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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禁止未婚人士使用代孕服務，
也不容許商業代孕。但全球最少有23個
地方可以合法代母產子，允許商業代母
的有印度、以色列、俄羅斯及美國一些
州份等。 

 1986年，美國的史東（Stern）先生及
太太以7500美元委託韋希特
（Whitehead）太太作為代母誕下孩子。
但韋氏對其孕育的孩子已有親情，拒絕
交出嬰兒，案件最終鬧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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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代母產子的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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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辯 chok、chok、chok 

假若你是法官、控方律師、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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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價值』的批評 

1. 認為「家庭危機」單純是社會和經濟
的問題 

2. 與現代社會的多元主義格格不入 
3. 

 
                                          

 

  「性壓抑 」

+ 
 「威權主義」 

 

人格的
扭曲 

鞏固社會
各種 

    不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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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扼殺性傾向平等 

5. 「完整家庭」的理念 

       

      歧視那些「不完整」的家庭     

6.  強調家庭產生內向心態，忽略社會
貧富不均、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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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親家庭 

2. 繼親家庭 

3. 隔代教養家庭 

4. 外籍配偶家庭 

5. 老年獨居家庭 

6. 三代同堂家庭 

7. 同性戀家庭 (這問題下一課處理） 

8. 隱性單親家庭 

9. 頂客家庭(DINK) 

10. 單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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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家庭」 

主張 評價 

個人權利為基礎 
忽略了家庭破裂所帶來
的影響 

減少壓制 
不單是道德問題，更牽
涉社會代價 

可使社會更自由和多元 

要「平等」、拒「歧
視」，忽略家庭是一種
促進社會公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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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新一代 夫婦二人 社會 

關係 
學習建立良好的人
際關係 

使男和女緊密地連
在一起 

學習表達情感及分
享的最佳途徑 

成長 

獲得新知識，得到
保障，養成具有社
會責任的人 

 

－持久的，共同維
護兒女的幸福 

－使道德情操高尚 

在不穩定的世界裡，
為生命提供穩定的
錨 

潛能 
在家庭裡培養個人
的潛能 

培養互愛，共同教
育子女，激發夫婦
最佳的創造力 

是人類幸福的絕對
必要條件 

承傳 

知道和學習上一代
的思維、知識和價
值觀 

將姓氏、價值、生
活方式，以及祖先
們的傳統承傳下去 

確保社會和文化承
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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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助個人成長 

「婚姻乃是個人生理、心靈、情緒、精神及其成
熟素養的社會性表現。婚姻是使一個男孩成為丈
夫及父親，使一個女孩成為妻子及母親的重大轉
變，而且連帶改變了他（她）們的社會地位、特
殊權益和責任。」（索羅金，頁4 - 5） 

 家庭能令夫婦在道德上和性格上成長 

 所以中國人的父母在結婚前夕會對兒子說：「
你大個仔了！」 

 對社會的穩定也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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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互關係 

 婚姻使男和女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彼此完全分享一切價值及生活經驗 

 彼此無條件向對方保證忠誠，直到
死亡拆開他們 

 是克服孤寂最有力的解藥 

 使夫婦的道德情操高尚 

 

10 

http://www.sxc.hu/photo/1243147


3. 孩子的成長 

 是孩子獲得社會化的最佳
地方 

 讓新一代養成具有社會責
任感的人格的最重要場所 

 「家庭是使新生嬰兒獲得
知識，讓嬰兒養成具有社
會責任感的人格的最重要
場所。」（索羅金，頁5) 

 保證子女有一對清楚身分
和責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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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潛能 

 激發人的潛能 

 「互愛的培養，以及教育子女的工作，都會
激發夫婦最佳的創造力。」（索羅金，頁5) 

 「婚姻是發展每個人的創造潛能的最普遍，
最平等的途徑。…」（索羅金，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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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傳 
 

 家庭制度確保 上
一代的「思維」、
「價值觀」 和「
文化」的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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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例証 
溫敏(J. D. Unwin) 曾比較文化與社會組織較進步
與較不進步的初民社會，及比較歷史上出現過的
社會，在其成長時期與衰落時期的差異。 

      
 

一夫一妻制與文明進步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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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未開化或低度開化的社會中  

允許性開放

一夫一妻



Free Love 

『一杯水』理論 

例證： 

   俄國共產黨     

   因：為了滿足不同性飢渴而「訂盟」  

          ，可以是一年、一個月、   

           一週，甚至一日 
 

 果：離婚、墮胎急劇增加；彼此怨恨  

         和衝突迅速增高；心裡失常的人 

         數也快速增加；國營工廠的工作 

         怠慢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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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嚴重和持久的影響 

    一個 (經15年) 研究結果顯示：   
       

                                                                                               離婚後:只有10%的子女感到更好 

               5年後:＞1/3 有憂鬱症 
             10年後:很大比率在學校上不成功 

             15年後:很大比率仍缺乏安全感 

                         難以維持穩定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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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離婚和其他文化因素 
         - 塑造很多單親家庭 

   Eg. 2000年的美國，是婚外生的孩童： 

      

 

 

 

 

不難明白的損失：      【一雙手總比 

                  一隻手好！ 】 

 

約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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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家庭破裂 => 青少年暴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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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離婚再婚普遍，出現 

Stepfamilies 

   

 

 

 

  問題：複雜性愈來愈高，適應困難
（特別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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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子女的影響： 
有行為與情緒問題的機會大：2-3倍 

有成長與學習問題的機會大：2倍 

大機會成為單身青少年媽媽 

難維持穩定的工作 

行為問題與單親家庭的子女差不多 

  (Bennett,89-90) 

行為問題比喪父的孩子更嚴重  

 (Bennett,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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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對男／女方的影響： 
離婚男士患精神病或死亡率（包括自殺率）
高多了 

離婚人士的自殺率高不少 

離婚女士有意外和嚴重或長期疾病的比率較
高 

分開／離婚的男女酗酒的機會率高 4.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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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歧視」? 
   

  「歧視」是指某個體／組別，受到差
別待遇，而這種差別對待是有敵意、不合
理、不公平、非理性、任意、前後不一致
和沒有需要的，這才構成「歧視」。 

 這些「歧視」產生實質影響，法庭才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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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 : 
「理想」vs.「不理想」家庭之區分， 

是否歧視呢？ 
 

 這種區分不是用來歧視後者 

 指出一個事實，好讓我們減少不正常
家庭出現的可能性，避免問題的發生 

 一旦出現了不理想的情況，我們當然
要為單身母親等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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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 
親生父母也可是殘酷和不負責任，而養父母
也可很慈愛，「家庭價值 」又是否歧視呢？ 
 

 這區分雖不是絕對，但一般而言有道理。 

 只是一些基本傾向： 

   (i) 不否定養父母、單身母親的價值 

  (ii)但需要透過制度去強化和鼓勵親屬利他
主義，和藉文化價值指導和鞏固這些自
然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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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主社會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
，而家庭卻是公民社會的基石 

2. 家庭是阻擋全能政府的一個重
要屏障 

3. 家庭是多元社會的基礎，穩固
的家庭制確保價值的傳承，但
每個家庭都有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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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家庭培育基本價值觀，Eg. 
勤勞、誠實、尊重別人、負責
任   協調和諧社會 

5. 維護家庭 = 漠視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16 條：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

到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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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制 
 

一夫多妻制 
 

多夫一妻制 
 

多夫多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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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夫一妻制： 

與自由、平等和公義的價值更吻合 

對兒女成長較好，每個孩子都是一男一女的後代 

人類的嬰孩的依賴期相當長，更需要父母雙方齊
心合力的照顧 

更吻合人的心理需要，特別是對女性而言 

促進穩定而相互的委身的最佳制度 
 

2. 一夫多妻制： 

一夫多妻制常是男性運用權力和暴力的後果 

給社會的訊息，就是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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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夫一妻制： 

 難以確立和促進男性的平等尊嚴 

 

4. 多夫多妻制(Polyamory) 

 近年開始有激進人士提倡，但它在概念上
和實踐上都很困難 

 能有效達成家庭制度的功能嗎？例：如何同
時委身幾個配偶？ 

 

33 

http://www.sxc.hu/photo/1243147


婚姻及家庭對個人的好處，四大方面： 

1. 家庭：     親子關係、  離婚／未婚懷孕 
  

2. 經濟：較穩定經濟基礎、平均建立更多財富 
 

3. 健康：身體平均較健康、減低酗酒和濫藥  

     的比率 
 

4. 精神／情緒：心理及精神較穩定，減少自 

         殺風險、抑鬱症、犯罪和家 

         庭暴力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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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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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1) 婚姻是夫妻兩人一生之久的個人結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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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般而言，男性和女性都會從婚姻得
到好處 

4) 婚姻保障並促進兒童的福祉。  

5) 婚姻能維繫公民社會，並促進公眾利
益 



家庭與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 

6) 婚姻是產生財富的制度，能增加個人與社
會的資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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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健全的婚姻文化能保障政治自由並限制政
府的權力 

9) 有關婚姻的法例舉足輕重 

10)「公民婚姻」和「宗教婚姻」不能完全分
開或截然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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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家庭和社會是一個旅程 

完成旅程，需要不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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