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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課程──青少年情感及性教育 (2021-2022)
整全人生的藍圖──自我形象、友伴、婚姻
在價值多元及節奏急促的社會，扭曲真愛和人性的資訊在互聯網和傳媒隨處可見。原本由兩性互
重互愛所帶來的幸福美善，正在不知不覺地消失…
「珍愛課程」是一套讓青少年了解兩性價值、選擇貞潔生活，從而建立美好關係，實踐自信人生
的課程。課堂內容與時並進，每年更新，緊貼青少年文化。課堂活動包括：播片、遊戲、流行歌
分析、電影分享、真實案例分享、科學及心理學冷知識、答問、討論。

課程特色
這是以珍愛為主題的成長課程，共有四大主題：身體自我篇、身心界線篇、拍拖戀愛篇和
真「性」無悔篇。每個主題都有不同單元，側重點和形式各有不同，歡迎學校選擇合適學
生的主題。適合在講座及課堂使用。講座費用：$600-$1200（可商議）
；課堂（每一課 35-45
分鐘）費用：$300（可商議）

課程簡介
A. 身體自我篇
單元一

您就是您，獨一無二



明白每人都有獨特之處，幫助同學發掘自己的優點和潛能



拆解時下的「微整形」文化、裸聊、傳裸照現象，認識何謂真正的美和自信



分辨傳媒及潮流文化對塑造自我形象的影響，學習欣賞自己和他人



明白在神的創造中，人人平等，學習互重互愛，方能建立一個美好和充滿愛的群體

單元二

身體意像



讓同學討論和反思自己有多愛自己的身體



擴闊對「女性身體」的視野，不是只有外表和性感



認識過去 100 年西方對「美女」定義的轉變，從而擺脫今天對「美」的盲目追求



打破瘦身廣告的吸引法則

單元三


單身不是罪—預備自己，迎接真愛

拆解青少年時下「單身狗」文化，珍惜單身的自由及在友誼和獨處中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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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團：

培

育
蘇穎智牧師
羅乃萱女士
楊慶球博士
張儉成先生
蕭宏展醫生

整

全

(播道會恩福堂主任牧師)
(家庭基建發展總監)
(加拿大恩道華人神學院院長)
(資深教育工作者)
(精神科醫生)

心

性

滕張佳音博士
蕭壽華牧師
羅秉祥博士
鄭順佳博士
葛琳卡博士

‧

共

建

(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
(臨床心理學家)

健

康

蔡元雲醫生
胡志偉牧師
葉敬德博士
鄧紹光博士
康貴華醫生

家

庭

(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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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時下「拍拖」的普遍原因，幫助學生知道如何為日後真愛預備自己



明白世俗的愛與神的愛之分別，真愛的源頭是從上帝而來

B. 身心界線篇
單元四

曖昧的味道－男女社交界線



認識曖昧心理及背後危機



了解「娘娘和兵」的特性，重建健康關係



認識網上交友如何容易美化對方



學懂拒絕及不委屈自己，建立清晰社交界線

單元五：唔好過界！－認識性騷擾及身體界線


透過集體遊戲，認識不同同學的身體界線，增加同理心及學習尊重



分清「玩」及「玩過火」的分別



拆解流行文化及大學宿舍文化把模糊身體界線視為娛樂及浪漫的危險



鼓勵學生聆聽身體的聲音及勇於說「不」

C. 拍拖戀愛篇
單元六

反思浪漫愛情（適合低年級）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愛情價值觀，認識浪漫愛情的限制



明白婚姻不是感覺，而是承諾及保護下一代



讓學生定下正確愛情觀：沒有愛情童話，只有不斷成長和經營

單元七

婚姻，愛情的開始或終結？（適合高年級）



分組討論 2020 年愛情流行曲「室友」的歌詞和 MV



比較老夫老妻愛情觀及今日愛情觀



掌握一生一世愛情的關鍵

單元八

同居，婚姻的另類選擇？



了解心理學對「同居」的主流看法：負面影響日後婚姻關係及增加離婚可能



認識「同居」的困局：更易對關係失望但更難分手



認識聖經中真愛的定義是盟約，約束自己的愛

單元九


我們的愛，一言難盡－－認識五種愛的語言 （只適合 40 人內的課室活動）

透過愛情處境的集體遊戲，了解愛情不只是激情，而是溝通和了解

D. 真「性」無悔篇
單元十


色字頭上一隻狼—了解色情危險

幫助學生拒絕誘惑及遠離色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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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色情如何騎劫大腦，令人失去自由，逐漸上癮



了解色情會破壞將來的愛情，降低伴侶吸引力，甚至影響婚後性生活



明白色情降低人對性罪行的道德反感，增加性犯罪的風險

單元十一

「性」在有承諾



認識男女差異，欣賞自己性別的獨特及尊重異性差異。



了解避孕套、避孕丸、墮胎及濫交等的風險



了解婚姻的意義及跟一般戀愛的分別



明白在生理及心理上，最安全的性關係發生在婚姻關係中。

單元十二 從《大叔的愛》看 BL 文化的性觀念 （全新題目）


從年青人熱愛的 BL（Boy's Love）文化入手，批判反思背後傳遞的性觀念



由過來人親身分享 BL 如何影響她對性和愛情的看法

（題目可按學校需要度身訂造）

曾邀約本會的單位
救恩學校
培正中學

中聖書院
金文泰中學

華英中學
迦密中學
拔萃男書院
聖若瑟書院
迦密主恩中學
迦密柏雨中學
匯基書院(東九龍)
香港鄧鏡波書院
張祝珊英文中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李惠利中學
伯特利中學
天主教培聖中學
基督教崇真中學
靈糧堂怡文中學
張振興伉儷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保良局甲子年中學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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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循理會美林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大埔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宣道中學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浸會大學通識科及倫理學文學碩士課程

聖士提反書院家長教師會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社會服務部
學校支援服務

導師
鄭安然

先生

本會生命教育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 哲學文學碩士
香港浸會大學 公共事務倫理學文學碩士（優異）
英國阿爾斯特大學 生物醫學（榮譽）理學士

其他活動
A. 「機不可 TOUCH」學生小組
目的
(1) 認識過度使用或沉迷電子產品的影響
(2) 如何善用和健康使用電子產品
(3) 認識和培養網絡以外的興趣，以代替電子產品帶來的滿足
人數：約 10 人一組
4 節，每節 1 小時，每節費用 $300
曾合作單位：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小學小四小五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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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學生小組
目的
(1) 透過桌上遊戲，讓學生在輕鬆的氣氛坦誠分享內心的成長掙扎，學習聆聽別人
(2) 掌握健康性態度，達致學生之間也能互相同行
(3) 透過互動遊戲，彼此認識，建立信任氣氛，在安全環境分享個人想法與感受
(4) 因應學校需要，小組按學生需要，在互相分享時教育正確性態度和健康的異性相處
人數：約 10 人一組
4-6 節，每節 1 小時，每節費用 $300
曾合作單位：中華基督教會元朗真光小學小六男生

C. 家長講座/課程
我們明白現今父母在教養子女上的困難，對性更加難於啟齒，講座希望透過我們與青少
年真實談性說愛的經驗，示範如何有效與子女談性。另外，講座也希望講解親子相處的技
巧，期望親子之間能彼此尊重和體諒。例如讓家長認識更多時下年青人的潮語、文化及心
態，從而增加溝通的話題及諒解。例如，播放年青人最愛聽的流行曲，分析背後的心態。
講座也希望具體建議改善親子關係的方法。
主題包括：
「媽咪，我係點來架？」－如何不尷尬地談性
我要拍拖！—如何與子女談真愛？
子女在家不等於安全，預防網上「拐子佬」
如何與子女談婚前性行為?
如何避免阿囡第時被男人呃？
幫助子女接納自己性別：認識心性發展
如何向子女談同性戀？
曾合作單位：東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聖公會靈風堂、救恩
學校、宣道幼稚園。
費用：$800-$1000（可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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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家長小組
我們明白父母在教養暴風期下的子女遇到的掙扎和困難，透過彼此支持和同行，重燃
對子女成長的盼望。透過分析正反例子，掌握親子間溝通的心法，也透過活動，讓家長反
思及練習有關技巧如何應用於真實處境中。
人數：3-6 人一組
費用：每 45 分鐘$150（可商議）
F.

支援教師工作坊
在工作坊中，透過講解及分組討論不同個案，讓教師認識香港中學生對性的態度和看
法的統計數字，掌握中學生最常面對的問題及回應方法(如拍散拖、身體接觸、色情等)。
工作坊也會簡單示範本會的「珍愛教育」課堂及活動推介。
費用：$1000-$2000（可商議）

查詢或報名： 3165-1858

(鄭安然先生，香港性文化學會，婚姻倫理資源中心生命教育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