦

較 2011 年上升 3 成，求助者多

為 16 歲以上女性，16 歲以下個

案則佔 2%。 

家計會數字顯示，2020 年首八

個月，26 歲以下的未婚女性使

用緊急避孕的人數共 2,655 人，

較去年的 2,406 人上升 10.3%，

申請人數更創下自 2015 年以來

的新高。家計會呼籲社會大眾，

尤其是青少年，在 2019 冠狀病

毒病（COVID-19）疫情期間更應

以謹慎的態度應對避孕及較安

全性行為，以協力應對疫情為性

與生殖健康帶來的挑戰。 

家計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系合

作開發首個中文性教育流動應

用程式（app）「決性時刻-性教

育體驗學習遊戲」，讓青少年代

入不同生活情境，並作出抉擇，

從而學習正確性知識。發言人表

示，由於資源所限，只能推出 3

個版本，分別是 facebook、iPad 

及網上版，暫未開發手機版。

facebook 版則需要收集公開的

個人資料和朋友名單。 

家計會與香港大學教育學系合

作開發首個中文性教育流動應

用程式（app）「決性時刻2-性教

育體驗學習遊戲」，讓青少年代

入不同生活情境，並作出抉擇，

從而學習正確性知識。發言人表

示，由於資源所限，只能推出兩

個版本，分別是iPad及網上版。 

6 1 探究活動 1 資料 1 

2011 年調查訪問了 3,700 名中

學生，數據顯示中三至中七的群

組中，7.4%女生及 9.8%男生有

資料 1 

2016 年調查訪問了 3,907 名中

學生，其中在 2,946 名中三至中

六的受訪者中， 5.9%女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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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經驗，較 2006 年的調查下

降；而愛撫行為則有所上升，他

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平均年

齡分別為 15.3 歲及 14.6 歲。在

這個群組中，7%女生及 28%男

生表示有 6 個或以上的性伴

侶，分析指他們的性伴侶可能來

自召妓或援交。而中一至中二的

群組中則有 0.5%女生及 1.5%男

生有性交經驗；擁抱、接吻等行

為的百分比，雖然比 2006 年的

調查下降，但仍然比 2001 年的

高；愛撫行為則持續上升。 

6.6%男生有性交經驗，較 2011

年的調查下降；而愛撫行爲則有

所上升，他們第一次發生性行爲

平均年齡分別為 15.5 歲及 15.2

歲。而在 961 名中一至中二的受

訪者中，1%女生及 2%的男生有

性交經驗；擁抱、接吻和愛撫等

行爲的百分比，較 2011 年的調

查高，並有持續上升的趨勢。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12 年 6 月 19

日）、香港遊樂場協會（2013 年 10 月）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17 年 6 月 12

日）、香港遊樂場協會（2013 年 10 月） 

8 1 探究活動 1 2. 承接上題，你認為這種轉變會對個

人和社會帶來甚麼影響？ 

刪除此題 

3. 青少年的性態度和戀愛觀除了受

朋輩影響外，還會受甚麼因素影響？

試與同學分組討論，並舉例說明。 

2. 青少年的性態度和戀愛觀除了受

朋輩影響外，還會受甚麼因素影響？

試與同學分組討論，並舉例說明。 

9 1 探究活動 2 資料 1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執行總監

范瑩孫 

資料 1 

前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執行總

監范瑩孫 

資料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心主任竺

永洪 

資料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總監竺永洪 

14 1 重點知識 1.2 

根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簡稱

「家計會」）「2011 年青少年與

性研究」的調查顯示，18 至 27

歲有性交經驗的受訪者人數持

續上升，而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對

象主要是關係穩定的戀人、同居

伴侶等。有 1 成男性受訪者更表

示曾經與網友，甚至是剛相識的

人性交，可見部分受訪者不抗拒

婚前性行為及沒有感情基礎的

性行為。 

1.2 

根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簡稱

「家計會」）「2016 年青少年與

性研究」的調查顯示，18 至 27

歲有性交經驗的受訪者比例大

致保持上升的趨勢，而發生婚前

性行為的對象主要是關係穩定

的戀人、同居伴侶等。不過，亦

有超過 1 成男性受訪者更表示

曾經與網友，甚至是剛相識的人

性交，可見部分受訪者不抗拒婚

前性行為及沒有感情基礎的性

行為。 

1.2 

根據家計會「2011 年青少年與

1.2 

根據家計會「2016 年青少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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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的調查顯示，有性交經

驗的中三至中六學生首次發生

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為 15.3 歲

（女）及 14.6 歲（男）。 

性研究」的調查顯示，有性交經

驗的中三至中六學生首次發生

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為 15.5 歲

（女）及 15.2 歲（男）。 

15 1 重點知識 1.3 

婚姻方面，根據家計會「2011

年青少年與性研究」的調查顯

示，愈來愈多 18 至 27 歲的受訪

者對婚姻及生育的取態不明

確。他們不想結婚或不知道會否

結婚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合適

對象」。 

1.3 

婚姻方面，根據家計會「2016

年青少年與性研究」的調查顯

示，愈來愈多 18 至 27 歲的受訪

者對婚姻及生育的取態不明

確。他們不想結婚或不知道會否

結婚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合適

對象」及「享受單身生活的樂

趣」。 

1.3 

另一方面，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

顯示，香港近 30 年的離婚個案

激增，由此可見，部分夫婦未能

有效解決相處和溝通的問題 

1.3 

另一方面，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

顯示，香港的離婚個案由 1991

年的 6,295 宗上升至 2019 年的

21,157 宗。撇除人口增長的影

響，粗離婚率（即獲頒布離婚令

的數目相對年中人口的比率）仍

急速增加，由 1991 年以每千名

人口計算的 1.11 人，增加至

2019 年的 2.82 人。離婚個案上

升，原因可能與夫婦溝通問題、

感情基礎不足、年齡差距過大、

金錢債務困擾等相關。 

17 1 課題總結 4. 

他們傾向同居、遲婚或單身，部

分夫婦亦未能有效解決相處和

溝通的問題。 

4. 

他們傾向同居、遲婚或單身。另

外，香港的離婚個案和比率都有

所增加，原因可能與溝通、感情

基礎、年齡差距、金錢債務等問

題相關。 

19 2 探究活動 2 資料 1 

15 歲少女家中產子 警查「經手

人」 

 

一名 15 歲少女隱瞞家人懷

孕，臨盆在即，父親以為女兒肚

痛報警，至救護員到達其長沙灣

住所才發現少女剛產下一名男

嬰，父親大吃一驚。少女及男嬰

資料 1 

17 歲男生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

行為 被判感化令 

 

中四男學生與年僅 13 歲的女

友兩度發生性行為，令對方懷孕

並產下男嬰。被告與少女為同校

同學，他承認知道對方的年齡，

並因一時衝動而犯案。被告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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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往醫院檢查，警方表示案件

涉及「與年齡在 16 歲以下的女

童非法性交」，正追查生父下

落。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0 月 11

日） 

發後隨即被停學，他在法庭上承

諾會盡父親的責任，最終被判感

化令 18 個月，須留案底。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6 年 5 月 27

日） 

20 2 探究活動 2 資料 3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羅淑君 

資料 3 

前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羅淑

君 

資料 4 

「關懷愛滋」於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0 月期間，以問卷形

式訪問了 88 名年齡介乎 12 至

21 歲、曾於該機構進行愛滋 

病病毒及性病檢查的青少年，發

現他們於過去 6 個月曾經發生

性行為，無人感染愛滋病，但少

數染上淋病、衣原體等性病。調

查顯示，受訪高危青少年首次發

生性行為的平均年齡為 15.5 

歲，當中 48.8% 受訪者每次性

行為均會使用安全套，27.4%從

不使用，其餘則間中使用。 

 

關懷愛滋、綜合本地傳媒報道 

（2012 年 12 月 10 日） 

資料 4 

「關懷愛滋」於 2017 年 1 月至

10 月，以問卷調查 493 名年齡

介乎 13 至 25 歲的異性戀性活

躍青少年，發現只有 20%的受訪

女性每次性行為均有使用安全

套；而男性則有 44%，較女性多

一倍。調查中有 263 名受訪者

曾進行有關性病的測試，結果發

現有 29 人感染性病，當中 22

人為女性，較男性的 7 人多逾 2 

倍，他們感染的性病主要是淋病

及衣原體。組織負責人指，調查

反映本港青少年的性知識不

足，他們或誤以為安全套僅用於

避孕，而忽略了它對預防性病的

重要性，建議政府加強教育。 

 

關懷愛滋、綜合本地傳媒報道 

（2017 年 11 月 28 日） 

29 3 探究活動 2 資料 2 

沉溺網上不良資訊 華官二代

囚 6 年 

 

涉案男子鍾軒宇（音譯）25 歲，

為中國官員的第二代，就讀於英

國紐卡素諾森比亞大學。案情指

出，鍾氏沉迷網上色情片，並將

性幻想化為實際行動，迷魂及性

侵犯一名女子，其父親更威脅受

害人切勿把事件傳開。最終受害

資料 2 

沉溺網上不良資訊 留學生囚

6 年 

 

涉案男子鍾某 25 歲，為中國留

學生，就讀於英國紐卡素諾森比

亞大學。案情指出，鍾某沉迷網

上色情片，並將性幻想化為實際

行動，迷魂及性侵犯一名女子，

其父親更威脅受害人切勿把事

件傳開。最終受害人挺身舉報，



 
5 

人挺身舉報，官二代罪成判囚 6 

年。 

 

綜合海外傳媒報道（2013 年 7 月 3 日） 

鍾某罪成判囚 6 年。 

 

綜合海外傳媒報道（2013 年 7 月 3 日） 

30 3 探究活動 3 資料 1 

警方指出，今年首 8 個月裸聊勒

索案數目由去年同期的 32 宗增

至 248 宗，損失金額由 100 港

元至 4.6 萬港元不等。而受害者

主要是20至30歲的男白領及男

學生，年紀最小的只有 14 歲。 

資料 1 

警方指出，今年首 10 個月裸聊

勒索案數目由去年同期的 156

宗急增至 757 宗，損失金額共

560 萬港元，單一最大損失達 33

萬元。而受害者主要是 20 至 29

歲的男白領及男學生，年紀最小

的只有 11 歲。 

資料 1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全健中心督

導主任徐小曼估計，受害的年輕

人大多在現實中不善於與異性

相處，加上血氣方剛難抵性衝

動，情急下容易受騙。 

資料 1 

香港青年協會業務總監徐小曼

估計，受害的年輕人大多在現實

中不善於與異性相處，加上血氣

方剛難抵性衝動，情急下容易受

騙。 

資料 1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0 月 28

日） 

資料 1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20 年 12 月 25

日） 

32 3 參考資料 連結至性本善 ONLINE 網頁，瀏

覽更多相關資訊及影片： 

http://www.sexedonline.tv 

 

連結至 RTHK Podcast：「性本善

經典重溫」網頁，瀏覽更多相關

資訊及影片： 

http://las.mpep.com.hk/7/vid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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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資料 2）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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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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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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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資料 3）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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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個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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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資料 1）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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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資料 2）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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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重點知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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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3（資訊室）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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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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