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8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191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與「婚姻」掛鈎 傳統壓力大 延
伸
閱
讀

尖 子 必 殺 技

隨着青少年進入戀愛關係的現象愈趨普
及，他們在個人成長期間遇上的挑戰亦相應
增加。青少年除了要掌握與異性建立關係時
的溝通技能外，部分更要面對性行為及其衍
生的後果—未婚懷孕。
基於不同因素，例如社會性文化愈趨開
放、青少年的生理變化和從眾心態等，未婚
懷孕在青少年群體中不難發現。
未婚懷孕對青少年個人成長會造成什麼影
響？在討論這問題前，筆者會先討論社會大
眾對未婚懷孕的看法，從而推論未婚懷孕如
何影響年輕人成長。

道德觀束縛 物質條件不足
首先，未婚懷孕一直在香港社會中被負面

標籤。香港有着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懷孕必
須與婚姻相輔相成，未婚懷孕的女子會面對
道德指責。社會亦期望青少年履行學生的責
任，努力讀書，在此氛圍下，懷孕學生承受
的壓力更大。加上部分年輕人缺乏照顧小孩
的物質和心理條件，選擇墮胎的話即會面臨
加倍的社會壓力。

家長責備 缺失情感支援

在自尊方面，未婚懷孕會大大降低青少年
的自尊。正如上文提到，在文化層面，未婚
懷孕是備受香港社會批評的。青少年在各種
人際關係中都會面對沉重壓力。
在家庭方面，青少年的重要他人—家人

的責備會尤其降低他們的自尊。相比起其他
群體，例如學校、朋友和社會，家人可能是
青少年難得情感支援的來源。
倘若換來的反而是批評和埋怨，會對其心

理壓力造成更大影響，降低他們的自我概念
和自尊。在學校方面，輕者青少年或會被其
他同學嘲笑和討論；重者或會被排斥和欺

凌。這些都會導致青少年情緒低落，自尊感
降低，甚至需要尋求社工的輔導。
倘若青少年決定不墮胎，要當未婚爸媽的
話，亦會對他們的個人成長造成巨大影響。
由於青少年仍在自我探索和成長的階段，他
們在身體和心智上未必能應付養育小孩的壓
力。短時間內從學生的身份躍進到父母的身
份會使他們在人際關係、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等方面產生巨變，加上之前提到的壓力，他
們容易缺乏健全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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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媽媽趨年輕化
在《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中，學生應掌握青少年在青春期的轉變，

認識親密關係的發展。本文集中探討青少年早熟，以前線人士（教師、機

構、社工、輔導人員）的角度去了解現時青少年未婚懷孕情況，並剖析未婚

懷孕的影響。透過對性觀念的討論，希望理解現今年輕人的想法，使他們警

惕親密關係的發展，並鼓勵大家採取不歧視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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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本港年輕人性觀念愈來愈開放，未
婚懷孕個案趨升的同時，亦有年輕化現
象。根據一項有關邊緣青少年的調查，
2010年18歲以下未婚產子少女有118名，
而18歲以下未婚墮胎者有305名。
根據一個關注女性的機構的調查，
2011/12年度未婚懷孕求助個案達3,066
宗，按年升8.6%；其中收到相關求助電話
有2,836個，按年升10.6%。

而在進行跟進輔導的個案中，18歲以下
個案更佔27%；25歲或以下少女更屬高危
一族，佔整體逾40%。機構過往求助者平
均年齡14歲，年紀最輕只有12歲。
機構負責人解釋，政府的統計數字未有
包括私家醫院進行的終止懷孕個案，更統
計不到非法診所及內地墮胎的數字，因此
估計少女未婚懷孕的數字遠高於政府估
計。

背 景

「青少年與性及未婚懷孕」調查 #
已有性經驗 79.7%

在15歲前發生首次性行為 70.0%

最常在酒吧、樓上吧及的士高認識性伴侶 30.0%

利用社交網絡及手機交友應用程式認識性伴侶 12.0%

曾與網友、陌生人及性交易對象發生性關係 27.0%

同訪者中的女性受訪者：

曾試過未婚懷孕 38.9%

未婚懷孕後選擇墮胎 71.1%

未婚懷孕後選擇產子 28.9%

#訪問對象為355名年齡介乎13歲至24歲的青少年。
資料來源：香港遊樂場協會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青少年與性及未婚懷孕」調查

（a）指出青少年未婚懷孕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8分）
（b）分析現今青少年性觀念的趨勢及成因。 （8分）
（c）提出3個方法以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正面的性觀念，並加以解釋。（12分）

想 一 想

關注女性團體：本港經濟繁榮，惟學
校、家長對性教育卻顯得保守，對學生
正確認知幫助不大，以致年輕人未婚懷
孕個案上升。
未婚懷孕及所衍生的種種問題，一直

未能解決。未婚懷孕少女多來自單親家
庭，性格自卑，性知識貧乏，她們未獲
家人幫助，遂向外求助。亦有年輕人貿
貿然北上墮胎，易有生命危險。

家庭輔導機構：自2009年起引入「朋
輩同行者」計劃，由受訓青年義工為正
等候做手術的年輕未婚女性提供支援。
有義工指，不少人認為「搞出人命」

的少女都是「死𡃁 妹」，但其實乖學生
承受壓力可能更大，如作嘔影響考試表
現、覺得對不起家人，甚至殺死BB；又
有少女懷孕後與男友關係轉差，男方反
指女方「搞到我要畀錢做手術」，甚至

要她們到內地非法墮胎。
大學教授：3,335名12歲至21歲在學
青少年從3選項中選出意外懷孕時的抉
擇，22.5%選擇墮胎，53.4%選自行照顧
嬰兒，而 24.2%則選擇將嬰兒交予領
養。
從這研究發現，若青少年未婚懷孕，
他們所作的選擇是基於不同的內在和外
在因素。然而，他們過程與目標分離、
不計算後果、無知和任意妄為，可見價
值觀及態度跟他們的抉擇相矛盾，而教
育水平對性行為和避孕措施的態度有一
定影響。
社工：以往接觸的最年輕未婚懷孕者

約15、16歲，近年已降至14歲，多數來
自基層或單親家庭。年輕人性觀念開
放，但性健康知識及責任感貧乏。有本
身體型較豐滿的個案，懷胎8個月後，

才知自己「有咗」，最終需生下孩子，
由母親幫手養育，學業亦因此中斷。
未婚懷孕會對年輕少女造成身心傷

害，如有少女的男朋友不顧而去，加上
照顧嬰兒的壓力，致情緒受困擾，有個
案因此患有抑鬱。因此，本港學校應對
安全性行為教育，持更開放態度，家長
亦要自小與孩子討論有關問題。

觀念開放 責任感欠奉多 角 度 觀 點

小 知 識
若需要相關資訊或輔導，可致

電以下機構︰青躍—青少女發展
網絡、家計會、母親的抉擇。
意外懷孕的處理方法︰繼續懷

孕、交由他人領養、進行終止懷
孕手術。

「衰十一」：即「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
行為」（十一個字，故俗稱「衰十一」），根
據《刑事罪行條例》，任何年齡的男性，
無論是否得到當事人的同意都不可以和未
滿16歲的女性發生性行為，一經定罪，可
判處監禁5年。若與未滿13歲女童發生性
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心理學家史登柏（Robert Sternberg）

愛情三角論：愛是由3種元素構成，分別
是親密、激情和承諾，並按要素的多寡分
成7種不同類型的愛情。
佛洛伊德：提出了由「本我」、「自
我」以及「超我」所構成的人格結構說
法。「本我」是人類的基本需求；「自
我」遵循「現實原則」運作；「超我」為
良心，是規定自己行為免於犯錯的限制。

求助個案升 18歲以下佔27%

概 念 鏈 接

（a）心智發展受損：受到家人責怪，親
戚或朋友批評，以及遭別人歧視，承受
極大的心理壓力，或出現產前抑鬱。
被標籤：因未婚而被認為隨便；選擇

墮胎則被標籤為輕視生命；選擇分娩後
給別人助養則被標籤為不負責任。
身體健康受損：青少年仍處於發育階
段，可能會有一定的風險，如導致少女
發育不良，或增加流產的風險。
學業受影響：懷孕的出現會對學業造

成嚴重妨礙，削弱對學業的專注，甚至
綴學，選擇分娩時更需要終止學業。
需面對經濟壓力：選擇分娩的少女往
往缺乏經濟基礎，將面對龐大的經濟壓
力，例如嬰兒玩具、奶粉、尿片、衣物
等開支；天天上班下班，將全部工資儲
起應付生育，同時照顧嬰兒也導致沒有
時間出外工作，失去經濟支持。
長遠家庭問題：未成年少女年輕及心

智未成熟，缺乏良好照顧及教導兒女的
能力，容易造成往後更多的家庭暴力和
疏忽導致的意外；若男朋友變得愛理不
理，需獨力撫養孩子，單親家庭更不利

兒童的心智發展。

（b）年輕一代趨向早熟：現今社會風氣
開放，生活物質豐富，因而令他們趨向
早熟。加上他們對性的好奇心及抱嘗試
的心態，使他們對性採開放態度。
資訊發達：容易從各方面資訊如報

章、雜誌，甚至電腦等獲得性知識。
性教育不足：香港的性教育乏善可

陳。年輕一代缺乏完善的性教育，無法
獲得正確的倫理觀及性知識，又沒有人
提醒他們注意性行為帶來的後果，因而
責任感薄弱。
色情傳媒的渲染：香港色情媒介的滲

透已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色情雜誌比
目皆是。
家長未能引導：部分家長或認為不應

該和兒女討論性問題，導致他們另覓途
徑獲得知識及幫助。

（c）家長
．盡早展開家庭性教育。在子女年幼時
便開始進行性教育，教導子女正確的
性知識，糾正他們在性方面的謬誤。

．開明地跟子女談論性。多與子女溝
通，抱持開明、坦誠的態度跟子女討

論性話題，消除他們對性的疑惑，避
免他們從色情網站等不適當的途徑，
獲取不盡不實的性知識。
學校

．積極推行性教育：不視「性」為禁
忌，歡迎校內師生討論與性有關的議
題；鼓勵教師在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內
加入性教育環節，讓學生有更多機會
學習正確的性知識。

．調整性教育課程內容。了解學生對學
校性教育課程內容的期望及需要，繼
而作出適當的調整和配合，以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有助他們建立健康正
面的性觀念。
政府

．加強教育和宣傳。增加對學校的撥款
和支援，加強教師在有關性教育方面
的培訓，提高學校性教育的水平，讓
學生能在校內吸取正確的性知識。採
用更多創新的方式加強性教育宣傳，
如製作微電影、互動劇場等，以吸引
青少年的注意。

．加強支援及輔導服務。投放更多資源
予相關機構，為青少年提供更多適切
的支援和輔導服務，讓青少年遇到有
關性的問題時，可向專業人士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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