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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恋爱在我国一直都没有被明令禁止过,随着学生年龄的不断增加,大学恋爱逐渐被家长们
接受。虽然是默认大学可以恋爱,但近年来,在校生子的新闻也越来越多,由于我国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对
性教育启蒙做到一直不到位,这就导致许多女生学生在恋爱的时候会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而产生性行
为,进而导致自身受到伤害。为此,本文以职业院校女大学生恋爱观对性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教师以及家长更了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性行为,在享受恋
爱美好的同时真正做到保护自己,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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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Female Students' Love View on Sexual Behavior in Vocational Colleges
Hongjian Kuang
Shand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fall in love has not been explicitly banned in China, and with the increasing age of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fall in love is gradually accepted by parents. Although it is the default college students
can fall in love, bu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news,about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oncept in our country, the enlightenment of sex education
has not been in place, which has led to many female students in love have sexual behavior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further lead to their own harm. To this end,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love view on sexual behavior, and discusses it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hoping to help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 treat sexual behavior correctly,
and truly protect themselves while enjoying the beauty of love and respect others.
[Key words] college love; vocational college; love view; sex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sexual behavi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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