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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高中生愛情觀念調查研究報告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高中時期是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關鍵期，也是青春萌動期。處於此階段的青少

年往往對異性充滿了吸引與好奇，對愛情充滿嚮往。受中國社會傳統思想的影響，

“愛情”這個話題往往在中學校園中顯得諱莫如深，但在現時新媒體盛行、多元

文化衝擊的背景下，愛情已經成為本澳青少年生活和青少年教育中不可迴避的話

題。因此，關於本澳高中生愛情觀念的調查，對了解高中生的情感特征、戀愛心

理顯得尤為重要。教育者和心理學者可以以此為依據，有針對性的提出教育對策，

解決高中生的情感困惑，幫助他們妥善處理愛情與學業、友誼、人生的關係，從

而促進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以及人生軌道的良性發展。 

為了解本澳高中生的愛情觀念，在社會文化司、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

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開展了是次《澳門高中生愛情觀念問卷調

查》。是次調查旨在掌握當前本澳高中生愛情觀念的現狀、特點與趨勢，并以此

為基礎，探索高中生青春期教育、愛情教育的有效方法，為本澳教育部門及相關

團體提供真實有效的統計數據和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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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於 2016 年 9 月 12 日開始，至 10 月 13 日結束。調查對象為本澳高中

生。其定義為：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就讀於政府認可的高中教育學

校之學生。 

 

三、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資料，共發出問卷 950 份，收回問卷 948 份。

經核實，其中有效問卷為 909 份。調查分別在東南學校、澳門坊眾學校、中葡職

業技術學校、粵華中學、鏡平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聖公會（澳門）蔡

高中學、聖保祿學校、庇道學校、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培道中學、化地瑪聖

母女子學校、嶺南中學、澳門演藝學院舞蹈學校、培華中學等 15 所學校進行。研

究人員根據各校學生之實際人數事先制定問卷樣本數配額，然後在各校的配合下，

於校內發放問卷給高中生作不記名的填寫。問卷回收後，研究人員將其進行審核，

再將有效問卷之數據登入電腦，以 SPSS 統計軟件進行相關分析。 

由於調查方面的限制，本次調研採取的抽樣方法是配額抽樣及便利抽樣的混

合，取樣對研究結果有一定的影響，需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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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問卷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的性別分佈，在全部 909 名有效受訪者中，477 人 ( 51% ) 為男生，432

人 (49%) 為女生。受訪者的性別分佈見圖 1： 

 

圖 1：受訪者的性別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高一/中四有 303人 (33%) ，高二/中五有 245人 (27%) ，

高三/中六有 361 人 (40%) 。受訪者的年級分佈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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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受訪者的年級 

 

二、基本分析 

受訪者認為維持愛情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可多選，最多選三項）有 704

人（77%）選擇忠誠、信任與責任；有 616 人（68%）選擇寬容和尊重；有 440 人

（48%）選擇共同興趣和共同話題；有 327 人（36%）選擇共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有 119 人（13%）選擇人格魅力；有 90 人（10%）選擇經濟保障；有 33 人（4%）

選擇門當戶對；有 15 人（2%）選擇其他。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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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受訪者認為維持愛情最重要的因素 

 

受訪者認為異性的哪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自己的愛慕呢？有 595 人(65%)選擇

性格修養；有 178 人(20%)選擇外形樣貌；有 88 人(10%)選擇興趣特長；有 12 人(1%)

選擇家庭背景；有 26 人(3%)選擇經濟條件；有 10 人(1%)選擇學習成績。見圖 4： 

 

圖 4：受訪者認為異性的哪方面優勢最能贏得自己的愛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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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顯示，異性的“性格修養”、“經濟條件”、“學習成績”對於不同性

別的高中生的吸引程度大致相同。而男生重視異性的“外形樣貌”的比例為 23%，

高於女生重視異性的“外形樣貌”的比例 16%；女生重視異性的“興趣特長”的

比例為 13%，高於男生重視異性的“興趣特長”的比例 7%。見表 1： 

 

表1：受訪者認為異性的哪方面優勢最能贏得自己愛慕的交叉分析數據 

 

受訪者對高中生談戀愛的總體態度如何？有 183 人(20%)選擇支持，認為這是

青春期的正常需求；有 47(5%)人選擇反對，會對學習生活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有

679(75%)人選擇無所謂，個人選擇而已。見圖 5： 

 

受訪者認為異性的哪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自己的愛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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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受訪者對高中生談戀愛的總體態度 

 

交叉分析顯示，受訪者對高中生談戀愛的總體態度，持支持態度的男生比例

為 23%，高於持支持態度的女生比例 17%；持反對態度的男生比例為 6%，也略高

於持反對態度的女生比例；持無所謂態度的女生比例為 79%，高於持無所謂態度

的男生比例 71%。見表 2： 

 

表2：受訪者對高中生談戀愛的總體態度的交叉分析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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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爲高中生談戀愛的原因是什麽？（可多選，最多選三項）有 666 人

（73%）選擇雙方互相吸引，真心喜歡；有 347 人（38.2%）選擇好奇心驅使；有

339 人（37.3%）選擇内心孤獨空虛，尉找寄托；有 204 人（22.4%）選擇從眾心理，

滿足炫耀和虛榮；有 192 人（21%）選擇對方猛烈追求，被感動；有 105 人（11.6%）

選擇為滿足性需求。見圖 6： 

 

圖 6：受訪者認爲高中生談戀愛的原因 

 

總體而言，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對學習和生活的影響如何？有 97 人 (11% ) 

選擇利大於弊；有 67 人 ( 7% ) 選擇弊大於利；有 421 人 (46% ) 選擇利弊參半；

有 324 人 ( 36% ) 選擇說不清。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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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對學習和生活的影響 

 

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會對學習和生活帶來哪些影響?（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有 616 人（67.8%）選擇可以為生活增添許多樂趣；有 572 人（63%）選擇可以互

相鼓勵，促進學業；有 396 人（43.6%）選擇增加了消費支出；有 279 人（30.7%）

選擇戀愛耗費很多精力，耽誤學業；有 142 人（15.6%）選擇失去很多自由和朋友。

見圖 8： 

 

圖 8：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會對學習和生活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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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怎樣才算是男女朋友的關係？有 620 人 ( 68% ) 選擇雙方表白，

互相確認戀愛關係；有 210 人 (20% ) 選擇互有好感，心中有默契；有 27 人 (3% ) 

選擇有過牽手行為；有 25 人 ( 3% ) 選擇有過性行為；有 21 人 (2% ) 選擇有過接

吻行為；有 6 人 ( 1% ) 選擇有過擁抱行為。見圖 9： 

 

圖 9：受訪者認為怎樣才算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問卷中列舉了一些對於高中生戀愛的看法，受訪者最為認同的看法有哪些？

（可多選，最多選三項）有 433 人（48%）選擇高中生未來的路還很長，以分手結

局的概率很高；有 362 人（40%）選擇高中階段的愛情是最為真摯純粹的愛情；有

306 人（34%）選擇異性成為知心朋友之後有可能發展為愛情；有 230 人（25%）

選擇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有 209 人（23%）選擇高中生的心智並未

完全成熟，高中生的“愛情”並不是真正的愛情；有 175 人（19%）選擇高中生存

互有好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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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愛情，能為對方承擔許多責任，直至走入婚姻殿堂；有 150 人（16.5%）

選擇高中生爲了愛情而耽誤學業和人生，是不適當的。見圖 10： 

 

圖 10：受訪者對於高中生戀愛的看法 

 

受訪者有過戀愛經歷嗎？在全部 909 名受訪者中，有 274 人 (30% ) 選擇有；

有 409 人 (45% ) 選擇沒有；有 226 人 (25% ) 選擇拒答。見圖 11： 

 

圖 11：受訪者是否曾有戀愛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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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表示有過戀愛經歷的 274 名受訪者，他們對自己的戀情有怎樣的期待？

有 63 人 (23% ) 選擇希望以後結婚，過著王子與公主般幸福的生活；有 177 人 

( 65% ) 選擇隨緣，走一步是一步；有 9人 (3% ) 選擇如果能和更好的異性談戀愛，

我會變心；有 4 人 (2% ) 選擇沒有多大希望，畢業那天就分手；有 19 人 ( 7% ) 選

擇其他期待。見圖 12： 

 

圖 12：受訪者對自己當前戀情的期待 

 

受訪者接受婚前性行為嗎？在全部 909 名受訪者中，有 269 人 (30% ) 選擇接

受；有 292 人 ( 32% ) 選擇反對；有 348 人 (38% ) 選擇說不清。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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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受訪者是否接受婚前性行為 

 

交叉分析顯示，明確表示接受婚前性行為的男生比例為 40%，遠遠高於明確

表示接受婚前性行為的女生的比例 18%；明確表示反對婚前性行為的男生比例為

24%，遠遠低於明確表示反對婚前性行為的女生的比例 42%；表示“說不清”的

女生比例為 41%，高於表示“說不清”的男生比例 36%。見表 3： 

 

表3：受訪者是否接受婚前性行為的交叉分析數據 

 

受訪者有過婚前性行為嗎？有 48 人 (5% ) 選擇有；有 708 人 ( 78% ) 選擇沒

有；有 153 人 (17% ) 選擇拒答。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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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你接受婚前性行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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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性別 

男 192(40%) 112(24%) 173(36%) 477(100%) 

女 77(18%) 180(42%) 175(41%) 432(100%) 

總和 269(30%) 292(32%) 348(38%) 90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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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受訪者是否有過婚前性行為 

 

受訪者認爲高中生的婚前性行為有可能引發哪些問題?(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有 645 人（71%）選擇未婚先孕；有 423 人（47%）選擇性知識不足帶來後續的心

理和身體傷害；有 419 人（46%）選擇分手後可能會後悔發生性行為；有 355 人（39%）

選擇增添心理壓力和思想負擔；有 229 人（25%）選擇性行為並不能穩固戀愛關係；

有 83 人（9%）選擇不會有任何問題。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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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受訪者認爲高中生的婚前性行為有可能引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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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第三章 結論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研究人員總結出以下幾項主要的研究發現： 

1、至少三成本澳高中生有過戀愛經歷；合計約 95%的本澳高中生對高中生

談戀愛持無所謂或支持態度，僅有 5%的受訪者反對高中生戀愛。 

調查顯示，三成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有過戀愛經歷，四成五的受訪者明確表

示自己沒有戀愛經歷，另有二成五的受訪者選擇拒答。 

關於高中生談戀愛的總體態度，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認為這只是

個人選擇而已；同時，持無所謂態度的女生比例（79%）高於男生比例（71%）。

二成受訪者選擇支持，認為這是青春期的正常需求；同時，持支持態度的男生比

例（23%）高於女生比例（17%）。僅有 5%的受訪者選擇反對，認為會對學習生

活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同時，持反對態度的男生比例（6%）稍高於女生比例（4%）。 

2、總體而言，大多數本澳高中生對高中時期愛情的態度是，既真誠的對待愛

情，懷有純真的期待，又對現實因素和未來變數具有一定的理性考量。 

調查顯示，高中時期的愛情在大多數高中生心目中都是單純而美好的。關於

高中生談戀愛的原因，七成三的受訪者認為是雙方互相吸引，真心喜歡；四成受

訪者認為高中階段的愛情是最為真摯純粹的愛情；二成受訪者認為高中生存在真

正的愛情，能為對方承擔許多責任；在對有過戀愛經歷的受訪者問及對其自身戀

情的期待時，二成多受訪者希望以後結婚，過著王子與公主般幸福的生活。 

近七成受訪者認為，男女朋友關係確認的標誌是雙方表白，互相確認戀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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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二成受訪者認為，雙方互有好感，心中有默契就可視為男女朋友；分別將牽

手、接吻、擁抱和性行為視為男女朋友關係的受訪者均不到 3%。 

同時，他們也對高中時期愛情的現實和未來充滿不確定感。近五成受訪者認

為，高中生未來的路還很長，以分手結局的概率很高。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

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還有一成半的受訪者表示“高中生為了愛情而

耽誤學業和人生，是不適當的。”在對有過戀愛經歷的受訪者問及對其自身戀情的

期待時，六成半的受訪者選擇隨緣，走一步是一步。 

3、部分高中生認為高中時期的愛情不夠成熟；部分高中生的戀愛目的也並不

純粹。 

調查顯示，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高中生的心智並未完全成熟，高中生的

愛情並不是真正的愛情”。 

在問及高中生談戀愛的原因時，認為是好奇心驅使和內心孤獨空虛、尋找寄

託的受訪者分別有近四成；認為從眾心理，滿足炫耀和對方猛烈追求、被感動的

受訪者分別有二成多；另有一成多的受訪者認為是為了滿足性需求。 

在對有過戀愛經歷的受訪者問及對其自身戀情的期待時，3%的受訪者表示如

果能和更好的異性太戀愛，自己會變心；2%的受訪者表示對當前的戀情沒抱多大

希望，畢業那天就分手。 

4、大多數本澳高中生認為，維持愛情最重要的因素是忠誠、信任與責任。 

調查顯示，關於維持愛情最重要的因素，近八成受訪者選擇了忠誠、信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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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近七成受訪者選擇了寬容與尊重；近五成受訪者選擇了共同興趣與共同話

題；三成六受訪者選擇了共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選擇“人格魅力”、“經濟保障”、

“門當戶對”的受訪者分別為 13%、10%、4%。 

5、異性在性格修養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本澳高中生的愛慕。相較之下，男生

更重視異性的外形樣貌，女生更重視異性的興趣特長。 

調查顯示，六成五的受訪者認為異性在性格修養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自己的

愛慕；而二成受訪者認為異性在外形樣貌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自己的愛慕，選擇

這一項的男生比例（23%）高於女生比例（16%）；一成受訪者認為異性在興趣特

長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自己的愛慕，選擇這一項的女生比例（13%）高於男生比

例（7%）；受訪者普遍對異性的經濟條件、家庭背景、學習成績不太在意，前者

僅有 3%的受訪者選擇，后兩者分別僅有 1%的受訪者選擇。 

6、近半數本澳高中生認為，總體而言，高中生戀愛對學習和生活的影響利弊

參半；高中生戀愛的正面影響主要體現為可以為生活增添許多樂趣，互相鼓勵、

促進學業，負面影響主要體現為增加了消費支出，耗費精力且耽誤學業。 

調查顯示，總體而言，近五成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對學習和生活的影響利

弊參半，近四成受訪者表示“說不清”，明確表示“利大於弊”的受訪者有一成多，

明確表示“弊大於利”的受訪者僅有 7%。 

具體而言，認為高中生戀愛可以“為生活增添許多樂趣”和“互相鼓勵、促

進學業”的受訪者各有六成多；四成多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增加了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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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多受訪者認為高中生戀愛會耗費很多經歷，耽誤學業，一成半受訪者認為會

失去很多自由和朋友。 

7、本澳高中生關於婚前性行為的接受態度，男生遠高於女生；近八成受訪者

明確表示自己沒有過婚前性行為；未婚先孕是本澳高中生對婚前性行為最為擔心

的問題。 

對於婚前性行為的態度，近四成受訪者表示“說不清”，明確表示“接受”和

“反對”的各有三成；然而，表示“接受”的女生僅不到二成，男生卻有四成；

表示“反對”的女生超過四成，男生僅有兩成多。 

明確表示有過婚前性行為的受訪者比例為 5%，明確表示沒有過婚前性行為的

受訪者比例為 78%，仍有 17%的受訪者拒答。 

問及高中生的婚前性行為有可能引發的問題，七成以上受訪者選擇“未婚先

孕”；近五成受訪者表示性知識不足會帶來後續的心理和身體傷害；近五成受訪者

表示分手後可能會後會發生性行為；四成受訪者表示會增添心理壓力和思想負擔；

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性行為並不能穩固戀愛關係；仍有近一成受訪者表示高中

生的婚前性行為不會有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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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議 

 

根據以上調查分析，研究人員建議： 

1、本澳高中生的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應轉變傳統思維，主動接納和理解現時高

中生的愛情觀念。 

現時的本澳高中生，在更為開放的環境下長大，他們的愛情觀念也更為前衛。

本次調查顯示，95%的本澳高中生對高中生談戀愛持無所謂或支持態度，至少三

成的本澳高中生有過戀愛經驗，高中生戀愛越來越普遍化。 

教育的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也自然包括促進人的情感道德發展，決

不是只關注學生的智力發展和學業成就。我們可以說高中生的愛情不成熟，可以

說高中生的愛情會走向婚姻的成功率很低，也可以說在高中生的愛情會帶來一定

的負面影響，但我們不能否認高中生也有愛情，也無法完全禁止高中生談戀愛。

隨著時代的發展，高中生戀愛現象可能會越來越普遍。所以對於高中生戀愛現象，

我們的教育目標不應該是通過教育使高中生都不要戀愛，因為這是永遠不可能完

成的目標，也是不符合規律和非人性的目標。只有先理解青少年，才能被青少年

真心悅納，從而真正幫助他們。因此學校和家長都應轉變傳統思維，理解和尊重

現時高中生的愛情觀念。 

2、重視本澳高中生的愛情教育，因勢利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愛情觀。 

教育工作者應從理解、尊重、關懷、信任學生入手，勇於把高中生的愛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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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引入課堂，開展專門課程，或者將正確的愛情理念巧妙的滲透到日常課堂中，

同時在校園裡開展行之有效的情感和心理輔導；家長應多接受新鮮事物，多了解

孩子，通過家庭活動等形式創造良好的家庭氛圍，貼近孩子心靈。無論是老師，

還是家長，都應通過日常的教育，讓青少年理解什麼是愛情，能夠正確認識和分

辨自己的感情，學會如何正確處理愛情、學業和人生的關係，學會如何去愛、如

何保護自己、如何為自己和所愛的人負責、如何做才能減小危害等內容，從而幫

助高中生樹立正確的愛情觀。 

3、對已經戀愛的高中生，應變“堵”為“疏”，適當引導。 

傳統教育往往以粗暴的打壓威懾談戀愛的學生，但是這種威懾和學生們渴望

自我認同感的訴求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反而可能引發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或使談

戀愛的學生背負很大的心理壓力。這種簡單粗暴的干涉方式往往會讓青少年的叛

逆行為愈演愈烈，或整日處在自我矛盾中，成績稍微退步就會自責，這種消極的

自我暗示是許多戀愛學生成績退步的原因。 

事實上，學習和戀愛是不矛盾的，不談戀愛的學生也不能一直進步。如果戀

愛中的兩人可以互相幫助，從心理上互相鼓勵支持，會對學業產生良好的促進作

用。因此，教師和家長應正視高中生的感情，引導戀愛中的學生以平等互惠和攜

手共贏為目標。當然，這並不代表鼓勵高中生談戀愛，對沒有戀愛的同學，可以

鼓勵他們通過成績和參加課外活動來獲得自我認同感；對於戀愛中的學生，要告

訴他們在一起之後怎樣互相幫助，為未來的美好人生共同努力。磨刀不誤砍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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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問題得到疏通和解決，學生們才能更好的學習和生活。 

4、重視高中生的情感心理輔導，對出現愛情困惑和戀愛問題的學生及時發現

和干預，以防高中生偏差行為的發生。 

本次調查發現，高中生戀愛的出發點不盡相同，雖然大多是出於男女雙方真

心喜歡，互生好感，但仍有不少高中生，或因內心孤獨空虛、尋找寄託，或因好

奇心驅使，或因從眾心理，滿足炫耀，或因對方猛烈追求、被感動，或僅僅是為

了滿足性需求而產生戀愛動機和戀愛行為。這就需要教師和家長早發現，早糾偏，

通過各種課內外活動和心理輔導紓解高中生內心的孤獨空虛，正確處理和異性之

間的日常交往，正確對待自身的性心理和性需求。同時，教師和家長也應高度關

注高中生的失戀、愛情困惑、情感行為偏執或失當等情形，及時發現和干預，減

少高中生因愛情問題帶來的對其身心成長和學業發展的危害，以防高中生偏差行

為的發生。 

5、本澳的社會、學校和家庭都應重視和加強中學生的性教育，普及避孕知識；

要在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三方面同時發力，全面普及青少年性教育。  

性是人類的生理需要，逃避它就像逃避食物和水一樣不合理。引導青少年正

確認識性生理、正確理解性心理，樹立正確的性道德，以科學、開放的態度面對

性，這是成年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性教育的廣泛和深入開展至關重要。學

校和家長不能拘泥于傳統思維，因噎廢食，而應聚社會、學校和家長之合力推廣

性教育，宣傳性生理知識，普及避孕知識，防止未婚先孕等因一時衝動而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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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傷害；并對中學生進行足夠的性心理教育，避免在懵懂中為自己和他人造成

心靈創傷和思想負擔；進行足夠的性道德教育，以防中學生因性衝動害人害己，

發生性偏差行為。保護戀愛的青少年，減輕他們可能因年少無知而造成的損失與

傷害，促進他們的身心發展，這才是真正的人文關懷。 

5、本澳的教育部門、學校、社團可根據高中生的認知，創新教育形式，利用

互聯網等新媒體形式， 開展對高中生的愛情教育和性教育。 

當前，互聯網和新媒體已經成為廣大高中生喜聞樂見的信息來源模式。本澳

的教育部門、相關社團和學校可以通過創建 APP、社交平台互動、公眾號推送等

形式，在日常高中生關注度高的信息中，融入情感話題、愛情觀、性教育等內容；

舉辦各種線上或線下的高中生交流活動，豐富他們的日常生活，排解他們的孤獨

空虛，從而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構建青少年的健康情感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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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澳門高中生愛情觀念調查問卷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澳門青年研究協會主辦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資助 

您好，本調查目的在於了解本澳高中生的愛情觀念，您的答案僅用於統計研究，有關您的個人資料我們

將嚴格保密，請放心據實作答。感謝您對我們調查的支持！ 

 

Q1. 你的性別： 1. □男      2. □女 

Q2. 你的年級： 1. □高一／中四    2. □ 高二／中五      3. □高三／中六 

Q3. 你認為維持愛情最重要的因素是？（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 □共同興趣和共同話題  2. □共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3. □門當戶對    4. □寬容和尊重 

5. □忠誠、信任與責任    6. □人格魅力     7. □經濟保障    8. □其他（請註明）________ 

Q4. 你認為異性的哪方面的優勢最能贏得你的愛慕？ 

1.□外形樣貌   2.□性格修養   3.□學習成績  4.□興趣特長  5.□家庭背景   6.□經濟條件 

Q5. 你對高中生談戀愛的總體態度是： 

1. □支持，是青春期的正常需求          2. □反對，會對學習生活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3. □無所謂，個人選擇而已 

Q6. 你認爲高中生談戀愛的原因是什麽？（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 □雙方互相吸引，真心喜歡    2. □ 對方猛烈追求，被感動      3. □好奇心驅使 

4. □内心孤獨空虛，尋找寄托    5. □ 從眾心理，滿足炫耀和虛榮  6. □為滿足性需求 

Q7. 總體而言，你認為高中生戀愛對學習和生活的影響如何： 

1. □利大於弊    2. □弊大於利   3. □利弊參半     4. □說不清   

Q8. 你認為高中生戀愛會對學習和生活帶來哪些影響（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可以互相鼓勵，促進學業  2. □戀愛耗費很多精力，耽誤學業 3.□可以為生活增添許多樂趣 

4.□失去很多自由和朋友      5. □增加了消費支出 

Q9. 你認為怎樣才算是男女朋友的關係？ 

1. □互有好感，心中有默契  2. □雙方表白，互相確認戀愛關係  3. □有過牽手行為   

4. □有過擁抱行為          5. □有過接吻行為                6. □有過性行為 

Q10. 下列對於高中生戀愛的看法，你最為認同的幾項是？（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 □高中階段的愛情是最為真摯純粹的愛情  2. □高中生爲了愛情而耽誤學業和人生，是不適當的  

3. □高中生未來的路還很長，以分手結局的概率很高     4.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5. □高中生的心智並未完全成熟，高中生的“愛情”並不是真正的愛情   

6. □高中生存在真正的愛情，能為對方承擔許多責任，直至走入婚姻殿堂 

7. □異性成為知心朋友之後有可能發展為愛情    

Q11. 你有過戀愛經歷嗎？（選擇第 1 選項“有”請繼續回答 Q12，選擇第 2 或第 3 選項請跳轉至 Q13）       

1. □有      2. □沒有     3. □拒答 

Q12. 你對自己當前的戀情有怎樣的期待？ 

1. □希望以後結婚，過著王子與公主般幸福的生活   2. □隨緣，走一步是一步 

3. □如果能和更好的異性談戀愛，我會變心   4. □沒有多大希望，畢業那天就分手       

5. □其他期待（請註明）________ 

Q13.你接受婚前性行為嗎？     1.□接受    2.□反對     3. □說不清 

Q14.你有過婚前性行為嗎？     1.□有   2. □沒有   3. □拒答 

Q15.你認爲高中生的婚前性行為有可能引發哪些問題(可多選，最多選三項) 

1.□未婚先孕     2. □增添心理壓力和思想負擔   3. □性知識不足帶來後續的心理和身體傷害 

4.□分手後可能會後悔發生性行為    5. □性行為並不能穩固戀愛關係    6. □不會有任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