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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但面對女兒向自己發問有關「性」的問題時也難以避免尷尬的情況，更何況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門外漢？在愛情、情慾與
中國人這個論及「性」總是有所忌諱的社會裡，作為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的創辦人程翠雲，雖是資深性教育及愛滋病預防教育工作

「性」這個難以劃分對錯的課題上，年紀越長，所懂真的更多、更恰當嗎？面對少女援交﹑未成年懷孕的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和社會觀念
不斷轉變，我們能坐以待斃嗎？到底在香港推行性教育如何才能排除萬難，與時並進呢？

阿傑的故事

採訪 / 撰文 Wendy、沙爾、Tomai

十七歲的阿傑 ( 化名 ) 家住天水圍，拍拖無數，每次關係維持一兩天至大半年不等，但他對很多前女友的印象已很模糊。他的女友大多
在朋友圈中認識，也有從網上的 forum 或 MSN 中認識，情到濃時，即使只相識一兩天，也會與對方發生性行為。

阿傑的底線
發生第一次性行為時，阿傑和女友都只是十四歲，其實已觸犯了法例；回想起來也覺得很冒險，故現在對於性他是有底線的，首先現在
不會跟十六歲以下人士有性行為了。另外，在他的朋友圈子中，有很多女性朋友，但她們都不是「女朋友」，他相信先要有「feel」，
所以性伴侶一定是當時的女友，絕不會隨便地與人發生關係。
最後，他認為朋友間是講「義氣」，不會「搞」彼此的現任女友。儘管之後的性伴侶可能是朋輩的前女友，但大家不會「互唱」。
阿傑認為感情是需要專一而不會一脚踏兩船，一段關係結束後才會開始另一段，否則會有罪惡感。他不介意現在的女友過去的「性史」，
但他還是擔心自己會染上「無得醫」的性病。

性知識何來？
在高小及初中時，阿傑的學校有教授「性教育」，而在朋輩閒談中也偶會談論，也是其中一個汲取到性知道的渠道。阿傑表示他的女性
朋友會較男性朋友更開放及大膽地跟他談論有關生理上的疑難、驗孕和性病等問題。另外，有時他亦會觀看網上的色情影片，這種媒介
也是他得知有關「性」問題的途徑。

護己有法
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是阿傑實行安全性行為的主因。他相信安全性行為可減低「中招」風險，又可以保護女友免受因墮胎而產生身體及
心靈上的創傷。他坦言：「雖然墮胎可省去很多麻煩，但所需費用的錢從何而來呢？還是採用安全套避孕較保險。」

出事了！怎麼辦？
若女友不幸懷孕，阿傑表示一定先找朋友商量幫忙，因為他怕被家人責罵以致家無寧日。待業的他沒經濟能力組織家庭，讓孩子成長，
故墮胎是唯一的可行選擇。他的男性朋輩均認為一旦「出事」， 男方最負責任及最可承擔的行為便是支付女友墮胎手術的
費用；若當時有工作應能支付，否則便要另覓他法，最後事情若真的解決不了，他才會硬著頭皮告知父母，尋求協助。
他更表示，以他們這種年紀，基本負擔不了合法墮胎過萬元的費用，唯有經朋友「搭路」到黑市醫院做手術，價
錢視乎醫院的環境、設備、質素而定。由
於不合法，可預計是會有很大的風險的。
他朋友圈子中因未婚懷孕而到內地的醫院
做手術亦頗普遍，因那裏較容
易接診，不用證明文件及做
行政手續，只要有錢便行
了，價錢亦較廉宜，且毋
須家長陪同，故亦是他們
解決「出事」的途徑。
從 阿 傑 的 故 事 中， 反 映
了 Z 世代「先快樂、後補鑊」
的心態。這種心態有如白蟻蛀
木，將不斷侵蝕年輕人健康
成長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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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的無助

社工的無奈

採訪 / 撰文 Wendy、沙爾、Tomai

「姑娘，我的朋友出了事，可否幫忙？」
一位十多歲的女孩悄悄地把李麗雅姑娘扯在一旁，低聲說。
晚上十時，深宵外展的時間到了，李姑娘和同事又開始「出動」，尋找流連在夜幕中的囝囝囡囡，一個新的少女懷孕檔案又開啟了。
每當遇到一個未婚懷孕的個案，李姑娘通常會向當事人 ( 李暱稱她們為「妹妹」) 和她的男友分析墮胎、或決定把孩子生下來養育這兩
方面各自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及情緒反應，作為社工，她鼓勵當事人需要開門見山地向家人坦白承認及商量才作決定。 如果「妹妹」最
後決定把孩子生下，李姑娘表示便會轉介往信義會屬下的「天使護航計劃」，提供與未婚懷孕有關的一條龍服務，跟進作為年輕父母角
色的情況。
有些「妹妹」會因害怕被責駡而不願告知家長，
但懷孕如此重要的事，社工不鼓勵青年人獨自面對，
而且亦承擔不了當事人任何決定的後果，故即使當
事人不願意，也會告知家長未婚懷孕的事實，別無
他選。「妹妹」或會認為被出賣而生氣，但無奈這
是社工的工作需要和原則，李姑娘表示她們的身份
頗矛盾。有些個案的家長在面談前其實已估到女兒
懷孕，亦有些「妹妹」在告知家長前已自行墮胎。
除了去黑市墮胎外，香港家計會的墮胎服務也
是唯一便宜而合法的途徑，但只接受懷孕期少於十
週的手術；一般「妹妹」發現懷孕後，總會拖拖拉拉，
很快便過了期限，而其他合法墮胎的費用太昂貴了，
最終也只好到黑市診所或返回內地解決。
社工另一任務是跟進「妹妹」手術後的創傷。
她們所承受的心靈創傷遠比男方想像的大，特別是
曾經親眼看着血淋淋的死胎，總感到是親手殺害胎
兒似的。「妹妹」事後亦有機會與男友的關係起變
化，會質疑男友認同手術是否已不再愛自己，只享
受性行為的過程卻不肯承擔後果，要讓她獨自承受
心理或生理上的痛楚。李姑娘有感作為社工，未必
外展社工李姑娘
能以第一身的感受去理解墮胎後所帶給「妹妹」的
困惑情緒或精神創傷，處於局外人 (outsider) 的位置，只能盡力向當事人提供情緒輔導及關心。
以李姑娘所接觸的個案來說，即使男女雙方選擇結婚，把孩子生下來，多數亦因經不起婚後生活的考驗，例如經濟、婆媳關係、「未
定性」等問題而分開。一般青少年以為互有感覺 (feel) 便等於有愛情，未能真正領悟愛應是包含彼此包容、互相尊重及無條件犧牲的真
諦。

性教育足夠嗎？
李姑娘認為性教育最好源於家庭，但礙於中國人性格內斂，家長很少向子女灌輸健康性觀念。
現時色情網站泛濫程度使人有束手無策之感，青少年相約一起在家觀看色情影片，也不足
為怪。
她覺得教育局推行的性教育已包含一般避孕措施，但並不足以解決少女懷孕的問
題。教導如何避孕只是解決表層問題的方法，問題的根源不是因為性教育不足，而
是存在於少年人更深層的價值觀。天水圍是少女懷孕的重災區之一，區內很多新
移民單親家庭，青少年人的比率又高，停學及晚上流連街頭者眾，當他們缺乏
家庭温暖，便會在朋輩間尋求認同。這些少女多來自破碎家庭，渴望被愛，一
旦失去了自我，便容易跟從男友的要求，毫不計較地獻身。若懷了孕便墮胎，
分手後和新男友又再懷孕又再墮胎，此非性教育可以處理，亦非天水圍所獨
有的問題。
孩子在成長的階段都需要去愛和被愛，在得不到愛時，如何誘導
他們不走歪路，已成社會當務之急，有誰願意當仁不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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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天使

採訪 / 撰文 Monty、Nada、Rainbow

七我們來到平凡的大埔屋邨辦事處，迎門的正是生命天使教育中心主

月初，我們小組三人展開了一次尋找「天使」之旅。在一個天氣不太理想的日子，

任張姑娘 (Maggie)；帶著燦爛笑容的她把我們頭上的陰霾頓時
一掃而空，緊張的心情也舒緩了不少。

尋找天使之旅
據天水圍外展社工透露及屯門醫院在該區的統計，於 2006 年至
2008 年間，18 歲或以下之懷孕少女共有 145 宗。「生命天使」教育
中心鑑於個案激增，於 2008 年 9 月在商界和政府的「攜手扶弱基金」
贊助下，推出為期兩年的「天使護航計劃」，為一群居於天水圍及元朗
區之懷孕少女提供適切的協助。
「天使護航計劃」
主要服務為居於天水圍
及元朗區的十八歲或以
下年輕懷孕少女。目的是
舒緩這些「妹妹」 ( 中心
對小母親的暱稱 ) 壓力和助她們策劃未來。計劃中除了有社工外，也會招募「護航大
使」義工，為「妹妹」提供專責貼身的服務，協助她們積極處理因懷孕帶來轉變所造
成的壓力及困擾，並促進她們的家庭及伴侶與少女面對困難，提供支援；提昇她們育
兒技巧，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照顧；亦會協助她們計劃將來，能兼顧母親角色也能發
展自己。現時，義工大部份為女性，Maggie 表示她們正積極招募男性，希望同時能
為這班「妹妹」的伴侶及雙方的家庭提供學習榜樣。

落入「凡間」的天使
社工們會定期到屯門醫院接收轉介個案，亦會收取外展及自動求助的個案。「護航大
使」除了有著寶貴的育兒技巧外，更擁有無私的愛心。她們需要經過四堂訓練課程，
清楚知道與「妹妹」接觸時的可為 (Do) 與不可為 (Don’t)。另外，社工會根據「大使」與「妹妹」的居住地點、性格和喜好等，作一
對一配對。她們會探訪「妹妹」，指導其家務常識及分享她們的經驗，令「妹妹」在親生媽媽以外多一份「亦母亦友」的疼愛，好讓她
們從而學習如何去愛和關心別人。「大使」會定期向社工匯報，跟隊友聚會分享及切磋經驗。計劃至今推出不足一年，「護航大使」給
予「妹妹」關懷和扶持，亦有助「大使」自己更能了解現代年輕人，學懂與下一代溝通的技巧。另一方面，「妹妹」因為認識身邊有相
同處境的同路人，也不再感到孤單！她們得到關懷和支持，心扉漸漸打開，更懂得以愛還愛，關心別人。

右邊為天使教育中心主任張姑娘 (Maggie)

天使也有失落時
計劃開展至今已有 40 多個個案，她們除了懷孕外，亦同時面對很多成長及家庭的問題，以致她們情緒大受影響；加上她們的感情基楚
薄弱，容易出現感情困擾。看見為了尋覓真愛的小女孩跌跌碰碰，滿身傷痕，不禁為之憐惜；然而，她們也能堅持信念，決意學習成為
好媽媽這一份決心實在十分欣賞！ Maggie 表示只盼望她們能學懂愛惜自己，為自己和下一代打算，在崎嶇不平的人生路上扶自己一把 !
這班「妹妹」有些是性觀念比較開放，有些是不懂得保護自己，更有些是希望以性來
換取伴侶的「愛」。當然社會風氣及媒體的渲染亦導致年青人有不正確的性觀念。
Maggie 透露有八成以上的「妹妹」並不想在這個時間懷孕，所以只要我們能給予她
們關愛及只貫輸正確的性觀念，她們會學懂好好保護自己。
問到 Maggie 會否擔心如何跟女兒灌輸正確的性教育觀念時，她笑說：「都擔心
架，但女兒尚小，只有一歲，也許未是時候。」她表示會教導她分辨媒體資訊的對與
錯，從而學懂保護自己。可是，令這位「天使」更擔心的不是自己的小寶寶，而是僅
開展一年的護航工作。她要處理某些個案可能在無資金支助的情況下未能延續而需要
終結，屆時那群「妹妹」會怎麼樣呢﹖

誰是「天使」？
每人的生命中必然經歷風浪和逆境，但我們相信帶著愛心、關懷和積極的人生觀，在
適當的時候主動為人送上最適切的關懷，那就是別人的「生命天使」。所以，除了整
個護航計劃的職員與大使是天使外，「妹妹」、您和我都有機會成為「天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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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說性 談何容易

採訪 珍寶、Rainbow

撰文 蓁蓁

戀愛等同做愛？
對推廣愛滋病教育不遺餘力的程翠雲認為，時下的年青人大多早熟，且普遍對性愛有所有誤解，性觀念也日趨
開放，往往將戀愛等同做愛，這跟網上流傳太多色情和錯誤的訊息及傳媒大肆渲染不無關係。他們的想法是：
「你愛我就要同我上床」或「我愛你就有義務同你上床」，特別是女孩子，朋友圈子個個想法如是，拍拖上床
對他們而言也因此變得理所當然；而男孩口裡常說自己有多愛女朋友，卻又從不會想到她所要承擔的後果，往
往心存僥倖：「唔會咁好彩，咁好彩六合彩都有得我中。」其實，正如程姑娘所言，當你真的愛一個人，必然
會想到他所要承擔的後果，但現在不少十多歲的年青人仍然處於很自我的人生階段，在進行性行為時也同樣不
太顧慮後果，也因此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
程翠雲及女兒

有口難言

現今很多父母對孩子都不大理解，在得悉子女「出事」後都大惑不解，也埋怨自己不懂管教子女。即使家人平日相處融洽，父母跟自己
的孩子可以暢所欲言，有很多事情也礙於彼此的關係難以宣之於口。程姑娘坦言縱使自己常常在電台等公眾場合講授性知識，宣傳性教
育，但有時候在自己毫無準備下，女兒問到一些特別的問題時，也會如其他家長一樣，偶然會有點愕然，不過解答女兒的問題後，往往
對家長這個角色及其在家庭性教育上的難處會有更深的體會。
另一方面，在學校推行性教育也是挑戰重重。學校未必認為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故不會大力支持；而老師也可能因個人經驗和訓練
不足，未能有效教授這個課題。程姑娘言：「吸毒和黑社會都是黑白分明，對錯顯而易見，但性教育所涉及的是個人情慾，有時候學生
的反應可能引起老師憶及本身的經歷，使其情緒波動，窒礙課堂教學。」

愛滋病教育與藝術的融合
程姑娘深明推展愛滋病教育知易行難，亦充分了解年青人怕悶的特性，故她突破直接面授的方式，通過話劇、舞蹈、音樂等把愛滋病教
育與藝術巧妙融合，吸引他們主動參與。她說 ：「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就先要有經歷和感受才行，而藝術就能在短時間感動人。」以戲
劇為例，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年青人接觸到的是真人真事，在台上演演繹別人的故事，一方面不會那麼難為情，另一方面也能深切體
會到他人「出事」後所要負擔的後果。她又認為年青人從排戲中除了能提升性知識和了解到愛滋病外，更因與團隊合作而學會守規和與
人相處的技巧，可謂獲益良多。

心流絮語
心流絮語
從以上被訪嘉賓的意見發現，青少年對性的觀念似乎已等同他們對愛情的看法。情慾凌駕於感情的建立。對
與錯，是與非，還是留給大家思考及擬定自己可接受的尺度。 只是，他們看似早熟，但思想上卻不然，是欠
缺獨立思考、是非判斷的能力抑或是社會對他們的保護仍未足夠呢？
而青少年在互聯網上接觸有關所謂「性」的資訊，也遠超過我們所能想
像的範圍。雖然「性教育」在香港已推行了一段不短的日子，但成效仍受到
質疑，這也許代表著現時的推行方法並不是最切合現今的這一代。然而，我們
深信性教育做得好，青少年才能建立正面而健康的價值觀，從而解決和避免很
多社會問題。可是，要為沉悶而又令人尷尬的「性教育」開闢了一個新路向，相
信可向程姑娘「偷師」，但願憑著創新的手法，能為嚴峻的社會問題帶來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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