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迷失

家庭的崩潰
譚克成

在 1962 和 63 年，美國的最高法院作了兩項破壞性的宣判：不准學
生在公立學校中祈禱和讀聖經，校內不可張貼有關基督教的海報。當
基督教離開了學校，學校道德呈現真空，世俗的自由放縱乘虛而入，帶
來了嚴峻的後果。從以下刊在前美國教育部長William Bennett寫的The
Cultural Index 一書中的圖表，可見家庭和婚姻的崩潰狀況。
SAT成績

每日觀看電視時間

結婚與離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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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人口從 1960 年至 2000 年增加了 53.5%( 資料來自美國人口
統計局)，但自1962年以來，學生的SAT分數迅速下降，看電視的時間則不
斷增加。同期，結婚率降低，而離婚率卻上升了104.3%。在1999年，美國
每兩宗婚姻便有一宗仳離，大部分離婚的人在25－39歲之間。若拿世界各
國的離婚率比較，便了解美國的離婚問題何等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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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每年約有 100 萬名兒童受到父母離婚所影響。據美國人
口調查部的資料， 1960 至 2000 年間，單親家庭增加了 200% ，而同一
時期結婚率下降，未婚同居率卻上升了 979% 。
又在2005年的報告，非傳統家庭數字的總和已超過了傳統家庭(一夫
一妻和子女 ) 的總和， 1999 年至 2005 年，傳統家庭的數字下跌近 50% 。
美國的家庭正在瓦解，受害的是兒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tsity)
教授Urie Bronfenbrenner說：「在這種家庭長大的兒童，出現品行和教
育問題的機會更大，包括過度活躍、離群、上課精神不集中、要即時得
到滿足；學業成績和品行較差，缺課和退學較多；喜歡參與邊緣群黨，一
起吸煙、酗酒、濫交等，更有些會吸毒、自殺、破壞公物，和有暴力和犯
罪行為。」家中沒有了父親的形像，有些少女會以貞操換取男性的注意。
隨著離婚和同居率的上升，未婚懷孕和產子的比率也在升高。
過去 45 年中，私生子增加了 566% 。根據疾病預防中心 (CDC) 的資
料， 1960 年只有 5.3% 出生嬰兒是私生子，到了 2005 年增至 35% ，即
一年有 150 萬嬰兒是生自未婚媽媽！在 2002 年， 15 － 19 歲的少女中，
有 75.7 萬名少女未婚懷孕，其中 28% 選擇墮胎結束， 56% 把孩子生下
來，而 15% 流產。
單親家庭增加，虐兒和少年自殺的個案也隨而增加，1960－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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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年自殺率升高了257%。在破碎家庭中成長的男性青年，犯罪機會也
多，監獄人口高升，政府開支增加，在家的男性和父親人數也隨而減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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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 1960 年代開始，要面對道德敗壞帶來的嚴重家庭和社會問
題，以及性病劇增。在 1996 年新出現的性病有 1,500 萬宗，疾病預防
中心估計美國每 5 個人便有 1 人染上某種性病，這是一個不公開的「隱
形災難」。大概 5,600 萬美國人染有性病，納稅人要承擔 100 億元的治
療費用，還未包括愛滋病的費用在內。單在 1992 年，用於治療愛滋病
的費用是 103 億元，多於所有性病治療費用的總和。
在 1994 年，「雞尾酒」治療法研製成功，使愛滋病的死亡人數減
低 70% ，但費用昂貴，每人每年需 3 萬元。在同性戀壓力團體的施壓
下，很多州的衛生局都提供免費治療。到 2003 年 11 月， 15 個州政府宣
佈這項服務令州財政儲備用光，患病率又開始升高。 2004 年 7 月，加
州政府報告，過去 7 年愛滋病患者增加了 1,000% 。 2005 年 2 月，紐約
發現了一種新的超級 HIV 病毒，潛伏期由 10 年縮短至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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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現愛滋病至 2006 年，美國共有 1,014,797 人患上愛滋病。以
2006 年來計算，若愛滋病人都接受「雞尾酒」療法，美國一年要花
134.67 億元，這就是性解放的代價。沒有聖經的道德觀，政府只以
非批判性的「安全性行為」來教育大眾和下一代，帶來以上的失敗後
果，所付的代價極大。
疾病預防中心的研究報告說，最成功讓青少年禁慾的惟有宗教信仰帶
來的道德觀，可是公立學校和反基督教團體堅持要將基督教拒諸校門外。
而自由派政客惟恐天下不亂，與同性戀壓力團體，於1990年代末期在各州
推行同性婚姻，使婚姻與家庭進一步崩潰。

同性婚姻
在夏威夷州， 1996 年法院宣判同性戀伴侶可以結婚，但到 1998
年通過修憲，將婚姻限於一男一女。
在阿拉斯加州， 1998 年 5 月法院宣判一個人可自由選擇與任何性
別的人結婚，但同年 11 月通過修憲，將婚姻限於一男一女。
在弗蒙特 (Vermont) 州， 1999 年最高法院宣判同性伴侶可以享有
如同異性伴侶婚姻的權利，到 2000 年，州立法院通過提案，為同性戀
者訂立「民事結合」 (civil unions) 的法律，但未發予結婚証書。
在麻州， 2001 年一些同性戀伴侶控告州政府，要求享有結婚的權
利，在 2004 年，該州最高法院以 4 對 3 通過同性婚姻，使麻州成為美國
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州。
在加州三藩市， 2004 年 2 月 14 日市長紐森下令頒發結婚証書給 4
千多對同性戀者，違反了加州選民在 2000 年通過的一男一女婚姻法。
同年 4 月， 7 千多名基督徒向市政府抗議，數十位牧師會見市長，要求
保存一男一女婚姻法。同年在洛杉磯、沙加緬度、紐約和華府，都有
基督徒發起保護傳婚姻遊行，參加者有數十萬之眾。在 2004 年末，
加州最高法院宣判三藩市紐森市長越權，所頒發的同性婚姻証書無
效。到了 2005 年 1 月，紐森市長和支持同性婚姻的助理法官鄧式美分
別宣佈與其異性配偶離婚。
2008 年 5 月 15 日加州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但在同年 11 月
的選舉中，通過婚姻修訂案 ( 第八號提案 ) ，定義婚姻為「一男一女」
。同一時期，亞利桑那和佛羅里達州也通過相類的修訂案。至 2009 年
中為止，美國共有 30 州通過婚姻修訂案，把婚姻定為「一男一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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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媒體與娛樂事業的偏差
現代社會看電視是家常消遣，電腦網絡面世後，在滑鼠上一按，
全球的新聞便呈現眼前，個人自行決定所看的資料是否客觀和真實。美國
有7所具億萬資產的大跨國媒體，如Time Warner, Comcast, Viacom, Disney, General Electric, News Corp 和Hearst Corp ，控制了全球人士所看的
資訊。

媒體的偏見
在後現代社會，透過印刷傳送的新聞和資訊逐漸減少，改由電視
和網絡取代。今日大部分的主流媒體都傾向自由派，多次的總統大
選，媒體和娛樂界都偏袒自由派候選人。 1992 年，克林頓競選總統
時，選擇 MTV 和 Michael Jackson 來助選以爭取年青選民。重要的公
職人員選舉時，好萊塢和娛樂界 ( 甚至色情事業 ) 的政治捐款，都是給
予自由派的競選人。

MTV教導青少年墮落
根據 Nielson Media Research 的調查報告，美國 12 － 19 歲的男
孩中， 73% 常看 MTV ，而少女則有 78% ，他們的思想被濫交、毒品
和酒精填滿了。家長電視聯會的研究報告說，在 MTV 上每小時可看
到 9 個性活動的畫面、 9 句粗俗的語言和 6 個暴力的鏡頭。研究指出，
只要看一小時的 MTV ，年青人便失去了對性慾和誘惑的自制力。此
外， MTV 也是啤酒廣告的主要出口。

色情事業
色情電影侮辱女性，是現代社會一個嚴重問題。數十年前，色情
物品只在大城市的紅燈區可見，如今就在街角的錄影帶店，更透過有
線電視和電腦網絡登堂入室，美其名為成人娛樂，其實污穢人們的心
靈。
研究顯示，大部分強姦犯都是受到色情電影的刺激所導致。在奧克
拉荷馬市 (OklahomaCity) ，當約 150 所色情商店被關閉後， 5 年內的強
姦案減低了 27% ，但州內其他城市的強姦案同期則上升了 19%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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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發現色情商店在某些區域開業後，性罪案便增
加了 500% 。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估計，美國有 400 萬個性侵犯兒童的罪犯，每 3
個女童和每 7 個男童就有 1 個在 18 歲前曾被性侵犯。絕大部分的性犯罪
者都擁有色情電影和物品，在很多案件中，罪犯都用色情物品來誘惑
兒童。同時，一個性侵犯的罪犯平均一生會侵犯 360 個兒童，平均侵
犯了 30 － 60 個兒童才被逮捕。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報導，全
球每年大概有 100 萬個兒童被逼為娼，或被誘演色情電影，其中大都
為了金錢或染上毒癮。兒童接觸這些色情物品後，很大機會終身受影
響；性侵犯較年幼的兒童、性觀念偏差、誤解人的尊嚴和男女關係等
問題都由此而來，影響他們一生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雖然影響深遠，但色情事業以「自由」為名，受法律保護，除非
表演者的年齡不足 18 歲。
在雷根 ( 列根 ) 總統當政時，曾下令打擊，當時的檢察官大力檢控
兒童色情事業。但克林頓總統就任後，八年來停止檢控，更委任ACLU(有
關該組織的背景，參本書〈「美國自由協會」與「美國」〉一文)的大律師
Ruth Ginsberg 為最高法院法官。ACLU以自由為名，保護色情事業，於
是，色情事業肆無忌憚的向每一階層伸展，成為億萬盈利的行業，很
多大企業都加入推銷色情。從 1991 到 2004 年新開拍的色情電影，數
量增加了 500% ，而克林頓在白宮的醜聞，更是震驚全球。
布殊 ( 布希 ) 總統上任後開始打擊，可惜 911 事件發生後，檢察官
John Ashcroft 集中反恐工作，而忽略了反黃。到布殊總統的第二任
期，委任 Alberto Gonzales 為檢察官，重新作反黃的工作。
布殊總統在 2002 年 10 月 23 日發表的談話中曾提到：以往的色情
事業僅限於紅燈區和成人，而且帶有羞恥的成份；但現在的電腦網絡
卻把色情圖片帶到兒童面前，這是不法之徒和下流之輩引誘兒童進入
危機四伏的地帶，我們 ( 也是整個美國 ) 不可以接受這些下流勾當。我
們不能容忍這種可恥的物品在學校、商業機構和家庭出現，不能讓這
些事發生，要在全國阻止電腦網絡在性方面陷害我們的兒童。
布殊在任內致力打擊，據司法部統計， 2006 年檢控了 2,539 宗拍
攝兒童色情電影的商人，而檢控販賣人口的案件也從 1994 年的 37 宗增
至 2006 年的 521 宗。可惜， 2009 年奧巴馬總統上任後，選用了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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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den 作助理檢察官， Ogden 以往經常為色情商人、墮胎診所和同性
戀團體辯護，看來色情商人又可安枕無憂了。

前瞻未來
當美國人擔心色情事業禍害全國時，加拿大和歐洲更令人擔憂。
在加拿大，合法性交年齡是 14 歲，當表演者年齡不足 14 歲，執法當
局才能起訴色情商人。在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合法性交年齡是 12
歲，作父母的會否因不能在法律上保護自己的子女而憂心呢？試想有
多少青少年會被色情販子利用？
據 CNN 報導， 2005 年 3 月 16 日，國際刑警隊在 12 個歐洲和南美國
家中拘捕了 500 個有孌童癖的網絡負責人，該集團總部設在西班牙，
在電腦網絡上發佈性侵犯年幼兒童的畫面。
法新社在 2005 年 5 月 26 日報導， 5 個西班牙男子被捕，因為他們
將強姦男嬰的影片拍下，在互聯網絡中出售，受害的男嬰有 9 人，其
中最少的只有 11 個月大。同性戀者的行為禽獸不如，令人顫慄。
再看，「同性戀運動」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廢除合法性交年齡，可
以想像有一股邪惡勢力正在世界各地撲向兒童。若不設法遏止，你可
以想像，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國家公園總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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