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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青少年面临的重要健康威胁ꎮ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ꎬ学校的性教育相

关课程标准及政策呈现多样化ꎬ不同层面制定的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不尽相同ꎮ 了解美国国家级、州级政府部门和非政府

组织制定的性教育相关标准及政策ꎬ并分析其特点和异同ꎬ为制定和完善我国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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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青少年面

临的重要健康威胁之一[１] ꎬ学校开展性教育已成为世

界各国促进青少年性健康的主要途径ꎮ 美国青少年

妊娠率和性传播疾病患病率一直居高不下[２] ꎬ导致的

严重后果对美国学校性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ꎮ 学校性教育相关课程标准和政策是有效开

展性教育的指导框架和重要组成部分ꎬ并且受到各国

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视ꎮ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ꎬ各州

的教育部门在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的采纳、制
定和实施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权ꎬ相对宽松的环境促

进了美国学校性教育标准及政策的发展ꎮ 美国的政

府机构(包括国家级和州级)和非政府组织均在学校

性教育标准和政策的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本文通

过比较和分析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制定的学校性教育

相关课程标准和政策ꎬ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学校性教育

标准和内容框架提供参考ꎮ

１　 国家级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

在美国ꎬ国家层面并没有制定独立的学校性教育

标准ꎬ而是将学校性教育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因此在健康教育相关标准中涉及到了学校性教育

的内容ꎮ 而在健康教育领域ꎬ由国家健康标准联合委

员会制定的«国家健康教育标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３]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标准ꎬ该标

准最初于 １９９５ 年制定ꎬ并在 ２００７ 年进行了修订ꎬ被美

国各州和学区广泛使用ꎬ以该标准为基础规定了符合

当地实际情况的健康教育内容和主题ꎮ «国家健康教

育标准»还对制定和发展独立的性教育标准产生了重

要影响ꎬ«国家性教育标准»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就是在此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ꎮ

«国家健康教育标准»包含 ８ 项内容ꎬ其中第 １ 项

为理解核心概念ꎬ第 ２ ~ ８ 项均为技能(分析影响因素、
获取信息、人际沟通、做决策、目标设定、促进行为的

改变、健康倡导)ꎬ对二、五、八、十二年级学生应该具

备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最低标准进行了规定ꎮ 然而ꎬ
«国家健康教育标准»并没有划分特定的健康领域ꎬ性
教育的内容同样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ꎮ ２００６ 年作

为美国国家公立学校主要监管者的美国公立学校首

席教育官员委员会依照«国家健康教育标准»的 ８ 项

内容ꎬ制定了«美国州际联合评价学生标准»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ＳＣＡＳＳ) [４] ꎬ并规定了 ９ 个内容领域:(１) 预防饮酒和

其他毒品的使用ꎻ(２)伤害预防ꎻ(３)营养ꎻ(４)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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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ꎻ(５)家庭生活与性ꎻ(６)预防吸烟ꎻ(７)心理健康ꎻ
(８)个体和消费者健康ꎻ(９) 社区和环境健康ꎮ 其中

“家庭生活与性”对性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ꎬ
同时对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在该内容领域应该掌握

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最低要求ꎮ 该标准中性教育的

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与关系、生长发育、艾滋病和其他

性传播疾病的预防、性行为和预防妊娠ꎬ其中性行为

和预防妊娠的内容是在初中阶段开始讲授的ꎮ

２　 州级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

相比于国家层面的标准ꎬ由各州教育委员会 / 公
共教学监督办公室制定的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更具

有实施效力ꎬ各州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

的性教育相关课程标准ꎮ 因此ꎬ各州开展学校性教育

的内容和方式具有一定的差异ꎮ 在可以搜集到的美

国 １５ 个州的相关标准中[５－２０] ꎬ大多数州并没有制定单

独的性教育标准ꎬ而是将性教育内容融入“健康教育

标准”和“体育与健康标准”课程进行规定ꎬ只有康涅

狄格州和华盛顿州专门针对性教育制定了相关标准ꎬ
见表 １ꎮ 各州学校性教育相关课程标准的制定均以

«国家健康教育标准»为基础ꎬ其中 ６ 个州还划分了具

体的健康领域ꎬ如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健康教育

标准»(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中包含了六大健康领域ꎬ其中“生长发

育与性健康” 专门对性教育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ꎮ 并且指出在幼儿园到三年级ꎬ“生长发育”是教学

的重点ꎬ而在五年级之后才开始讲授“性健康” 的内

容ꎮ ６ 个州涉及性教育的领域和内容见表 ２ꎮ

表 １　 美国 １５ 个州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和适用年级

州名 标准名称 适用年级及学段划分
加利福尼亚 公立学校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ꎬ一ꎬ二ꎬ三ꎬ四ꎬ五ꎬ六ꎬ七~八ꎬ九~十二年级
华盛顿 体育与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ꎬ一ꎬ二ꎬ三ꎬ四ꎬ五ꎬ六ꎬ七ꎬ八ꎬ九~十二年级

性健康信息和疾病预防指南 未规定
田纳西 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五ꎬ六~八ꎬ九~十二年级
阿肯色 体育与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ꎬ一ꎬ二ꎬ三ꎬ四ꎬ五ꎬ六ꎬ七ꎬ八ꎬ九~十二年级
内达华 体育与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五ꎬ六~八ꎬ九~十二年级
新罕布什尔 健康教育课程标准 小学ꎬ初中ꎬ高中
怀俄明 健康教育内容和表现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四ꎬ五~六ꎬ七~八ꎬ九~十二年级
北达科 健康教育内容和成就标准 幼儿园ꎬ一ꎬ二ꎬ三ꎬ四ꎬ五ꎬ六ꎬ七~八ꎬ九~十二年级
路易斯安娜 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ꎬ一ꎬ二ꎬ三ꎬ四ꎬ五ꎬ六ꎬ七ꎬ八ꎬ九~十二年级
特拉华 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五ꎬ六~八ꎬ九~十二年级
亚利桑那 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五ꎬ六~八ꎬ九~十二年级
爱达荷 健康教育内容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五ꎬ六~八ꎬ九~十二年级
威斯康辛 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二ꎬ三~五ꎬ六~八ꎬ九~十二年级
康涅狄格 全面健康教育－性健康教育内容指南 幼儿园ꎬ一~四ꎬ五~八ꎬ九~十二年级
亚拉巴马 健康教育标准 幼儿园ꎬ一ꎬ二ꎬ三ꎬ四ꎬ五ꎬ六ꎬ七ꎬ八ꎬ九~十二年级

表 ２　 美国 ６ 个州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中涉及性教育的内容

州名 标准名称 涉及性教育的主要领域 具体内容
加利福尼亚 公立学校健康教育标准 生长发育与性健康 身体各部分名称、功能和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ꎻ生长发育的个体差异ꎻ

青春期生理、心理、社会和情感变化ꎻ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传
播和预防ꎻ妊娠过程和避孕方法ꎻ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责任等ꎮ

华盛顿 体育与健康教育标准 性健康 解剖学和生理学ꎻ生长与发育ꎻ生殖过程ꎻ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预防ꎻ
预防妊娠ꎻ自我认同ꎻ健康关系(亲情、友情和爱情)ꎻ与性健康服务、性犯
罪相关的华盛顿州法律ꎮ

田纳西 健康教育标准 个人健康、家庭生活、 身体结构和功能ꎻ家庭构成和变化ꎬ家庭成员角色和关系ꎻ人体生长和发
疾病预防与控制 育ꎻ艾滋病传播和预防ꎮ

阿肯色 体育与健康教育标准 人类生长发育、疾病预 生长发育各时期的身体、心理、情绪、社会的变化ꎻ预防妊娠的方法(包括
防、健康生活技能和关 禁欲)ꎻ艾滋病以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ꎻ保持健康关系ꎻ禁欲和其他
系、个人健康与安全 避孕方法的重要性ꎻ性行为的责任和后果ꎻ识别和预防性虐待等ꎮ

内达华 体育与健康教育标准 生长与发育、疾病预防 身体结构、功能和发育过程ꎻ青春期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变化ꎻ尊重生
与控制 发育的个体差异ꎻ性传播疾病的预防ꎮ

新罕布什尔 健康教育课程标准 家庭生活与性 生长发育过程中生理、心理、情感和社会变化ꎻ家庭结构和变化ꎻ家庭成
员角色和责任ꎻ保持健康关系(家庭、朋友、恋人和婚姻)ꎻ艾滋病和其他
性传播疾病的预防ꎻ禁欲和妊娠预防ꎮ

　 　 在实施与评价方面ꎬ美国各州制定的性教育相关

标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ꎮ «国家健康教育标准»中

对学段的划分较为粗略ꎬ即为幼儿园到二年级、三到

五年级、六到八年级、九到十二年级ꎮ 而很多州将年

级划分的更为细致ꎬ规定了达到该学段后学生应该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ꎬ在具体操作时更具实用性ꎬ教师可

以在每个年级结束后对照相应的标准评价学生的表

现ꎮ 华盛顿州、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娜州等在一到八

年级规定了每个年级结束后学生应该达到的成就ꎮ
在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时ꎬ田纳西州、怀俄明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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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达科州除了规定学生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ꎬ还将学

生的评价指标划分了等级ꎬ各个等级指标分别对应学

生不同的表现ꎮ 如怀俄明州标准将学生表现分为非

常精通、精通和基本合格 ３ 个等级ꎮ 到二年级结束时ꎬ
在健康信息、产品和资源标准中ꎬ如果学生可以在没

有协助的情况下准确识别和确定健康资源ꎬ则评价为

非常精通ꎻ如果学生可以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准确识别

和确定健康资源ꎬ并需要一定的协助ꎬ则评价为精通ꎻ
如果学生在识别和确定健康资源时会出现一些错误ꎬ
并需要大量的协助ꎬ则评价为基本合格ꎮ

３　 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及政策

在美国ꎬ非政府组织在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和政

策的制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在全面性教育领

域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性信息和教育委员会(ＳＩＥＣＵＳ)
制定和出版了«全面性教育指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１] ꎬ为开展学校性教育

需包含的关键概念、主题和信息提供了基本框架ꎬ并
成为性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ꎻ此外ꎬ由
美国健康教育协会、美国学校卫生协会等多个非政府

组织以«国家健康教育标准»和«全面性教育指南»为

基础制定了«国家性教育标准» [２２] ꎬ该标准的发布主

要是为了弥补全国范围内性教育实施的不一致性和

课时的有限性ꎮ
«全面性教育指南»和«国家性教育标准»均将学

生的年龄范围划分为 ４ 个水平ꎬ规定了不同学段的学

生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ꎬ并且将性教育的内容分为具

体的概念和主题进行讲授ꎮ «全面性教育指南»中包

含的六大关键概念覆盖范围较为广泛ꎬ而«国家性教

育标准»中包含的主题更为具体和明确ꎮ 与«全面性

教育指南»不同的是ꎬ«国家性教育标准»不仅规定了

不同年龄阶段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信息和知识ꎬ还同

时对学生应该具备的技能和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ꎬ体
现了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性教育理念ꎮ

非政府组织除了参与学校性教育标准及政策的

制定ꎬ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标准的实施ꎮ 美国青年倡

导组织(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在 ２０１５ 年制定了以«国

家性教育标准»为基础设计的学校性教育课程计划ꎬ
即«权利、尊重、责任:幼儿园至十二年级课程选择指

南»(Ｒｉｇｈｔ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Ｋ－１２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Ｌｅｓｓ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２３] ꎬ对幼

儿园至高中阶段学校性教育的课时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共 ７９ 个课时)ꎬ同时考虑到在课时不充分时ꎬ教师

应该讲授的优先主题ꎮ 例如在幼儿园至二年级ꎬ该指

南中共设计了 １０ 个性教育课时ꎬ其中幼儿园和一年级

各 ３ 个课时ꎬ二年级 ４ 个课时ꎮ 利用 １０ 个课时ꎬ教师

讲授的内容应该覆盖«国家性教育标准»中的 ５ 个主

题ꎬ即解剖与生理学、健康关系、自我认同、妊娠与生

殖和个人安全ꎻ但该指南还同时规定了在只有 ８ꎬ６ 和

３ 个课时的情况下ꎬ应该优先讲授的主题和课程ꎮ 此

外ꎬ青年倡导组织还为承担性教育的教师提供了指导

用书[２３] ꎬ为教师在实际教授性教育课程时可能遇到的

问题提供了指导和建议ꎬ如如何说明敏感问题、如何

回答学生的问题等ꎮ

４　 美国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主要具有以下

鲜明特点ꎮ 首先ꎬ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和政策已形成

一定的体系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ꎬ更好地保证了标准

的实施ꎮ 以国家层面制定的«国家健康教育标准»为

基础ꎬ各州根据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实际需求制定了自

己的学校性教育相关标准ꎮ 而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定

的«全面性教育标准»和«国家性教育标准»ꎬ弥补了

«国家健康教育»标准未划分内容领域的不足ꎬ为性教

育提供了具体的内容框架ꎮ 此外ꎬ«课程选择指南»和

«教师指导用书»的编写将学校性教育的课程标准设

计为具体的课程计划和教辅材料ꎬ根据主题设计了课

时安排ꎬ并为性教育教师提供了参考资料ꎬ使得标准

的实施更具操作性ꎮ
其次ꎬ在性教育的内容方面ꎬ美国学校相关性教

育标准中包含的内容相对丰富和开放ꎬ主要与其国家

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ꎮ 美国的性教育是在年轻

人性传播疾病尤其是艾滋病和少女怀孕激增的背景

下产生和发展的ꎬ因此性教育的内容中强调了包括艾

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避孕的内容ꎬ并且对

性行为、性健康等较为敏感的话题也作了详细的规

定ꎮ 此外ꎬ在各个标准中均将“性”与其他相关话题联

系起来ꎬ如性与关系、性与家庭、性与文化、性与媒体

等ꎬ使学生能够以更开阔的视角全面认识和理解性ꎬ
并且通过性教育提高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ꎮ

最后ꎬ美国学校相关的性教育标准均强调了重视

技能和能力的培养ꎮ 学校性教育不仅要为学生提供

全面准确的性知识ꎬ更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养成ꎮ 无论

是«国家健康教育标准»ꎬ还是各州的学校性教育相关

标准ꎬ均对各个年龄阶段应该具备的技能和能力做出

了明确的规定ꎮ
美国学校性教育的相关标准及政策对我国学校

性教育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ꎮ 目前ꎬ我国尚未制

定单独的学校性教育标准ꎬ而是将性教育的内容作为

学校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规定ꎮ 教育部于

２００８ 年颁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２４] ꎬ包含 ５
个健康领域ꎬ其中主要涉及性教育的内容领域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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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ꎬ此外“疾病预防” “心理健康”
和“安全应急与避险”领域也涉及到了关于艾滋病的

预防、人际交往技能、自我认同和预防性侵害等性教

育相关内容ꎮ 纲要中覆盖了性生理心理的发展、如何

建立和维护关系、性传播疾病的预防以及保护个人安

全等方面的内容ꎬ但关于家庭与责任、性行为、预防妊

娠、性别角色与性取向、性健康服务和性道德等方面

的内容规定相对缺乏ꎬ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ꎮ 此

外ꎬ我国«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在基本原则中也

提到了要坚持健康知识传授和健康技能传授并重的

原则ꎬ但对内容的规定更加侧重于知识层面ꎬ缺乏对

学生各种技能和能力的培养(如获取信息、自我管理、
决策技能等)ꎮ 最后ꎬ保证标准相关的配套资源是至

关重要的ꎮ 仅制定标准是远远不够的ꎬ学校性教育课

程标准是一个起点ꎬ为学校性教育的内容提供了框

架ꎮ 而保障标准的实施还需要对具体的课程计划、课
时安排等进行设计ꎬ并为教师提供帮助ꎮ 因此ꎬ开发

和编写相应的教材、教辅资料、课件等配套资源也十

分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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