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年青人談婚姻與家庭 

關啟文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
授、 

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婚姻定義 

婚姻指一種制度， 

承認一對男女的最親密關係， 

使彼此在感情上獲得滿足， 

並且將他們約束於相互的 

義務與權利體系之中。 

 



家庭基本概念  

家庭是指一群有親屬關係且住在一
起的人  

家庭是一個可以讓孩子出生、受保
護、在經濟上和情感上得到照顧、
被社化的地方  



婚姻的基本理念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無條件的盟約與承諾） 

互補而平等（所以不等同父權主義） 

婚姻是社會承認和鼓勵的制度 

婚姻是家庭的基礎 





一夫一妻制所面對的挑戰 
一夫一妻制的特點 挑戰 

男與女的結合 同性婚姻 ; transgender marriage 

一對一的結合 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元化婚
姻（多夫多妻） 

一生一世的結合 Cohabitation; 婚外情／包二奶；
離婚文化；多元家庭論； 

Social institution 開放婚姻；廢除婚姻 



香港婚姻家庭的危機 
  



文化解體 

 離婚增加 

 兒童數目減少 

 忽視婚禮的意義   

 年輕人反叛父母 

 父母不再接受自己的責任為天職 

 對通姦的寬容 



 



鬆脫了的香港家庭根基  

 以核心家庭為主，家庭支援減弱  

 結婚率低                                                 

  (1990年47,200宗，2004年41,400宗)        

 離婚數字不斷上升  

    (1990年5,551宗，2002年12,943宗， 

      2004年15,600宗，2006年17,424宗) 







 







婚姻概念改變：盟約變合同 

倫理學家Lewis B. Smedes說得好： 

  「當某人作出某個承諾時，就像是在
不可知的汪洋中，創造出一個肯定、真
實的小島。……當我們立下應許，等於
靠我們薄弱的意志，與其他人在不可預
知的狀況下作一項約定。不論後果為何，
我和立約定的人都願承擔起責任。這，
幾乎是終極的自由。」。 



年青人對「盟約」的態度 

 矛盾：既追求，又逃避！ 

 Cynical 

 求婚- 唔得XXX，得左XXY。 

 愛人結婚了，新郎不是我，ZZ! 

 流行歌： 

 現在說永遠已經很傻 

 分開、飄泊、再遇、然後再分開。 



廣告：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
經擁有。但真的嗎？ 

或者：追求別人對他的承諾，但逃
避自己去作出承諾！ 

「試婚」／同居：wan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有長期關係又不用作
出承諾，但註定失敗，不能滿足。 

產生家庭危機。 

 



 亞視節目，省港傾情，葛民輝主持，一香
港男生問廣州少女，若我們開始了拍拖，
但我有意外，半身癱瘓，妳會怎樣做？女
生答… 

 最近在大陸打的時聽電台節目，一女子決
定離開丈夫，因為….  

 我們不禁問：還有一生一世、不離不棄的
愛情嗎？  



盟誓？ 

我陳大文／李亞嬌 

   願意與妳／你結為夫婦， 

   敬愛你、保護你，無論 

   順境逆境、富貴貧賤、疾病健康， 

   我都與你終身廝守。 



 

我ＸＸＸ
願意與
你結為
夫婦、
敬愛你
、保護
你，無
論順境
逆境、
富貴貧
賤、疾
病健康
，我都
與你終
身廝守
。 

  【】裡的才是心底話： 

 

我願意與你【暫時】結為夫
婦 

敬愛你【直至你走樣為止】 

保護你【只要你的敵人不要
太厲害】， 

無論順境逆境、富貴貧賤、
健康疾病【當然要視乎你貧
成點、賤成點、病成點】， 

我都與你終身廝守【直至有
更可愛的人出現為止】。 



婚姻本來就是一種斷然、有前冇後打死罷就、
破斧沉舟、義無反顧、不計較、無條件的
承諾，不是去試衫！ 

所以所謂「試婚」只是試下在沒有委身和沒
有盟誓的情況下住在一起，試的不是真正
的婚姻。 

不投入委身的婚約關係，永不
會明白真正婚姻的意義。 

   => 「試婚」的荒謬 

               



 



 孔雀哥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nN8mgw

EUl8 

 

 幕後花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1OTkz

MTEy.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nN8mgwEUl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nN8mgwEUl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1OTkzMTE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1OTkzMTEy.html


年青人仍然響往一生一世的愛情
和盟約，只是欠缺信心 

需要鼓勵（文化上、制度上） 

需要維持盟約的「技巧」，政府
應支持更多的婚前和婚姻教育 

需要榜樣(role model) 



明白家庭制度的重要性  

 有助個人成長 

 心靈需要 

 激發人的潛能 

 經濟力量 

 孩子成長、學習和受保護的地方 

 





鬆脫了的香港家庭根基  

 父母工作忙碌，兒童缺乏愉快的成長環境  

 長者扶養比率上升  





鬆脫了的香港家庭根基  

 家庭暴力上升  





婚姻病了?！ 

 
還有制度上的衝擊！ 





同性婚姻勢不可擋？ 

New trends (2013年):  

烏拉圭(Uruguay) 

紐西蘭( New Zealand) 

法國( France) 

英國( UK) …  

 



婚姻制度── 

平等人權 vs 公共利益： 

 面對婚姻和家庭的爭議時，主要進
路有兩個：一是訴諸公共利益
(common good)，二是訴諸人權。 

 我們有理由支持某種家庭結構，當
且僅當它能促進最大的公共利益 

 支持同性婚姻的最常見論據其實問
題重重，需要三思。 



F) 一夫一妻與公共利益： 

 一夫一妻對公共利益有甚大
的貢獻 

 同性婚姻對公共利益沒有同
樣的貢獻，甚或會產生重重
問題。 

 G) 結論：在制度上肯定一夫
一妻而不接受同性婚姻是合
理的。 



 

阿根廷（2010年7月15日） 

冰島（2010年6月27日） 

葡萄牙（2010年5月17日） 

瑞典（2009年5月1日） 

挪威（2009年1月1日） 

南非（2006年12月1日） 

加拿大（2005年7月20日） 

西班牙（2005年7月3日） 

比利時（2003年1月30日） 

荷蘭（2001年4月1日） 

 

同性婚姻合法國家（生效日期）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6%A0%B9%E5%BB%B7%E5%90%8C%E6%80%A7%E5%A9%9A%E5%A7%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B0%E5%B2%9B%E5%90%8C%E6%80%A7%E5%A9%9A%E5%A7%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D%9E%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88%A9%E6%97%B6%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E5%90%8C%E6%80%A7%E5%A9%9A%E5%A7%BB






荷蘭同運領袖成功爭取
同性「婚姻」後，記者問
他：「你下一個目標是甚
麼？」 

他答：是…… 



荷蘭同運領袖成功爭取
同性「婚姻」後，記者問
他：「你下一個目標是甚
麼？」 

他答：「三人婚姻」
！ 



WHY? 為何？ 

因為同性「婚姻」的支持者
相信這種原則： 

任何種類的性結合，只要有關
人士都是自願（或相愛），而
又不傷害其他人，那這些性行
為都是沒有問題的。 

社會也應肯定。 



同志伴侶法
已給同性戀
者與婚姻類
似的福利，
但同運不會
滿足於同志
伴侶。 

 

英國和法國
的例子可證
明這點。 







 

奧巴馬是第一個
公開支持同性婚
姻的美國總統，
同性婚姻的勢頭
似乎銳不可擋。 

但社會制度的變
革不應輕率，不
能跟風，不能純
憑感性，應理性
檢視其長遠後果。 



前香港大學精神科
教授吳敏倫 

「不論夫妻數目多
少，只要大家是成
年人和全都同意，
政府都給他們一個
合法登記，承認他
們的婚姻。」 

這叫多元婚姻
Polyamory（多夫多
妻制）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www.hku.hk/psychi/image/ng_n.jpg&imgrefurl=http://www.hku.hk/psychi/ng.html&h=222&w=213&sz=9&tbnid=DEG17Cw8a0MJ:&tbnh=101&tbnw=97&start=1&prev=/images%3Fq%3D%25E5%2590%25B3%25E6%2595%258F%25E5%2580%25AB%26hl%3Dzh-TW%26lr%3D%26ie%3DUTF-8%26sa%3DG


Polyamory- The Next Big Thing!!! 



對同性戀私人生活的接納和尊重，
與政府把同性婚姻制度化，是兩碼
子事 

其他人卻大多慷慨激昂，認為同性
婚姻是基本人權，是一個接納和尊
重同性戀的社會必須實施的 



 



同性婚姻關乎社會制度，並非私人問題 

同性性行為並未有法律禁止 

兩個同性戀者若兩情相悅，隨時可
以山盟海誓、住在一起、甚至大宴
親朋(如台灣作家許佑生） 

機構也可以給予他們夫妻般的福利 

究竟爭取同性婚姻者在爭取甚麼？ 



他們爭取的是同性婚姻的制度化 

意味著一夫一妻制的顛覆，和社
會整體對同性戀全然認同 

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別將會系統
地泯滅 
例如在加拿大的結婚證書裡只容許 “partner”

的字眼，有些異性戀者嘗試在“partner”旁邊
標明是 “husband”或 “wife”，也被禁止 



同性婚姻關乎社會制度，並非私人問題 

一旦同性婚姻制度化，這種價
值觀就會強加於每一個人  
例如一些回教僱主會被逼違反他們的
宗教信念，承認僱員的同性伴侶，並
給他們福利； 

學校也不能單單教異性戀婚姻 

家庭結構的改變會直接影響孩
子 的成長  



孩子在完整家庭成長，相比在同志父母的
家庭成長，真的沒有分別嗎？ 

一位社會學者就那些已長大成人的孩子
們(18-39歲)作了有關研究  

 Popul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M. Regnerus. “How different are the adult children 

of parents who have same-sex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the New Family Structures Stud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2), 6, 752-770. 

 

 



New Family Structure Studies 

(NFSS) 

The NFSS drew from a larg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random sample of the U.S. 
population of young adults, ages 18–39, 
who were raised in diverse family 
arrangements, screening 15,000 persons 
and interviewing 2,988 respondents, 
making it the second-largest probability 
sample of children of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http://www.familystructurestudies.com/ 

 

http://www.familystructure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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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抑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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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自殺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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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被父母或其他成人愛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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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被強迫發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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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感染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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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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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按照所有量度指標，完整家庭
都是最好的。 

男或女同性戀家庭差不多都有
很大問題。 



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並非對等 

人類的繁衍需要異性的結合，就
著這點並無多大爭議，所以政府
已有好的理由去肯定這種結合方
式 

相反，同運的婚姻哲學卻存在很
大爭議性，因為同性結合並無一
些公眾大多肯定的論點支持。 



Belgium 

Archbishop 

attacked due to 

opposition to 

homosexuality 

April 2013 

但比利時已通過
了同性婚姻和同
性領養，同運還
想怎麼樣？ 



 





同性婚姻對社會帶來衝擊 

以下都可能構成被懲罰違法的歧視行為： 

在言論上得罪同性戀者（最近加拿大的
Andrew Ciastek) 

不為同性婚禮提供服務（花店、蛋糕店、
攝影師） 

在私人機構不同意同性婚姻的言論（英國
的Adrian Smith) 

在學校不提倡同性戀等等，如英國近期案
例Robert Haye。 
 
 



小結 

同性婚姻會對整體社會的道
德觀念、家庭制度、孩子福
利和他人權利都有重大影響  

=> 不是私人問題 

 



婚姻是一種社會制度 

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在近作《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指出 

「要分辨一社會制度之目的，就等
於是分辨它應該推崇獎勵哪些美德。 

基本上辯的是，同性結合在我們社
會配不配享受到政府認可婚姻所賦
予的榮譽和肯定。」 



同性婚姻人權觀有巨大爭議性 

同性婚姻一定是人權嗎？ 

「同性婚姻是人權」這種說法往
往未經論證就被傳媒和知識分子
追捧，久而久之成為政治正確的
「真理」。  

但人權的宣告是很重要的，需要
強有力的論據支持！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香港同運分子何禮傑認為 

「香港法律把婚姻定性為一男一
女」的「做法… 有違聯合國的人
權法案」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這種指控非常誤導，因為聯合國的
《世界人權宣言》16條說： 

(一)成年男女，……有權婚嫁和成
立家庭。 

(二)祗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
全的同意, 才能結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
元, 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men and women” 「男 女 

」 (只有這條） 

 ≠ 大部分條文： 

每個人；"every human 

being” , "everyone"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23條亦說： 

(一）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
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二）已達結婚年齡的男女締婚和
成立家庭的權利應被承認。 

（三）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
完全的同意，才能締婚。」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這些條文明白提到「男女雙方」，
若結婚不用論性別，這種提法就
完全是多餘的 

無論如何，說在四十和六十年代
不同國家的代表已有認可同性婚
姻的共識，實在是難以置信的 

這種共識在今天也不存在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紐西蘭當年不接納同性婚姻，一對
女同性戀者(右Juliet Joslin)上訴到聯
合國人權委員會 



但按委員會在2002年對《公民權利
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解釋，
人權公約提到的婚姻權利是指 

「單純一男一女的自願結合」
(Joslin v.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No 902/1999) 

 



“Covenant has been 

consistently and uniformly 

understood as indicating 

that the treaty obligation 

of States parties stemming 

from article 23, paragraph 

2, of the Covenant is to 
recognize as marriage 
only the union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wishing to marry each 

other.”（Joslin v. New 

Zealand) (2002) 

 



反對同性婚姻有違聯合國人權法案？ 

人權公約均指出家庭不單是社會約
定俗成的建制，更是天然／自然的
社會單元 

婚姻的存在植根於大自然的秩序，
如從男女身體的構造得知男女才是
自然的配對  

不少中西方的哲學傳統及世界宗教，
認為同性戀行為是違反自然及人類
本性的，甚或是不道德的  

 



「人權」的無限擴張 

現在所有人無論爭取甚麼
都愛說這是他們的人權 

 

而不理會這種所謂人權在
法律、國際公約和道德原理
上有沒有基礎 

 



「人權」的無限擴張並不合理 

人權是指一些人生而有之、極度
重要的東西，是我們可以天經地
義去要求的 

但今天人權的語言無限擴張，人
權的範圍無所不包，反而： 

令基本人權的重要性模糊， 

令人權的概念更難獲共識， 

令人權的界定成為社會各利益團
體的戰場。 



「人權」的無限擴張 

可見的將來也有人說賣翻版光
碟、藏毒、吸食大麻、不上學、
不交功課也是人權 

 

為甚麼不是？有甚麼標準去釐
定？若全無標準，人權也沒有
固定意義 



「人權」的無限擴張 

在蘇格蘭，就有一位十五歲的
女生控告地方教育局，認為學
校要求她在午飯時留堂是侵犯
她的人權，違反了歐洲人權公
約 

 

要學生留堂不是絕對不可以，
但要先申請法庭手令！ 



如何區分冒牌人權和真實人權？ 

當大量冒牌人權在社會流通，
市民對「人權」的信心也會大
失，而貨真價實的人權也會貶
值。 

所以我們對每種人權的宣告都
要以批判的理性去檢視 

不是因為忽略人權，而是要保
護真實的人權 

 



混淆了「人格尊嚴的平等」 

與「生活方式的平等」 

以平權的理念去合理化性傾
向歧視法、同性婚姻等的人，
其實是混淆了「人格尊嚴的
平等」與「生活方式的平
等」。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是哈佛大
學的哲學教授，他在《正義》指
出從「平權」的理念證立同性婚
姻的做法，是不能成立的 

「要決定政府該不該承認同性婚
姻，怎可能不先為婚姻之目的、
同性戀的道德地位，來一場道德
辯論呢？ 」 
(p.282)  



Michael Sandel，著名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就婚姻問題，桑德爾贊成訴諸公共
利益的進路 

婚姻作為社會制度並非一些人有我
有的基本福利，而是對某種生活方
式賦予「榮譽和肯定」 

是一種推崇和獎勵，這當然要考慮
那種生活方式包含哪些美德、促進
那些美善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例如綜援是人人都可申請 

但政府頒發的大紫荊勳章卻是特別
給那些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人 

若每個人都可拿大紫荊勳章，那這
獎的獎勵和嘉許意味就蕩然無存 

婚姻是大紫荊勳章，而不是綜援 

又如NBA的MVP。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用公平角度看婚姻會產生很多難
題：成年人可結婚但少年人卻不
可，是否不公平？  

假若將來同性伴侶可以有免稅額，
但同性同居好友 (沒有性愛那種) 

卻不可以有免稅額，又是否公平？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我們可列出各種婚姻的理解： 
A.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終身結合 

B. 婚姻是兩個人 (不論男女) 的終身結合 

C. 婚姻是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的終身結合 

D. 婚姻是多男多女的終身結合(多元婚姻
polyamory) 

E. 婚姻制度違反人權，應該取消，因為它歧
視了終身結合以外的性表達方式 (如一夜
情)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同運認為若接受(A) 而不接受(B)，
會侵犯同志的平權 

然而若只接受（B）而不接受
(C)/(D)，多妻(夫)傾向者或多元
婚姻愛好者也會指控我們侵犯他們
的平等人權 

單從平權邏輯看，如何防止由（B）
向(C)-(E) 滑落呢？  



香港：與妻子同床
365天，一年免稅額
約十一萬元，平均
每晚約300元。 

喜愛一夜情的男人
每年也和不同女人
同床，只是每次不
同。 

為何不可以每次獲
得政府免稅額300元？ 

那婚姻制度對他們
是否不公平？在歧
視他們嗎？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泛公平主義或泛人權論不單導向多夫多
妻制，更不能把婚姻限於人，甚或不能
限於生物，我能否與心愛的Hello Kitty、
電腦、機械人或古董結婚，為何不可？ 

只考慮「公平」，那就應該沒有界線 

「同性婚姻是平權」的說法最終會導致
婚姻制度的瓦解 



2010年，一名日本動漫迷跟虛擬戀愛電玩《LOVEPLUS》的女
主角「姐崎寧寧」共結連理，選在關島教堂結婚、度蜜月，並

且在日本補辦一場婚宴。 



 

 

 

 

 

 

 

 

 

    

 

 

 

 

 

 

 

 

 

姐崎寧寧 

婚禮邀請卡 送愛妻一枝花 

一同暢泳 噢！ 



我們（男生或女生）可以和美少
女戰士（如月野兔）結婚嗎？ 



又可不可以跟禮服幪面俠結婚嗎？
甚至是男生？ 



家庭結構：平等人權vs公共利益 

若貫徹平權的進路，現在對婚姻
的各種限制也難以成立，到最後
導致婚姻制度的消失 

所以在家庭結構問題上，訴諸平
權的進路並不可取 

相反，訴諸公共利益的進路沒有
這樣可怕的後果，更為可取 



Polygamy Comes To Netherlands Through Civil Union 

Legislation 

October 6, 2005 – A man and two bisexual women 

have wed in the Netherlands by using civil unions 

 

Victor de Bruijn  

Bianica  and  

Mirjam 

 



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 

05 年 9 月 23 日 ， 男 士 Victor de 
Bruijn與兩名雙性戀女士Bianica de 
Bruijn和Mirjam Geven簽署「同居合
約」 (cohabitation contract)，共
同組織「三人家庭」  

在八十年代同性戀者當中也盛行同
居合約，這最後導致同性婚姻 

今天的三人同居合約也很可能是導
向三人婚姻的里程碑 

 



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 

荷蘭自由主義者Jan Martens承認這
是導向一夫多妻的捷徑，但他說：
「縱使你有兩個、三個、四個或六
十九個妻子或丈夫，我也一點不介
意。」 





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 

有些雙性戀者在同一段時間只會喜
歡一個人，但亦有不少雙性戀者可
同時喜歡兩個人，其實由這種雙性
戀者的存在推論到三人婚姻的合法
性並不困難  

同運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只要
有深刻的慾望，又沒有傷害人，就
有被滿足的權利。」  



假若有四個雙性戀者B1、B2、B3和
B4，B1同時愛上了B2和B3，而B2和
B3亦愛上了B1，那按照同運的原則，
有甚麼理由不讓他／她們三人同時
結婚？沒有。  

如耶魯法律學院的教授Kenji Yoshino

所言：「若雙性戀者不容許去表達
他們雙重的慾望，他們可公允地宣
稱自己已被傷害。」  



B3 

B2 B1 



B3 

B2 B1 

B4 

B5 



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 

一位美國領袖William Safire說：「現
在古老的一夫一妻制既重新被檢討，
那正是時候爭取一妻多夫制了。」  

美國ACLU主席Nadine Strossen說：
「我們曾維護個體實踐一夫多妻的
權利，我們維護成熟和互相同意的
個體之間的自由選擇。」  

 



同性婚姻不會破壞一夫一妻制？ 

Michelangelo 

Signorile在《Out!》
寫道，同性戀者
應「努力爭取同
性婚姻的權利和
有關福利。一旦
成功，便去重新
界定整個婚姻制
度… 

 

 



 

麻省波士頓 婚姻修定案司法委員會公開聆訊 

作證人： 多恩．史提芬諾華茲 (Dawn C. Stefanowicz) 

 

 ……我從我跟父親（和他的伴侶）一起的頭三十年中 

領會了不少生命的道理︰唯獨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最適 

合兒童成長的環境，孩子需要明白性別有男有女，在 

性方面也需要看見清晰的道德界線。對作為孩童的我 

，根本不能理解為何要那麼著重性別中立、中性打扮 

和泛性的行為。而群體性交、公共浴室性行為、巡迴 

尋找性伴，以及其他強調多元化的性行為，只會將私 

人和公開性行為之間的差別拆毀。 

 

 

 

 

多恩．史提芬諾華茲 (Dawn C. Stefanowicz)的故事 



 

 

 

 

 

 

 

 

 

    

   根據2001年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調查顯示，在美國的異性婚姻，近67％逾10年，50％逾20 

年。 

異性戀婚姻的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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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承諾關係的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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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Gay/Lesbian Consumer Online 
Census網上問卷調查了7862名同性戀者，其中42%
的同性戀承諾關係(結婚或同居)維持不足4年，71%不
到8年，只有9%超過16 年。  

 邵國華 吳展鵬 



 

 

荷蘭一項調查顯示，男同性戀者的承諾關係(結婚或同 

居)平均維持：1.5年。 

在這個所謂的承諾關係中，男同性戀者平均和8個在 

承諾關係之外的男人發生外遇性關係。  

 

資料來源：Xiridou M,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steady and 

casual partnerships to the incidence of HIV infection  

among homosexual men in Amsterdam. AIDS. 2003; 17:  

1029-38. 

男同性戀者的承諾關係 



 

 

女同性戀者濫交情況比男同性戀者輕微，但比異性戀 

嚴重。許多女同性戀者也和男性發生性關係。在一生 

中與超過50個以上的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同性戀者， 

是女異性戀者的四倍。  
 

資料來源：Fethers K et al.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nd risk behaviours in wo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2000; 76: 345- 

9.  

 

女同性戀者的性伴侶統計 



 

   一個重要研究顯示，43%的白人同性戀者，有五百或以上的性伴

侶；28%有一千或以上的性伴侶。 

 

另一個調查顯示，男同性戀者平均性伴侶數目是101-500， 

10.2%-15.7%有501-1000個性伴侶；10.2%有1000以上。 

 
 資料來源： A. P. Bell and M. S. Weinberg, Homosexualities: A Study of Diversity Among Men 

and Wo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pp. 303, 309; 另參A. P. Bell and M. S. 

Weinberg, and S. K. Hammersmith, Sexual Prefer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Van de Ven et al., “A Comparative Demographic and Sexual Profile of Older 

Homosexually Active men,”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4(1997): 354. 

同性戀者性伴侶統計數字  



性傾向不會滑坡？ 

台灣同運分子張宏誠說得明白：
「在自由主義以及平等保障的概
念下，所有婚姻形態的可能性都
應該被加以承認」(p.332) 

「就算是因此承認童婚或近親婚
姻，亦未嘗不可」(p.339) 

香港「姊妹同志」鼓吹「多元性
愛選擇」，「不設底線」 



多元家庭論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以個人權利為基礎，提倡多元的家
庭模式 

若單方面抬高某種形式的家庭（如
一夫一妻制），那就會對其他形式
的家庭（如單親家庭）構成歧視 

由60到80年代，家庭平等論在西方
相當流行 



多元家庭論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近期社會科學數據已質疑這種樂觀
主義 

80年代後期，就算一些女性主義者
的研究都指出離婚大多削弱女性的
經濟能力 

不與親生父母同住的孩子有兩三倍
高的機會遇到學習、就業和組織家
庭的困難 

 



多元家庭論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不少當代學者把這些研究的成果總
結，指出有不少理性和社會科學的
論據是支持一夫一妻的 

在《婚姻與公眾利益：十大原則》
（香港：維護家庭基金，2010）裡，
不少學者聯署支持下面的結論： 

 



多元家庭論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婚姻是夫妻兩人一生之久的個人結
合 

婚姻為人類帶來深遠的好處，能提
升我們的社群和性的本質，使之更
臻完備  

一般而言，男性和女性都會從婚姻
得到好處 

婚姻保障並促進兒童的福祉。  

婚姻能維繫公民社會，並促進公眾
利益 



多元家庭論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婚姻是產生財富的制度，能增加個人與社會的
資產 

當婚姻制度被削弱時，不平等的狀況會增加，
因為在一個缺乏擔當的父母的家庭中成長的兒
童，都要面對許多不利因素 

健全的婚姻文化能保障政治自由並限制政府的
權力 

有關婚姻的法例舉足輕重 

「公民婚姻」和「宗教婚姻」不能完全分開或
截然分割 



提倡一夫一妻就是排拒和歧視單親家庭？ 

Michael E. Lamb是劍橋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心理學教
授 

「三十年來，…相關研究…有一個基
本共識是，在父母親關係健全的家庭
中長大的小孩，比在單親家庭中長大
的小孩，心理上與發展上會比較健
全… 豐富的文獻顯示…在無父的家
庭中長大的小孩，相較於在雙親家庭
中長大的同儕，是比較不利的。 



尤其，這些文獻也被複製在心
理與之適應研究、在學校的行
為與成就研究、教育成就研究、
就業情況研究、收入研究、反
社會與犯罪行為研究、建立並
維持親蜜關係的能力研究上 



婚姻與家庭制度的社會功能 

 責任與委身 各盡其職 

 全面融合 Intimacy 

 生活穩定 角色模範 Role Model 

 矢志不移的愛的培育 

 社會和文化的承傳  

 對孩子的成長是最好的 

 



索羅金: 

 較進步或較富創造力的初民社會，比起較
原始或較缺乏創造力的團體，更會克制、
更會調和其性生活。  

 那些長期維持嚴格性生活規律的文明社會，
都達到高度的文化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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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化或低度開化的社會中  

 

允許性開放

一夫一妻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EXw03BLtHcAm.m.ygt./SIG=13hslb98r/EXP=1265771888/**http%3A//d.yimg.com/a/p/ap/20100129/capt.116a00c3ecff497e85de6d7199d8ff7f.japan_us__xits105.jpg


自由做愛(Free Love)受到官方『一
杯水』(Glass of Water)理論的推崇：
如果某人口渴……他用什麼杯子取
水解渴都沒什要緊；同樣的，他如
何滿足其性飢渴，也沒什麼要緊。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EXw03BLtHcAm.m.ygt./SIG=13hslb98r/EXP=1265771888/**http%3A//d.yimg.com/a/p/ap/20100129/capt.116a00c3ecff497e85de6d7199d8ff7f.japan_us__xits105.jpg


至於維持『盟約』的時間，可以是永
遠，亦可以是某一段時間 – 一年、一
個月、一週，甚至只有一夜。一個人
可以任意結婚、離婚多次。丈夫或妻
子毋需通知對方便能離婚。『結婚』
甚至不必去登記。重婚或多婚在新訂
定的條款裏是被認可的。公立醫院施
行墮胎手術。婚前性關係受到讚揚，
婚外的性關係被認為是正常的。」(索
羅金，頁115-116) 



幾年之內，一大群野孩子變成了蘇俄
的真正威脅。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
少女，被毀了；離婚和墮胎急劇增加。
多婚制度下的夫妻，彼此間的怨恨與
衝突迅速增高，心理失常的人數也快
速增加。國營工廠的工作情況怠惰不
堪。 



… 整個結果是那麼駭人，迫使政府不
得不改變政策。宣佈『一杯水』理論
是反革命的，不得再加以宣傳，官方
重新推崇婚前的貞潔與婚姻的神聖。
一九四五年以後，除非母親的健康情
況有問題，或是類似的情況發生，否
則，禁止墮胎。離婚的自由驟減；一
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頒布的法令，使
得大部分公民不可能率爾離婚。現在，
惡性循環的現象已告終止。」(索羅金，
頁118-119) 



回顧整個過程：「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
六，當性自由受到鼓勵時，蘇維埃政府
簡直就是顢頇無能，俄國無法在積極的
重建工作上獲得太多的成就，也無法推
動文化的成長。」(索羅金，頁119)「一
九三O年以後，當遏制性自由的工作大致
完成時，政府無能的情況開始了轉機，
建設工作獲得動力。工業化與經濟的成
長、建軍、學校、醫院、研究機構的迅
速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
學的興起。」(索羅金，頁119-120) 



同居與結婚有分別嗎？  

 正式的限制和責任 / 委身 vs 「輕鬆」 

  分手  公開見證 社會認可的重要性 

  經濟的責任  

 其他家庭成員 

 「自己攪掂」主義  孤獨抗逆 

 不是教養孩童的最佳處境  



有關同居與結婚 

的調查結果  



口角 動手 

同居 結婚 

因口角 而動手 16% 8% 

「擊打和擲物」    

暴力   

http://images.google.com.hk/imgres?imgurl=www.gender.go.jp/boryoku/bomark.gif&imgrefurl=http://www.gender.go.jp/boryoku/bomark.html&h=256&w=206&sz=5&tbnid=y3TP_di1j38J:&tbnh=106&tbnw=86&start=12&prev=/images%3Fq%3D%25E6%259A%25B4%25E5%258A%259B%26hl%3Dzh-TW%26lr%3D%26ie%3DUTF-8%26sa%3DG


偷情 

同居 結婚 拍拖 

有第二位 

性伴侶的女性  

 

20% 4% 18% 



財富 

同居 單親 雙親家庭 

財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