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取为全世界青少年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

工作队伍是所有卫生系统的核

心。世卫组织题为《促进全世界青少

年的健康：第二个十年里的第二次机

会》的报告指出，为青少年实现全

民健康覆盖将需要重新重视对卫生保 

健提供者的教育（世卫组织，2014

年）。在全球，越来越多的证据显

示，青少年医学教育可以提高卫生保

健人员的临床绩效（Sanci, 2000年; 

Sawyer, 2013年）。然而，矛盾的

是，虽然卫生保健人员报告说他们很

愿意发展技能，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

服务，但他们的教育需求仍然不能得

到满足（Sawyer, 2013年）。

本政策简报提出了投资于为创建

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卫生工作队伍的理

由以及关于如何通过岗前教育和专业

继续教育实现这一点的最新证据。政

策简报旨在供卫生部和教育部负责实

施岗前教育和专业继续教育规划以及

提高青少年卫生服务质量的官员、教

学机构和工作场所中负责卫生保健提

供者专业教育的课程协调者和教育人

员以及支持政府培训卫生保健专业人

员和提高青少年卫生服务质量的基金

会和民间社会组织使用。

为什么卫生保健提供者需要青少年健康方面的特殊

培训？

不能单纯地把青少年视为“大孩子”或“青年成人”。个体、人际、社区、组

织和机构因素使青少年在理解信息的方法、影响他们行为的信息类别和信息渠道以

及他们对未来的想法和如何在当下做出决定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图1）。

图1. 青少年独特性因素的社会生态学模式

来源：Baltag V, Sawyer SM（印刷中） 

与年龄和发育阶段相关的个人层
面因素

 • 快速生长以及随青春期出现的成熟（例如身
体生长、性成熟、神经认知功能作用、情感
成熟）

 • 开始出现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和状况，与较小
儿童相比具有范围更广泛的健康风险

 • 在涉及同龄人的激烈活动中（“热认知”）
改变行为以应对风险的能力有限

 • 识别可能影响现有行为的长期健康风险的能
力有限

 • 与较小儿童相比，在就诊时更加希望保持私
密性和自主性

 • 与成人相比，健康素养较差

 • 与儿童相比，不经过家长求医的能力更强，
但与成人相比，关于何时求医的经验较少

 • 与成人相比，争取卫生保健权利的权能较弱

人际层面因素

 • 常常依赖成人接送他们去就诊

 • 常常有家长或其他成人陪伴，这些人一
般认为自己在诊治时应当在场

 • 与家长或其他成人之间的逐渐疏远使家
长了解子女内心世界和青少年可能经历
的风险（例如自残）的能力减弱

 • 尴尬、耻辱和害怕后果，可以使青少年
不愿意与家长和卫生保健提供者分享重
要的信息

 • 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作用是卫生资源的 
“守门人”；他们对用于青少年的资
源的适当性或合法性的看法可以降低
健康促进资源的可及性（例如向处于
性活跃期的未婚少女提供避孕药具） 
 
 
 

社区层面因素

 • 尤其影响青少年的许多健康问题在社区中受到严重歧视，可能会使青少年不愿意求医

 • 青少年抵制社区中阻止或歧视求医（例如未婚少女的艾滋病毒检测）的价值观和规
范的能力较差

 • 社区价值观和规范反映了成人的观点，可能不理解青少年行为的流行情况或行为变
化提出的挑战

组织和机构因素

 • 与成人相比，青少年可能更难以接受卫生服务缺乏私密性的情况，因为青少年对其
他人的想法很敏感

 • 青少年健康方面的培训欠缺或不够，使卫生保健提供者对青少年的健康和社会需求
及其权利缺乏充分了解

 • 同意接受服务的权利有限
 • 实用资源（例如资金、交通）的可及性有限

创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
卫生工作队伍 

政策简报

1



创
建
适
合
青
少
年
特
点
的
卫
生
工
作
队
伍

成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卫生保健人员意味着什么？ 

要应对青少年的独特性，卫生保健人员就必须形成各种能力——知识、技能和态度，以

便更充分地了解青少年的发育并根据青少年的年龄和发育阶段采用不同的沟通方法。同样重

要的是，医务人员必须能够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促进、保护和实现青少年卫生保健权利的法律

和政策，例如在评估青少年自主决策能力时。最后，为了能够确保有效治疗，必须了解罹患

特定疾病的青少年患者的管理特殊性。

领域1

青少年健康和发育 
方面的基本概念以及 
有效的沟通

法律、政策和质量标准 罹患特定疾病的青少年 
患者的临床治疗

青少年卫生保健的基础
酌情而定的 
临床治疗

领域 2 领域 3

图3. 为青少年服务的卫生保健提供者需要三个主要领域内的能力

图2. 青少年诊治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

鉴于这些因素，医务人员在诊治青少年时需要特别注意沟通方式、诊治形式和青少年

在影响其健康的决定中的参与。青春期迅速的智力和情感发育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机会，可

以把指导和引导转变成提醒和建议，以后还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联合国儿童权

利公约，2009年）。图2概括了青少年诊治期间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以便实现其权利。

来源：Baltag V, Sawyer SM（印刷中）。

• 使用适合发育阶段的语言

• 形成友好关系，促进参与和权能

• 把卫生保健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健康相关

行为的保密评估正常化

• 使青少年参与决定

• 确保私密性

• 支持卫生保健的保密性

• 促进青少年表示接受和同意

• 减轻卫生保健对青少年的经济负担

• 与社区服务和机构相联系

• 把针对病人主诉症状的治疗与更

广泛的评估结合起来

• 与青少年有保密的单独接触时间

• 进行社会心理评估

• 评估自主决策能力

• 支持家长（或监护人）酌情参
与

• 使家长（或监护人）了解青少
年的适当诊治

沟通方法

政策和程序

诊治形式

家长/监护人在
医护过程中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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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卫生保健提供者都必须能适合青少年的特点。

每一位医学院校毕业生都应当具备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方面的核心能力。在岗前教育和在职教育期间都可以教授

这些核心能力（表1）。需要在各类型教育中逐步推进，以便确保终生不断学习。但是，许多国家没有可持续的专业

继续教育形式。因此，改进岗前课程设置中关于青少年健康部分的结构，内容和质量是很重要的。在岗前课程和研

究生教育中强制性地开展以能力为基础的青少年卫生保健教育，是形成有能力维护青少年健康的工作队伍的主要行

动之一（世卫组织，2014年）。

表1. 初级保健机构中卫生保健提供者在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方面的核心能力

领域 能力

领域 1 青少年健康和发育

方面的基本概念以

及有效的沟通

能力1.1了解青少年的正常发育，对健康的影响及其对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的影响

能力1.2与青少年患者有效地互动

领域 2 法律、政策和质量

标准

能力2.1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影响向青少年提供卫生保健的法律和政策

能力2.2根据质量标准为青少年提供服务

领域 3 罹患特定疾病的青

少年患者的临床治

疗

能力3.1评估正常的生长和青春期发育以及管理生长和青春期的各种障碍

能力3.2提供免疫接种

能力3.3管理青春期常见健康问题

能力3.4评估精神卫生状况以及管理精神卫生问题

能力3.5提供性和生殖卫生保健

能力3.6提供艾滋病毒预防、发现、管理和医护服务

能力3.7促进身体活动

能力3.8评估营养状况以及管理营养相关障碍

能力3.9管理慢性健康问题，包括残疾

能力3.10评估和管理物质滥用及其健康问题

能力3.11发现暴力侵害并向受害者提供一线支持

能力3.12预防和管理意外伤害

能力3.13发现和管理地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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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态度——青少年卫生保健中各项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

以充分尊重其人权的态度对待每个青少年。

尊重青少年患者的选择及其同意或拒绝体检、化验和干预措施的权利。

以不做评判和不歧视并尊重个人尊严的态度对待所有青少年，包括来自弱势和脆弱人群的青少年。

认识到青少年是变革推动者和创新的来源。

了解与青少年、守门人和社区组织形成伙伴关系在确保为青少年提供优质卫生保健服务方面的价值。

把青少年卫生保健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并认识到青少年需要时间来作出决定，可能需要

持续的支持和建议。

把每个青少年看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和问题，不同的成熟程度、健康认知程度和对自己

权利的理解程度，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学业、工作、婚姻、移徙）。

尊重青少年个体的知识和学习方式。

表现同情心、鼓励、非权威式的沟通和主动聆听。

在私密环境中提供保密的服务。

注意到自己的态度、价值观和偏见可能会影响向青少年提供保密、非歧视性、不做评判和体面医护的能力。

来源：根据世卫组织2011年的文件改写

创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卫生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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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卫生工作队伍的国家战略

在把青少年健康纳入医务人员培训规划方面，许多国家已取得进展。例如，在瑞士和斯里兰卡，青少年健康作为

独立的课程或整体课程设置的一部分进行教授（见方框）。

瑞士和斯里兰卡现有的青少年健康培训规划

自1998年以来，在洛桑医学院，青少年健康和医学被作为一门必修课，在第三年至第五年进行教授。

青少年医学专家主持大部分课堂教学，但精神病学家、内分泌学家和妇科学家负责一部分课堂教学。提供大

课讲座和小组讨论课。青少年以患者的身份协助教授沟通技能。讲座在若干教学单元内举行，涉及儿科学、

精神卫生、物质滥用和性特征。

这种以能力为基础的规划包括若干主题，例如人类学和关于青少年的概念；通过生命全程方法促进青少

年健康；法律和伦理问题；青少年的正常生理和社会心理发育；促使青少年及其家人一起有效开展诊治的沟

通技能和策略；使用HEADSSS（家、教育/就业、活动、毒品、性特征、自我形象、安全）评估工具记录社

会心理病史；偏离正常发育轨道的情况；高危和探索行为；适当的体检，包括青春期分期；青少年参与自身

医护的计划和执行；以及倡导青少年健康和福祉。检查包括关于青少年健康的问题，从而促使学生参加讲座

和讨论课。

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拉格默）医学系内科/外科学士的课程设置中有关于青少年健康的内容，被纳

入课程设置的不同部分。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是妇产科、内科和儿科等系教授的临床技能的一部分；精神病

科、家庭医学、伦理学、专业化和社会学等系教授的行为科学和精神卫生课程的一部分；以及基础和应用科

学及社区卫生课程的一部分。

指导国家舆论领袖和决策
者并创建计划和领导该过
程的国家工作队

1.

评估现状，制定建议并选
择能够倡导变革和具有影
响力的有关教育机构

2.监测和评价4.

培训教员并实施
变革3.

来源：世卫组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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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对国家的支持

初级保健提供者在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方面的核心能力（世卫组织，2015年）。

为了支持国家创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卫生工作队伍，世卫组织编写了《初级保健

提供者在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方面的核心能力》，其中包括评估岗前教育中青少年健康

和发育内容的工具（世卫组织，2015年）。世卫组织支持参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埃及、加纳、印度、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岗前教

育的机构评估岗前课程设置中青少年健康部分的结构、内容和质量并制定建议以便作

出改进。通过促进卫生保健提供者在青少年卫生保健和发育方面的能力，《初级保健

提供者在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方面的核心能力》支持国家实施《关于向青少年提供良好

卫生保健服务的全球标准》（世卫组织，2015年）。该能力框架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

改进初级卫生保健提供者的教育，提高向青少年提供的卫生保健服务的质量。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48354/1/9789241508315_eng.pdf?ua=1

国家在制定青少年健康和发育培训规划方面的进展

以下例子显示，通过使用世卫组织《针对卫生保健提供者的青少年健康介绍项目》和《青少年工作指导》

及其它规划支持材料，许多国家在加强卫生保健提供者处理青少年特殊需求的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世卫组

织，2014年）。

• 由于认识到需要在西太平洋区域加强一线工作者处理青少年特殊需求的能力，香港理工大学(理大)护理学院的

岗前护理项目采用了青少年健康和发育综合课程。中国苏州大学为护理学本科生开展了为期两周的夏季青少年

健康和发育护理项目。关于青少年卫生保健方面护理能力的世卫组织框架以及世卫组织青少年健康介绍项目 

（已翻译和改写成繁体和简体中文）充实了该课程。

• 考虑到提高国家青少年和青年健康促进、预防和医疗政策与规划质量的必要性，智利天主教大学与泛美卫

生组织合作，在2003年制定了“青少年健康和发育远程教学综合规划”（http://ucvirtual.uc.cl/medicina/ 

adolescente2013）。

 

aa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Department of Maternal, Newborn,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Email: mncah@who.int
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en

CORE COMPETENCIES IN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FOR
PRIMARY CARE PROVIDERS

INCLUDING A TOOL TO ASSESS THE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COMPONENT IN PRE-SERVICE

EDUCATION OF HEALTH-CARE PROVI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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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青少年健康方面培训的世卫组织现有工具的更多信息 

针对卫生保健提供者的青少年健康介绍项目（世卫组织，2006年）。. 

这份培训材料旨在帮助卫生保健提供者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育并预防和应对向该人群

提出挑战的健康问题。 

http://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documents/9241591269/en/

青少年工作指导（世卫组织，2010年）。 

这是一份便于使用的案头参考工具，供向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提供服务的卫生工作者

（经过培训和注册的医生、护士和临床官员）使用。其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卫生工作者以更

有效和更敏感的态度对待青少年患者。其中提供了分步骤的精确指导，说明当青少年对自

身健康或发育提出问题或关注时，应当如何对待他们。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99962_eng.pdf?ua=1

TEACH-VIP电子学习（世卫组织，2010年）。 

这是一份在线培训资源，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对象，包括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专业人员、

公共卫生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官员及其他有意愿增加自己在伤害和暴

力预防方面知识的人员。

http://teach-vip.edc.org/

TEACH-VIP 2（世卫组织，2012年）。

世卫组织关于预防和控制伤害的单元培训课程是根据全球伤害问题专家网络提出的意

见制定的，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种培训对象。

http://www.who.int/violence_injury_prevention/capacitybuilding/teach_vip/en/

DÉVELOPPEMENT  MENSTRUATIONS  GROSSESSE  GÉNITAUX/IST  VIH  

AUTRES CONDITIONS  MANGER SAINEMENT  EXERCICE PHYSIQUE  

ACTIVITÉ SEXUELLE  BIEN-ÊTRE ÉMOTIONNEL  TABAC, ALCOOL  

TRAUMATISMES ACCIDENTELS  VIOLENCE & MAUVAIS TRAITEMENTS  

DÉVELOPPEMENT  MENSTRUATIONS  GROSSESSE  GÉNITAUX/IST  VIH  

AUTRES CONDITIONS  MANGER SAINEMENT  EXERCICE PHYSIQUE  

ACTIVITÉ SEXUELLE  BIEN-ÊTRE ÉMOTIONNEL  TABAC, ALCOOL  

TRAUMATISMES ACCIDENTELS  VIOLENCE & MAUVAIS TRAITEMENTS  

DÉVELOPPEMENT  MENSTRUATIONS  GROSSESSE  GÉNITAUX/IST  VIH  

AUTRES CONDITIONS  MANGER SAINEMENT  EXERCICE PHYSIQUE  

Le Guide pratique pour les soins aux adolescents : un outil 
de référence destiné aux agents de santé de premier niveau 

– Ce Guide fait partie d’un ensemble d’outils mis au point par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pour renforcer les 
capacités des agents de santé à répondre effi cacement et avec 
sensibilité aux besoins des adolescents. Il est destiné aux agents 
de santé fournissant des services de soins primaires et offre des 
orientations précises et progressives sur la manière de prendre 
en charge les adolescents qui viennent les consulter pour un 
problème ou des préoccupations particulières concernant leur 
santé ou leur croissance.

GUIDE PRATIQUE 
POUR LES SOINS 
AUX ADOLESCENTS

UN OUTIL DE RÉFÉRENCE DESTINÉ AUX 
AGENTS DE SANTÉ DE PREMIER NIVEAU 

Titulaire d’une 
formation pour 
les soins aux 
adolescents«�Merci beaucoup pour 

toutes ces explications 
si claires.�»

Je veux aider cette 
jeune fille, mais je ne 

veux pas enfreindre la 
loi. Que dois-je faire ?

CONSULTATION

ROOM

  I want to help this 
young woman, but I do 
not want to break the 

law. What should I do ?

Pour plus d’informations, y compris sur les publications, 
veuillez vous adresser au :

Département Santé de la mère, du nouveau-né, de l’enfant et de 
l’adolescent (MCA)
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20 Avenue Appia,1211 Genève 27, Suisse

Tél. : +41 22 791 2668  •  Télécopie : +41 22 791 4853
Courriel : mca@who.int
Site web : http://www.who.int/maternal_child_adolescent/fr

ISBN 978 92 4 2599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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