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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乏于一青少年通頂現象

李永年：

近數年，有關夜遊青少年「通I頁」問題的報導，不斷地在

不同傳媒中看到。「尖東老泥妹」、「西九龍八姊妹j 、「屯

門童黨」及「蘭桂坊暴風少年」等等，便是一些有關的標

題。從不同的報導中，我們可知悉一些有關這些青少年的

問題。「一夜情」、「男女互溝」、「食丸仔」及「群毆」

都是用來形容這些「深夜之子」的吉行。深夜之子的行為

是會傷害自己的身心靈發展，甚至危害社會。

有人認為這些深夜之于大部份是失踩或離家出走的青

少年。據警方的統計數字顯示，在過去五年失踩案件中的

青少年（年齡包括 7至 20 歲），每年平均人數約有 4000 個

(Commissione「 of Police,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有些人士亦曾估計本港每年約有兩萬多個離家出走的青少

年（Newbe內， 1993）。姑勿論這些數字準確與否，若這些

失諒的青少年或離家出走的青少年都是「通頂」的 份

子，這問題的嚴重性實在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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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之子的現象在廿世紀末及廿一世紀初似乎有擴大的

情況（Lee & Tang, 1999 ﹔明報， 2000），值得我們的關注。

故筆者曾在 1996 年中進行了一項有關研究 1 ’旨在探蒙這

些深夜之子的社會背景、夜遊行為、背後原因及服務需要。

研究方法

在計劃當時，香港從未有過任何有關夜遊青少年的研究，

故對他們的分佈情況缺乏資料。根據 些傳媒的報導及與

前錢的外展社工分享，研究員（筆者）選取了三個較為人所

知的通頂地點，對在這些地點出沒的深夜之子進行研究。

這三個地點包括 （一）尖東文化中心及鄰近海潰公園﹔

（二）旺角西洋菜街南之麥當勢餐廳及旺角遊樂場及（三）沙

田新城市廣場外空地及其旁之區域市政局沙田中央公園。

這研究是一探蒙性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研

究員招募了六位研究助理（三男三女），他們都是受訓的

在職外展社工。故他們有一定的能力及技巧作實地觀察及

與有關的青少年接觸和建立關係。他們兩人（ 男一女）

組成一小隊，分別在這三個不同的地點接觸這些夜遊

青少年的組群進行了從而進行「半參與式觀察」（sem 卜

pa 「ticipant obse「vation)2 。在過程中，他們每人亦物色7

1 這項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基金贊助。

2 所謂「半參與式觀察」（semi-participant obse「vatio「l）是要求研究助理
小心參與組群的活動，猶其注意是合法的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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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夜遊青少年作深入的個別訪問（in-depth individual 

inte 「view）。他們觀察這些青少年組群的時間為晚上十時

至豆日零晨二峙。

本文所敘述有關深夜之子的現象，是基於分析他們在

三個月內對 16 組深夜之子組群所作的觀察工作記錄，及

60 個個別訪問所搜集得到的資料。

深夜芝于組群

這些組群的人數各有不同，有些可多至 30 人而有些則少

至三人。這 16 個組群中有一半（八個）為全男性，而一半

（另外八個）有男有女。這現象亦近似所見一般夜遊青少

年組群的情況。而在組群中，女成員大多數比男成員年

幼。她們的年齡在 12 至 21 歲之間，而男成員的歲數則在

15 至 29 之間。

這些組群的青少年外貌十分追上潮流。尤其是女孩

子，她們的衣著新潮，顏色奪目，頭髮多染有不同顏色及

髮型前衛﹔而她們差不多全部都帶上多個耳環。在一些較

大的組群中，可觀察到有次小組（subg「oup）的存在。但在

每一組群中都有一至兩個具有影響力的領袖人物。

除了在尖東文化中心有一組群及沙田新城市廣場另一

組群專注在表演他們在滑板及滾軸溜冰的技術外，其他在

不同地點的組群多數是無所事事、破壞公物（如垃圾桶、

公園長標）、你迫我遂、互相愚弄、出吉挑逗途經的女孩

子、吸煙、講粗口、聊天及喝啤酒等。從接觸得知他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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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朋輩、鄰居、同事、同學或黑社會中的「兄弟姊妹」。

而從觀察中可見他們的關係良好，他們能互相傾訴不同經

歷，有喜有悲。有些甚至邀請無家可歸的組內成員回家過

夜。除了那兩「滑板組」吸引了不少途人圍觀外，一般路

過的人都不會理睬這些組群的存在。而這些組群的青少年

也對路過的人視若無睹。

雖然這些夜遊的青少年組群沒有明顯的犯罪行為，但

有些組群有黑社會的背景。亦有一些男孩承認他們會在文

化中心引誘少女「出私鐘」（賣淫）。而有些青少年亦向研

究助理表示他們經常販買翻版輻射唱片。在不同地點，研

究助理亦曾觀察到有不同青少年組群發生磨擦，幸好這些

磨擦最後都以談判交涉平息。綜觀這些夜遊青少年組群的

問題包括

1. 缺乏正確健康的娛樂和興趣﹔

2. 缺乏進行康樂活動的適當場地，

3. 偏差行為（如破壞公物、吸煙、圓的酒）

4. 與異性的不健康關係，

5. 受黑社會不良的影響，及

6. 參與違法活動（如販買翻版錯射唱片、引誘少女賣

涅）。

﹔家夜之于的社會背景

從 60 個接受深入個別面談的深夜之子口中，我們可得知

他們的一些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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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成（49 個）被訪問的青少年為男性，而兩成（ 11 

個）為女性。觀察所知，這與 般夜遊青少年的性別比例

相近。他們大部份的年齡都是在15至 17歲之間（36人）。

教育水平方面，有近五成（29 人）有初中的水平，而三成

( 18 人）有中四的水平。除有少數人是在夜遊地點區內居

住外，他們大多數都是來自不同地區的。有從北角、沙

田、上水、屯門，及元朗到尖東文化中心夜遊的﹔有從觀

塘、馬鞍山、青衣、屯門和天水圍到旺角夜遊的﹔亦有從

旺角、黃大仙、新蒲崗及青衣到沙田夜遊的。

在家庭方面，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就是六成半以上

(40 人）的青少年表示他們與雙親問住，而只有三成（ 18 

人）表示他們來自單親家庭。這現象似乎反駁了一般人認

為單親家庭會較多「問題青少年j 的觀念，但差不多全部

被訪的青少年表示他們的雙親都需要出外工作。再者，大

部份（近六成）夜遊的青少年表示他們的家庭關係是冷漠

及缺乏溝通和關心的。以下是一些被訪青少年用來形容他

們家庭的氣氛及關係的說話：

「他們（父母）完全不關心我，他們只顧揖錢。」

「與他們（父母）講（心事）是沒用的，他們不會明白

我，只會罵我。」

「我不想留在家中，它只是我睡覺的地方。我的父母

一早出外工作，很夜才回來。」

從以上的談話，我們可見這些夜遊青少年與父母的關

係及溝通甚不理想。當問及他們父母對他們夜遊行為有何

反應時，他們大多（超過t成）表示父母會罵他們及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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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制止他們離家外出。但亦有少部份（一成）表示父母跟

本不理會他們平日的生活。

在學業方面，被訪的青少年中，有五成（31 人）是在

小學四年級至中學五年級內報學的，而有四成多（26 人）

表示他們仍然在學。雖然有二成半（ 15 人）的青少年表示

他們與老師一般的關係良好，但有四成以上（26 人）表示

他們與老師的關係頗差。而他們大部份（六成以上）表示

與同學的關係良好。除7有十t人認為他們的學業成績是

一般外，他們大部份（37 人）皆表示自己的學業成績甚

差。雖然他們接近五成（28 人）表示在學校的生活／經歷

是「浪費時間j 、「悶」、「學唔到1野」、「老師很差j ，但

所有報學的青少年皆表示後悔不讀書。

在 34位沒上學的青少年中，一半（ 17 人）有工作而一

半則失業。在職的青少年的工作性質全部為非技術性及半

技術性的（如速遞員、髮型屋洗頭員、辦公室助理、印刷

技工、廚房助理、推銷員等），而他們普遍是經常轉工

的。

差不多全部（九成半）的被訪青少年表示他們有親密

的朋輩組群，而近八成半（ 50 人）表示他們的「死黨j 是

在一起夜遊的組群內。他們形容與這些朋輩的關係十分要

好。

「我班死黨鍾意通頂，所以我和他們一起通頂。」

「兩年前我開始與這班同學一起玩通了頁，我覺得與他

們一起好玩，所以繼續玩通頂。」

「我她年青人鍾意玩通頂，我班朋友玩，我亦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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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說話，我們可見朋輩的吸引力及影響是夜遊

青少年「玩通頂j 的主要原因。從觀察所得，差不多所有

夜遊的青少年都是與朋輩組群一起進行此活動的。除玩通

頂外，他們通常 起的活動還有唱卡拉 OK 、打遊戲機、

打桌球、玩﹔骨板及追女仔／男仔等。當問及他們如何定義

「好朋友j 峙，他們大多以「有共同興趣j 、「有事肯幫

手j 、「責支持及鼓勵j 作為原素。

深夜芝于夜遊情況

所搜集的資料顯示，這 60 個青少年中有近九成（53 人）在

12 至 15 歲期間便開始這種生活。雖然他們有五成（31 人）

參與7這種活動在年以下，但他們有成（六人）已有

這種生活模式 至兩年，及亦有一成（七人）有參與這種

生活模式超過三年。

當問及他們為何參與夜遊活動時，他們大多數的答案

包括「想和朋友一起j 、「喜歡和朋友一齊j 、「班 f「iend

日頭要返工j 、「在屋企很悶」、「不想留在家中 j 、「已

習慣這種生活」、「在這稟（夜遊地點）好f「eeJ o 而朋友

及鄰居是他們經常一起夜遊的友伴。

被訪的青少年表示，他們會在不同地點夜遊的。如果

他們有錢，他們會到 些娛樂場所（如卡拉 OK 、機舖或

桌球室）玩樂﹔如果沒有錢，他們會先找一些「私竇」（他

們的私人住宅）聚在 起。而在街外夜遊是在沒有私晝的

情況下才會出現。他們表示，在私竇內，他們會喝啤酒、



12 季永年

吸食軟性藥物（軟性毒品）、大吵大鬧、甚至乎有性行

為。

其中一個較為特別的發現，就是只有少部份被訪的夜

遊青少年（ 14 人）承認有離家出走的經驗。他們大部份都

表示他們在通頂後會回家睡覺、洗澡。有些表示當他們在

外流連時，他們有與家人聯絡。有些指出當他們與友伴玩

上二至三日（夜）後會回家休息，拒絕承認離家出走。這

現象與 般人認為夜遊的青少年多為離家出走份子有別。

被訪的青少年中只有四人認為夜遊是危險的﹔有近兩

成半（ 14 人）認為夜遊活動有幸lj亦有弊﹔但他們大部份

(-I三成）認為這種行為沒有問題及非常正常。他們表示享

受這種自由自在及沒有拘束地與朋友相惡的活動模式。

深夜之于的服務需要

在分析7從觀察組群及個別訪問所搜集到的資料後，這些

深夜之子的服務需要可分為兩個層面 組群及個人。

組群層面的服務需要

提供適當的康樂場地

「滑板組J 及「滾軸溜冰島且j 均表示他們喜歡在夜遊的地點

（分別為尖東文化中心及沙田新城市廣場外的空地）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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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因為他們在夜間找不到這樣闊大及空曠的地方玩滑

板／溜冰。其他的組群亦大都表示他們喜歡流連在夜遊地

點是因為這些地方令他們覺得有自由的氣氛，他們可以無

拘無東地聊天及玩耍。

「你可在這里跑來跑去，喜歡做甚麼，就做甚磨。」

「沒有甚麼地方你可以喜歡逗留多久就多久，而你亦

不必付出一分一毫。」

「在這里，你可以高設闊論，大笑大唱，甚至跳舞亦

沒有人干涉。」

由此可見，這些組群需要一些適當的康樂場地給他們聚集

及進行健康活動，亦令他們有自由的感覺。

減少不良間輩／黑社會的影響

研究發現在不良朋輩／黑社會的影響下，有些夜遊的青少

年會販賣翻版錯射唱片及誘騙少女出私鐘。這些違法行為

不容忽視。再者，在互相的影響及模做下，說粗吉穢語、

吸煙、喝啤酒、破壞公物等，都是這些青少年組群共有的

吉行模式。雖然青少年在組群內互相學習及模傲的現象是

自然的，但減少他們互相的不良影響，急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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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面的服務需要

發展健康興趣

研究的資料顯示，大部份喜歡夜遊的青少年都缺乏正確及

健康的興趣。似乎玩通頂就是他們打發閒暇的興趣。雖然

有些夜遊的青少年也覺得這種生活模式沒有意義，但他們

認為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更好的活動來消磨這空間時間（晚

上），所以他們仍會繼續這興趣。由此可見，協助他們發

展健康的興趣實在有其必要。

輔導行為問題

喜歡夜遊的青少年有著很多行為的問題，如破壞公物、喧

嘩、說租吉穢語、吸煙、圓的酒、互相愚弄、及騷擾途人

等。他們雖以這些方法消磨通頂的時間，但這些行為令他

們容易觸犯法律。所以有需要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輔導。

指道兩性閱（系

在研究中，發覺有些深夜之子在通頂地點公開地以不正確

行經（如吉語上的挑逗）向異性展開追求。他們有些亦承

認「一夜情」在他們中間十分普遍。雖然在青春期的少男

少女，互相傾慕是很自然的事，但這班深夜之于對兩性關

係的態度吉行，需要給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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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家庭關係

大部份喜歡夜遊的青少年都表示與家人的關係疏離、少溝

通及家人對他們缺乏關心。這現象亦是導致他們喜歡參予

夜遊活動重要原因之 。所以協助這些深夜之子重建健

康、有溝通及關懷的家庭關係十分重要。

愛心與關心

大部份深夜之子表示與他們 起通頂的朋輩是他們的好

友。這些好友了解他們、支持他們及關心他們。他們可以

互相傾談心事，分享生活的經歷。這些感覺實在是年青人

的基本渴求，這就是愛心與關心。所以，給予他們愛與關

懷是需要的。

尋找生命意義

大部份深夜之于對自己的生活及工作缺乏清晰的目標。他

們相信讀書工作只為賺錢致富、享受生活。他們有需要接

受協助來尋找生活及生命的其他意義。

應為深夜之于提供的服務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了解夜遊青少年在個人及組群層

面上皆有其服務的需要。在確定了這些青少年的服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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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適切的服務程序應予以推行以協助他們從新學習健康

的生活方法。

在種種的服務形式中，「夜間外展」似乎是最可行的

方法。現時在 些青少年問題較為明顯的地區，均有外展

社會工作隊或青少年綜合服務隊，以外展的方法到一些青

少年喜歡集結的地方，如桌球室、電子遊戲機中心、快餐

店、商場、球場、公園及街角等地方，與在那稟流連的青

少年組群接觸，建立關係，從而給他們適切的指引及輔

導。這種以主動方法去接觸有服務需要的年青人的服務模

式，現時只限於日間推行。但青少年喜歡夜遊的情況遂漸

普遍，而是項研究亦發掘了他們的一些服務需要。基於這

現象的出現及這些青少年的服務需要，青少年外展社會工

作服務有必要推展至夜間進行，為這些深夜之子提供適切

的服務。政府當局亦應對有關的政策及實際服務作出釐

﹛
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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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畢這書後，相信讀者對本港在這廿一世紀初所面對的

青少年問題現象、可用之分析方法及可行之對策都有一定

之理解。事實上，青少年為滿足他們在這成長階段的各樣

需要，再結合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們表現出的吉行心態可

以層出不窮。

本書於現象篇所編載之四篇文章是編者認在這廿一世

紀初較受大眾關注及「長壽j 的青少年現象及問題。把它

們編載於這書的目的，除希望讀者在閱後對這時代青少年

的 些吉行心態及現象、及所引出的問題能有所7解外，

更希望讀者能對他們這些吉行背後所表達出的訊息有所體

會。在學術界裹，有不少理論可用來分析青少年問題及現

象。本書編載於剖析篇的四篇文章，皆是一些較易理解或

具前瞻性的理論概念。相信讀者閱後對分析青少年問題的

理論架構能有一定之掌握。對策篇的四篇文章為與不同形

色的青少年組群（如一般青少年、高危青少年及犯罪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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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工作介紹 7一些可行之方法。這些手法在協助與

各類形的青少年組群工作上必有幫助。而特別是在最末的

篇一〈香港青少年工作一廿一世紀的前路〉更將本港

以往青少年工作的弱點與局限全然道出，但亦勾畫出可發

展的出路。值得一讀。

最後，編者望與讀者分享幾點對現時青少年的需要的

觀察及 些與他們工作的原則。編者相信，若能把這些題

點結合在青少年工作內，這份培育的工作必能做到更好。

青少年的需要

. 有趣味（Fun)

. 講感覺（Feeling)

. 愛分享（Sharing)

. 愛自由（Freedom)

. 講自主（Autonomy)

. 要愛與被愛（Love)

. 要資訊（Information)

與青少年工作的原則

1 . 7解他們在這階段的發展需要﹔

2. 對他們的能力有信心（trust）﹔

3. 明白他們的世界／對事物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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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他們對話（dialogue) （非訓話），

5. 鼓勵參與（pa「ticipation）﹔

6. 著重「現在J(he「e and now）的收穫，及

7. 建立「正確j 的氣氛（「ight atmosp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