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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同性戀的概念和不同成因的理論
一、 同性戀的成因
1. 綜合近代的同性戀研究，性傾向由先天與后天
因素互相影響造成。孿生子和遺傳學研究證實
存在先天遺傳因素，但它如何間接影響日后的
性傾向則未有定論。最新的孿生子研究結果顯
示，引致同性戀傾向的后天環境因素遠比先天
遺傳因素更重要。
2. 一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是“天生”（inborn）
的，因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發現自己對同性產生
性興奮，對異性卻沒有性反應，這種反應是自
然產生，而非個人選擇。他們誤信“自然發現”
等同“天生”，忽視了后天環境因素的影響。
3. 結論：並非單一因素造成同性戀傾向。

二、 同性戀是罪？
同性戀屬廣泛用詞，包括性傾向與性行為。性傾向
並非個人選擇，回應性傾向的行為才是，故同性性
傾向並非個人需要承擔的罪。我們認為同性戀行為
與其他婚前或婚外性行為一樣，被聖經定為罪行。
結論是把同性戀（人）跟罪行區別開來。
1. 林 前 6:11 ： “ … … 從 前 是 這 樣 … … 已 經 洗
淨……稱義了。”
2. 根據基督教信仰，人人都是罪人，也需要救恩。
人因活在罪惡權勢之下而成為會犯罪的罪人，
故問題不在于性傾向（情感或情欲）
，而是人需
要對自己受情感影響而作出的行為負責，亦即
要學習管理自己的情欲。
3. 聖經的亮光：
a. 我們都是受造的；
b. 神創造的原意：人的情愛（sexuality）是异性
聯合，一夫一妻，男女互補；
c. 墮落的經驗滲透于人的各類經驗之中，包括人
的情愛；
d. 同性戀行為違反神創造的原意，也是墮落人性
的表現；
e. 同性戀者如世人一樣，得蒙救贖。

三、 同性戀可以治愈？
1. 輔導能幫助分辨同性戀背后的因素，並化解一
些影響，卻不能保證完全扭轉性傾向。
2. 成功的例子包括同性戀者在性吸引的本質改變
后，同性的性吸引力降低到“同性注意力”
（same sex attention）或自覺的輕微“性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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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反應”（sexual arousals）。
3. 據研究，具素質的心理治療不會傷害受輔者；
若要接受治療，專業輔導認為個人意願須得到
尊重，不應強迫。

四、 什么是后同性戀者（post gay）？
后同性戀者，是指那些有同性性傾向，但在意向上
走上非同性戀道路的人。他們仍會受同性吸引，但
是選擇自我控制欲望，不斷追求全人生命成長。專
業輔導治療者強調，與異性戀愛或結婚並非必然目
標，只要不再受同性戀傾向駕馭便可。

五、 具同性戀傾向的基督徒必須變為异性戀傾
向？
1. 我們深信同性戀性關係與基督徒的倫理生活不
符，因此具同性戀傾向的（或任何）基督徒應
拒絕在男女婚姻以外發生（無論是同性的或異
性的）性關係，但他們不必把同性戀傾向改成
异性戀傾向。原因有二：
a. 异性戀傾向並非基督徒追求的目標；
b. 同性戀傾向的人跟异性戀傾向的人一樣，因信
服真道而活出豐盛人生；
2. 關注點不在于性傾向，最要緊的是靠著聖靈活
出新生命，逃避一切淫亂行為，持守聖潔（參
加 6:15）。

六、 “性傾向不能改變”是真的嗎？
心理學家起初將同性戀視為病態，設法改變。直至
約 40 年前，心理學家漸漸視同性戀與异性戀為先
天性傾向，並非病態。他們把同性戀者難以活出健
康美滿的人生歸咎于社會的歧視，故認為治療方向
應著墨于幫助疑惑的青少年接受其性傾向。現況是
美國心理學家學會（APA）並非基于科學理據，而
是基于政治正確的觀點（如人權等）作考慮，為同
性戀傾向及治療建議下定論。根據我們的分析，原
因如下：
1. 同性戀運動的目的在于改造文化觀念及修改社
會中的相關民法；
2. 西方心理學家組織已受大多數人的政治取態影
響，遠離保守基督教倫理觀點；
3. 美國心理學家學會的“性傾向”工作小組被挺
同性戀（pro-gay）成員操控（hijack），公信
力備受質疑。

七、 總結：同性戀者的選擇和出路
1. 第一條路：在成長中發現自己屬同性性吸引；
長大后擁有自主選擇和權利，尋找一位與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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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同性伴侶一起生活，過著同性戀者的生
活，標籤自己為同性戀者或同志，作為自己的
身份。
2. 第二條路：在成長中發現自己受同性性吸引，
但力求改變，期望完全消除同性性吸引，最后
成功，亦致力發展异性戀關係，甚至進入异性
婚姻，結婚生子。這類人士確實存在，此進路
是可能的。
3. 第三條路：一群后同性戀者（簡稱“后同＂）
追求的不是性傾向的改變，而是態度意向的改
變。他們學習與之（同性性傾向）共存，不過
他們的人生不再聚焦于性傾向。除了性傾向和
愛情之外，還有很多可追求的東西。
后同性戀者在成長過程中或會重建與家人的關
係、得著很多美好的同性友誼，甚至正過著自己的
理想生活。無論這些朋友最終選擇結婚或單身，這
只是人生的選擇之一。當人生價值觀轉變，思維的
焦點已超越了同性戀，對同性的欲望自然減少，掙
扎和困擾亦會減輕。

第二課
個案分享：男同性戀者的生活掙扎
嘉賓：阿弟
本課邀請男同性戀者“阿弟”講述其生活掙扎，以
及陪伴者要注意的地方。。

一、 什么原因導致你成為同性戀者？
1. 與父母的關係不睦，及過早的性經驗所致，因
早年曾被侵犯。
2. 陪伴同性戀者須知：
a. 后天環境因素只能作為假設。與當事人一起探
討成因時，若對方不贊同，作為外人不應堅持
意見；
b. 性傾向既已形成，重點當放在如何回應；
c. 若該名同性戀者患有精神病，建議先轉介醫生
診斷及治療。性傾向困扰可延后處理。

為傷者療傷，預備住處，回頭再探望他。

三、 教會信徒如何伴你走后同性戀者之路？
1. 向教會友人透露自己是同性戀者后，他們的回
應包括：
a. 我從海外回港時，他們到機場接機；
b. 願意擁抱我（身體接觸以示鼓勵）；
c. 安排我參与事奉（擔任教會圖書館管理員）。
2. 陪伴同性戀者須知：
a. 得知對方面對同性戀傾向的掙扎，牧者或信徒
不用懼怕，他們需要愛，怕遭拒絕；不要迴避
對方，因他們等待別人的關心；不要歧視對方，
因他們期望被尊重；
b. 教會群体的回應：以聆聽作情感支援；一起找
尋同性戀的根源；成立男士守望小組，建立共
同目標（克服性慾試探），互相守望，發揮團結
的力量；期待醫治与成長。

四、 目前的靈命狀況如何？
1. 與家人復和，能體恤和理解父親不良的成長歷
程；化解與母親的衝突，學習溫柔和遷就對方。
2. 清晰人生方向，享受單身，追求聖潔，期望將
來成為輔導員。
3. 承認自己的軟弱，如偶爾看不良資訊，但不放棄
成聖的目標。

五、 試分享你的心底話，特別是對掙扎于同性戀
思想或行為的人。
1. 勇于尋求協助；
2. 拓展社交圈子；
3. 培養健康的愛好或興趣；
4. 陪伴同性戀者須知：注意上癮行為的情緒導火線
（H.A.L.T.）－飢餓（Hungry）、憤怒（Angry）、
孤單（Lonely）和疲倦（Tired）。

二、 神怎樣伴你同行？
1. 雖經常軟弱犯罪，但神不離不棄！被神看為眼
中的瞳人。讀到婦人行淫時被捉拿的經文，體
會自己以愧疚和不配的心情愛耶穌。
2. 陪伴同性戀者須知：耶穌來世上不是要定罪，
乃是拯救罪人。同性戀者跟其他罪人一樣是我
們的鄰舍，就如好撒馬利亞人，動了憐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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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個案分享：認識如何
與女同性戀者同行
嘉賓：小樹
本課邀請同性戀者“小樹”，探討女同性戀者的生
活掙扎、在異性婚姻中的相處情況，以及生命被聖
靈轉化的過程。

一、 你 何 時 和 如 何 察 覺 自 己 的 性 傾 向 與 人 不
同？你怎樣回應？
1. 視具個性或打扮中性者為學習榜樣。
2. 較易對年輕、具少女氣質的女性動心，並會偷
看和偷拍（攝）。
3. 渴望在家庭中得到溫柔的身體接觸，因父親的
肢體接觸過于用力而感到威脅，並想躲避；母
親則沒有無身體接觸。

扎》，從而感到有幸參與爭戰，並得安慰。

七、 回望過去，有沒有關心你的朋友？
關心我的人是有的，包括：
1. 香港的好友；
2. 外地的室友；
3. 媽媽的回應。

第四課
個案分享：教會牧養篇
嘉賓：小溪
本課邀請后同性戀者“小溪”講述其經歷，以及其
教會牧養同性戀教友的情況。

一、 同性戀傾向如何發展及確定？
主要源于與母親的關係和相處問題。

二、 身為基督徒，面對同性吸引時有否掙扎？
1. 高中時已面對性的掙扎，曾看色情電影，因而
感到不快樂。
2. 處理同性友誼時因期望太高而失望，故期望與
人傾訴。友誼決裂好像失戀。
3. 渴望得到身體接觸：
a. 第一位是男朋友，彼此沒有身體接觸；
b. 第二位是女朋友，曾發生性行為，后有罪疚感；
c. 第三位是男朋友，為了得到祝福而克制欲望。
4. 在戀愛課程中勇敢地向導師承認我的掙扎，對
方介紹我尋找另一機構的協助。

三、 為何選擇與異性結婚？
與異性結婚，是因為自己不能獨身。

四、 婚前的最大恐懼或憂慮是什么？
婚前最大恐懼是害怕面對男性，這點丈夫也知道。

二、 神如何透過此事跟你說話？神有否給你安
慰或引導？
1. 2011 年一個痛哭的晚上經歷到“一宿雖然有哭
泣”，但事情總會過去，“早晨定必歡呼”。
2. 神賜下同行者作陪伴。
3. 神讓我從中學習放手的功課。
4. 神讓我看見一切源于“未能接納自己”， 總是
自己打自己。

三、 在后同性戀者的路上，誰給你最大幫助？教
會又如何幫助你？
1. 最大的幫助是能夠在一間具空間的教會聚會，
以及一位會與我吵架、會與我同哭的輔導員。
輔導歷時 5 年半，期間曾暫停 1 年半。
2. 小時候的缺失其實是一份遺憾，后來能夠接納
“沒有就沒有”的實況。透過移情來承認自己
很愛媽媽。

五、 目前有何成長目標？

四、 有否向牧者坦白承認你的狀況？那是怎樣
1. 盡量逃避挑動情慾的媒體；
的（正面／負面）經驗呢？
2. 透過靜觀學習（mindfulness）承認欲望的存在，
1. 坦白承認情況后得到正面回應，亦有求助的家長
並管理所做的判斷與行為。
與我交流。
2. 在內地時則不敢向牧者透露，對方提及同性戀時
六、 你如何形容“生命的轉化”？有何屬靈標
比較負面。
記？
3. 教會相熟牧者的回應：
1. 必須坦誠；
a. 真理的目標是保持聖潔，而非改變傾向。同性性
2. 每天重新立志；
行為是罪，這是肯定的。至于同性性傾向，雖然
3. 最近看書籍《信徒快樂秘訣—基督徒如何看掙
良友聖經學院《關懷事工：同性戀》

4

不是創造原意，也非當事人的選擇，乃由各種因
素形成，故非要當事人負責令它“不存在”。當
事人需要負責的只是在試探來到時選擇如何反
應。
b. 教會的使命是彼此相愛。教會非靠精彩而準確的
講述來吸引人；反之只有愛才能吸引人。要接納
和體諒同性戀者，讓他們在教會安心坦露自己內
心的重擔。若教會不能學會如何接納同性戀者，
反而會帶來惡性循環。同性戀者因缺乏安全感而
不會在教會坦露自己，並獨自面對罪疚。孤單感
和隱藏秘密所造成的壓力更促使他們需要發洩，
容易跌倒。讓掙扎者在可信任者面前坦露，並透
過群體支援讓當事人感受同性友誼，有助降低他
們跌倒的可能。牧者要珍惜坦白承認同性戀（出
櫃）的教友，這是當事人對牧者極其重大的信
任，也是極強的求救信號，這背后帶著期望，他
們希望得到接納、尊重（守密）和幫助，故牧者
和弟兄姊妹必須以真理和愛來接待同性戀者。

五、 作為單身姊妹，教會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難？
這跟自己的性傾向有關嗎？
1. 單身狀態使自己在教會生活上遇到困難。這跟自
己的性傾向有關，也源于內在矛盾。
2. 自己怕當女人，因會受傷，也害怕對女性抱持太
高或太低的期望；同時亦都怕會愛上男人。

六、 總結
1. 同性戀者大都發現自己与人不同，他們需要接納
自己的獨特，在掙扎中人仍可經驗主愛。
2. 能向男朋友坦誠自己的狀況。
3. 擔心婚后性生活，將學習目標定為婚姻中的成長
（正面的）。
4. 另一方面，控制欲望（消极的），并非否定及消
滅這种同性的欲望，而是接納与掌控，鼓起勇
气，向合适的人求救，承認問題，這是生命轉化
的關鍵里程。
5. 結義姐妹有助設定界限。

第五課
問與答：與你有約
一、 男同志有可能脫離同性戀，從喜歡男生變成
喜歡女生嗎？
1. 此問題背后牽涉到一些大問題，就是“同性戀
可以改變嗎？改變的定義是什麼？所謂的改變
是不是把自己從同性戀者變成異性戀者？”這
些大問題的範圍很廣，要討論的課題很多，在
此不便作答。建議研讀其他探討相關議題的文
章與書籍（詳看參考書目）。若你只想知道，有
同性戀掙扎的人處理其同性戀背后的問題以
后，能否漸漸對異性產生興趣，然后進入異性
戀關係，最后結婚生子，當個稱職的好丈夫和
好爸爸，那答案是肯定的，也有很多相關例子。
2. 同性戀掙扎的背后需處理很多問題，包括性
侵、與同性及同性父母的關係破裂、憤怒、怨
恨、孤獨、無法原諒自己或他人造成的傷害、
性沉溺（包括自慰與色情網站方面）等，其中
一大問題是性別身份的認同，亦即很多男同性
戀者覺得自己缺乏男性氣慨或不夠男性化，故
很易被一切與陽剛氣息有關的東西吸引。我們
相信，當男同性戀者能處理掙扎背后的問題，
其男性性別身份慢慢建立起來后，便不再覺得
自己比不上其他男性，而能夠順利地融入正常
的男性圈子，也不再認為自己與他們有所不
同，而是視自己為堂堂男子漢大丈夫，便漸漸
開始對異性感興趣，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與異性
不同，不再視彼此為“姐妹”，從需要被保護
變成領導與保護者，願意在各方面採取主動而
非被動，自信地面對自己的性別身份，認為自
己也是個好漢，無須從別的男性身上彌補自己
的不足。當然，整個改變是個過程，需要時間、
毅力、耐心、恆心、信心、旁人的鼓勵支持等。

二、 雖然我現在已停止一切同性戀活動，生活也
不受同性戀控制，甚至期待與異性談戀愛。
可是我很怕失敗，故遲遲不敢與異性發展戀
情。如何能勝過這種恐懼？
你的恐懼可以理解，因你之前的所思、所想和所行
都與同性有關，對于與異性談戀愛一知半解，或完
全沒頭緒。其實許多異性戀男生交女朋友以前也面
對相同恐懼，這種恐懼大部份與害怕被拒絕有關，
或者不知如何討好女生。害怕失敗和被拒絕是一般
男生常有的心態，故不要太過在意而使自己對異性
關係裹足不前，而要勇敢跨出第一步。若真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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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拒絕，可以從頭再來。失敗乃成功之母！天下
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三、 我 跟 女 友 談 戀 愛 不 像 其 他 情 侶 般 熱 情 如
火，轟轟烈烈，總是一板一眼，理智多于情
感，沒什么激情可言。這正常嗎？
具同性戀掙扎者跟異性交往時確實比較慢熱，經過
相當的時間才能完全投入戀愛關係，因昔日的所思
所想都與同性有關，回轉過來實不容易，需要時間
慢慢適應。戀愛初期理智多于情感也有好處，既能
互相認清對方，不被愛情沖昏頭腦，以至無法看清
對方的短處，或認識自己不能接受的東西。假以時
日，“投緣”的便逐漸產生感情與愛戀；“無緣”
的便只好分手。

四、 我和女友交往半年，覺得彼此已到談婚論嫁
的地步。女友還不知道我的過去，我該現在
告訴她，還是等到婚后才告訴她呢？或是無
須告訴她，反正那已過去，我脫離同性戀已
有一段時間了。
1. 誠信是所有關係的基礎。若一方不誠實，比如
撒謊或刻意隱瞞，關係遲早出現裂痕。什么事
該說，什么事不用說，這要看問題的輕重。大
部份人認為該說出昔日的同性戀掙扎，因它帶
來的影響不小，即使已成過去，也不能保證自
己不再遭受相關的試探。
2. 你若選擇完全不說，若某一天被對方發現，很
有可能會質疑你的誠信，並懷疑你還有何隱
瞞。若你們已婚，對方更會感到受騙，因已沒
有機會回頭了。你該在此時告訴對方，因為你
們已到談婚論嫁的地步。若你的女友曾是同性
戀者，你會希望她在婚前告訴你嗎？你完全不
想告訴女友，或期望婚后才告訴對方，或許是
害怕她知道后會打消結婚的念頭，但這種做法
比婚前便告訴她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婚后才發
現的后果會更嚴重。

五、 我從未跟異性發生性關係，擔心婚后沒有生
理反應，導致無法跟妻子行房；或之前曾與
同性發生性關係，而影響與妻子的性生活。
我的擔心是多余的嗎？
你的擔心並非多余，沒有性經驗的異性戀者同樣擔
心婚后的性生活是否美滿。若婚前曾有性經驗，將
之與婚后的性經歷作比較也是預料中事。不管新經
驗是否與性愛有關，如結婚生子或轉換工作，即使
我們期待它的到來，多少也會感到擔憂。雖然我們
都有性慾，也要學習與伴侶建立良好的性關係，就
良友聖經學院《關懷事工：同性戀》

如擁有美滿婚姻一樣。很少夫妻的性關係一開始便
十全十美，沒有異性性經驗不代表不能擁有美好的
性生活，只要彼此相愛，願意互相配合和學習，仍
可擁有幸福美滿的性關係。不管以往的是同性戀性
經驗或是異性戀性經驗，皆有可能成為婚后的絆腳
石，例如與妻子做愛時想起以往與他人發生性關
係；另一半因你以往與別人發生性關係而無法釋
懷，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雙方互相尊重、原諒和
體諒，不讓過去發生的事成為婚后的攔阻，彼此仍
可建立幸福美滿的婚姻，包括滿意的性生活。

六、 我 有 幾 位 曾 幫 助 我 脫 離 同 性 戀 的 知 心 好
友，朋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若婚后與他們
繼續保持親密關係，我擔心妻子會不高興，
或友情因而變淡。我的擔心是否多余？
1. 你有幾位助你脫離同性戀的知心好友，實在非
常難得，可算是人生的一大祝福，難怪朋友對
你來說非常重要。知心好友難尋，能共患難的
更如海底撈針，碰到便要好好珍惜。你擔心婚
后與他們繼續保持親密關係會使太太不高興，
這倒未必。你能夠走出同性戀，相信朋友的功
勞不小。太太若知道你的朋友在你失意潦倒時
向你伸出援手，應該會感激他們，否則便沒有
今天的你，與她結婚。
2. 友情與愛情並不互相抵觸和排斥，也不用在兩
者之間作選擇或取捨，這只是平衡的問題。結
婚不代表朋友變得不再重要，全神貫注在家庭
上，而把朋友拒于千里之外。若婚后與太太爭
執或發生問題，你該向誰求助呢？你可以尋找
輔導，但真正了解你的，除了朋友還有誰呢？
無可否認，婚后與朋友相處的時間相對減少；
有了孩子之后，跟朋友相處的時間會變得更
少。但孩子會慢慢長大，當人生進入空巢期，
朋友相對變得重要。若完全沒有跟朋友保持聯
絡，便很難和好如初。友情與愛情一樣需要用
心經營，才能茁壯成長。婚后不常見面不代表
友情就此變淡，要盡量保持聯絡，偶爾相聚也
能讓自己鬆弛身心。
3. 現代科技發達，保持聯絡不太困難，即使朋友
身在不同地方，有心的話，友情能經得起考驗。
找機會讓妻子多認識和了解你的好朋友，同時
鼓勵妻子繼續跟其朋友保持聯絡，她必會祝福
你們的友情。

6

第六課
“櫃父母”的合宜與不宜
（Do's & Don'ts）
若父母發現子女出現同性戀傾向（即“櫃父母
＂），他們可留意以下方面：

一、 該做的事（Do's）
1. 先聆聽，后回應；
2. 聆聽兒女的心聲是關顧的第一步；
3. 先關懷，后表態；
4. 認識同行的群體及何謂同性戀；
5. 需要時尋求專業人士協助處理家人或自身的心
理困擾；
6. 尊重和接納每個人，但可以不認同其決定；
7. 建立深遠的關係，成為子女的“浪子家人＂；
8. 要全人接納，別單看性傾向，盡力支持子女的
人生使命；
9. 表達你的關愛，亦可適度表達自己的憂心；
10. 以你一向對待子女的立場及態度，接納同性戀
是生命的一部份，而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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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該做的事（Don'ts）
1. 不要否定你的情緒，要找合宜的人傾訴，紓緩
情緒；
2. 不要在情緒高漲下作重大決定；
3. 不要向未明白立場的機構求助；
4. 不宜再偷看子女的日記或信件，這有礙兩代之
間的真實和直接溝通；
5. 不要讓內疚佔據你，同性戀並非單一原因形成；
6. 不宜讓兒女同性戀的事佔據你生活的全部；
7. 不宜表達忿怒（可在外尋找傾訴對象）；
8. 不要重視或強迫子女的外表打扮，任何改變都
應由心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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