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大綱 

1. 【主席的話】風雲變幻中的安息——迎向

2020 年的巨大挑戰／關啟文 

2. 維護選擇接受治療的權利（性傾向及性別

認同）——回應堵建偉／陳婉珊 

3. 維護治療和輔導選擇自由國際聯盟聲明

2019（中譯） 

4. 中大性小眾研究報告沒有告訴你的秘密／

明光社 

5. 跨性別運動知多Ｄ 

6. 性文化消息 

7. 學會消息 

8. 性文化代禱事項 

9. 財政報告：2019 年 1 月- 12 月 

 

 

 

 

 

 

 

 

 

 

 

 

 

 

 

 

 

 

 

 

 

 

 

 

 

 

 

 

 

 

 

編語 

2020  

《 —— 2020 》

 

2020

 

19 12 18

3

 



 

2 

 

 

IFTCC

 

LGBT  

1

 

 

  



 

3 

I. 【主席的話】風雲變幻中的安息——迎向 2020年的巨大挑戰 

文：關啟文（浸大宗哲系教授、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毫無疑問，香港社會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內部分化，在這種社會氣候中，我們的工

作實在舉步為艱，因為香港人好像已沒有力氣關心目前困境以外的議題。雖然如此，我們性

文化學會仍會迎難而上，因為有一些挑戰逼在眉睫，再不回應恐怕為時已晚了！ 

2021 年的新聞頭條——香港必須通過同性婚姻？ 

  有沒有想過，可能在明年（2021）的某天你打開電視或報紙時，所有媒體的頭條都是「香

港終審法院通過同性婚姻」！這絕對不是妙想天開或空言恫嚇，因為女同性戀者 MK 的司法

覆核揭開了推翻一夫一妻（制度化同性婚姻）1和守護一夫一妻的法庭攻防戰的序幕。雖然守

護一方勝了第一回合，但還有第二回合（上訴庭）和決定性的最終回合（終審庭）。我們非常

憂慮在一年多內案子到達終審庭後，香港便走上同性婚姻制度化的不歸路——但反對的香港

市民連表達機會也沒有！MK 的辯護律師認為無論基本法論到「婚姻」的原意如何，香港的

情況已經改變（如絕大多數已接受同婚），所以可以對基本法提供新解釋，而終審庭甚至曾說：

大多數人的共識也是「毫不相干」！香港人必定要發聲，讓法官和律師都清楚知道還有很多

香港人堅定支持一夫一妻制，且決不贊成法庭在這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的重大議題上，把香

港人的發聲權取消！ 

籌組各界與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 

  為了回應這巨大挑戰，學會正與友好籌組兩個聯盟：各界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

和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目標是去凝聚香港支持自然婚姻及維護兒童福祉的

各界力量，且表達支持自然婚姻、反對同性婚姻制度化的聲音。我們也會推廣自然婚姻的理

念，在這方面為香港市民提供資料和教育活動。我們強力要求法庭維護現時香港行之有效的

一夫一妻制，堅定反對法庭不恰當地以司法力量改變婚姻定義。我們稍後會推動一個登報聯

署，和舉辦各種活動。希望各弟兄姊妹密切留意，且鼎力支持。 

維護治療和輔導自由——籌組亞洲聯盟 

 
1 「同性婚姻制度化」是指透過修改法律把同性婚姻變為公共制度。坊間有時會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說

法，但筆者認為這說法遠遠表達不到通過同性婚姻的嚴重性。一旦同性婚姻變為公共制度，這代表所有香港人

（包括反對同性婚姻的信徒和市民）都要承認同性戀的愛慾關係，其他制度（法律、教育等）亦都要肯定和支

持同性婚姻，不贊成同性戀的市民的權利會受到衝擊，納稅人的錢也會用來支持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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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同運（和 LGBT）在西方已獲得壓倒性勝利，但他們不甘心於只是爭取「婚姻平權」，

而是全面封殺異議，特別是後同性戀者（post-gay）的聲音。他們一直以來對後同口誅筆伐、

百般欺凌，近年更採取法律的手段去禁制性傾向改變的自由，和剝奪人們尋求治療和輔導的

選擇（therapeutic & counseling choice- TCC）。美國加州已通過這種法例，德國和加拿大也正

在考慮追隨。這些法例一旦通過，願意幫助同性戀者的專業人士和 NGO 都可能會被懲罰，這

會產生巨大的威嚇和寒蟬效應。 

  類似的打壓已來到亞洲（如台灣已立法禁止更正治療），我們幾個關注家庭價值的團體決

定未雨綢繆，成立一些組織去捍衛性小眾選擇接受治療和輔導的自由。我們已開始籌備成立

兩個組織：Asian Alliance for Therapeutic & Counseling Choice (AATCC) ，和 Professionals for 

Therapeutic & Counseling Choice (PTCC)。推動這個工作時，我們參考了西方弟兄姊妹的經驗，

他們已成立了維護治療和輔導選擇自由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rapeutic 

and Counselling Choice, IFTCC）——這是在英國註冊的團體。2019 年 11 月，他們在匈牙利

布達佩斯召開了為期 2 天的第五屆年度會議，來自 23 個國家的國家代表和與會者出席。我也

有參加，學會也簽署了他們的聲明（編按：今期通訊刊出了聲明的中譯本）。 

  這個會議令我感觸良深，置身高度世俗化的歐洲，我再次感到同運和反基督教的巨大勢

力，我碰到不少基督徒因著抗拒 LGBT 的議程而受逼迫（如一些醫生被攻擊、甚或解僱），亦

認識一些被信仰改變的見證（如變性人 Peter Benjamin）（編按：他的故事請參今期「跨性別

運動知多Ｄ」）。與 IFTCC 緊密合作的有英國的 Christian Concern，令我大為感動的是這些組

織的基督徒領袖，他們在如此可怕的壓力下仍然堅守崗位，以溫承但勇敢的心去盡用神給他

們的「諸般智慧」，實在令人敬佩。 

風暴中的安息 

  我推動學會的事工已超過十五年，老實說心中感到疲乏，特別面對香港婚姻制度淪陷的

逼切危機和社會的混亂，過去半年心中充斥無力感。有時想奮發，有時則感到不如頹廢，有

一段時間心中在掙扎。感謝主，在去年 12 月，在幾次崇拜中上主重新向我發出呼召（如透過

約拿的故事），當內心刮起風暴時，神給我希伯來書（4:1）的提醒：祂已給「我們…有進入他

安息的應許」！當我以信心抓緊上主的應許時，內心的風暴已被平息。我再次立志，無論結

果如何，別人反應如何，我只要忠心走完我應走之路即可！ 

極需你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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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只是幾位同工的小機構，但我們卻敢於為上主發大夢（以上聯盟的工作可不簡單！）

請大家懇切為香港和我們的使命代禱，支持我們的工作（如登報聯署）。特別請大家紀念我們

的財政，香港的經濟在 2019 年下半年開始走下坡，我們每月也開始出現赤字。2020 年可能是

更嚴峻的一年，願望認同我們工作的弟兄姊妹能在這吃緊但又關鍵的時刻與我們同行。 

祝各位有蒙福的一年！ 

你的弟兄 

    關啟文 

2020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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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維護選擇接受治療的權利（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回應堵建偉 

文：陳婉珊（研究主任） 

  堵建偉先生在 1659 期《時代論壇》寫了一文〈基督徒同志身份：拗直治療的身心靈戰場〉，

藉他對德國的認知和例子，批評改變性傾向的治療，在「政教勾結」的情況下，是對同性戀

者不人道的傷害。2筆者對德國的情況並不熟悉，本無從置喙，然而改變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

治療——各種方法可統稱為性傾向改變的努力（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下面簡稱

為 SOCE）——已高度政治化，歐美不少國家正推動立法禁止專業人員、社工等提供 SOCE，

令希望尋求幫助的同性戀者或跨性別人士無法得到專業人員的服務，求助無門。3香港十分受

西方文化影響，這股禁止 SOCE 的風潮早已吹抵本港，如 2016 年立法會選舉，已有同運團體

要求立法禁止所謂的「拗直治療」，4而很多立法會候選人，在未深入了解下，已表示支持同運

的立場，5不可不察。本文藉著回應堵文的觀點，希望大家對 SOCE 有更多認識，並支持同性

戀者或性別焦躁患者選擇接受專業治療的權利。 

停止污名化 SOCE 請尊重「後同性戀者」的權利 

  堵文用「拗直治療」來稱呼「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SOCE 的另一統稱），然而

「後同」組織（指一群有同性戀傾向，而想離開同性戀生活模式的人士）已多次表明這稱呼

令他們難受及覺得受侮辱，希望外界停止使用「拗直治療」一詞。6他們希望脫離同性戀生活，

不把同性戀傾向視作其身份認同，因而自願尋求協助，根本不是被強逼「拗直」。因此，這個

詞語本身已帶有貶義和誤導性。 

  現時提供 SOCE 的專業人員以使用標準的臨床模式和技巧為主，如認知行為療法和敘事

治療。7「電擊」也許是數十年前，當時認可的治療方法之一，但如今在先進地區早已不再流

行。如果今日香港仍有人用電擊這方法，看怕早已被投訴及吊銷專業資格。然而，一些同運

 
2 堵建偉，〈基督徒同志身份：拗直治療的身心靈戰場〉，《時代論壇》1659 期全球視野，2019 年 6 月 16 日。 
3 根據維基百科，現時美國有 18 個州禁止向 18 歲以下青少年提供更正治療；加拿大有 3 個省有不同程度的禁

令；馬爾他則是首個全部禁示的歐洲國家。此外，台灣已於 2018 年禁止「更正治療」。 
4 《同志政綱 2016》，取自：http://sodo.rainbowactionhk.org/legco2016.html#your-page-element9。 
5 根據同運團體的問卷調查，不算功能組別，超過 30 名候選人表示支持禁止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

詳情請參 http://gdottv.com/main/diversity-election-questionnaire/Results。正如本文指出，幫助兒童認同原生性別

的輔導，也會被視為「拗直治療」，跨性別運動倡議者要求立法禁止。 
6 參香港性文化學會訪問及整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香港同運如何打壓自願尋求輔導的同

性戀者〉，2013 年 7 月 9 日。此文詳細說明本地同運如何千方百計打壓新造的人協會，和多年為同性戀者提供

服務的康貴華醫生，收錄於關啟文，《同性與變性：評價同性戀運動和變性人婚姻》（香港：宣道，2015 年）

的附錄。 
7 參美國 Alliance for Therapeutic Choice and Scientific Integrity 的資料：

https://www.therapeuticchoice.com/clinical-division。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8343&Pid=102&Version=0&Cid=2143&Charset=big5_hkscs
http://sodo.rainbowactionhk.org/legco2016.html#your-page-element9
http://gdottv.com/main/diversity-election-questionnaire/Results
https://blog.scs.org.hk/2013/07/09/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https://blog.scs.org.hk/2013/07/09/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https://www.therapeuticchoice.com/clinical-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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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仍不斷渲染 SOCE 如何使用可怕和不人道的電擊方法，這根本不能應用到香港的處境

（和我們認識提供 SOCE 的組織）。我們希望，這種不誠實地污名化 SOCE 的企圖會全面停

止。 

尊重案主自決原則 

  堵文內提到兩個尋求 SOCE 的失敗例子。我們無法排除有失敗或令人遺憾的情況，但隨

著 LGBT 權利意識愈來愈高漲，被逼接受治療的說法其實已不太符合現實；另外，任何治療

都有機會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其他不同種類的心理治療，都會有失敗的例子。因此，個別的

失敗例子並不足夠否定任何治療——包括 SOCE，重要的是在給予充份資訊下，尊重案主自

決（client’s autonomy）原則。 

  過去有不少研究支持 SOCE 有一定成效和不一定有害，例如 Jones & Yarhouse (2007)、

Nicolosi et al. (2000)、Byrd et al. (2008)、Karten (2006)及 Cummings (2007)等。譬如前美國心

理學協會會長 Nicholas Cummings「在 1960-1980 期間，曾幫助 2,000 個同性戀者，他的員工

另外見了 16,000 個。他們沒主動要求同性戀者改變性傾向，但有些會主動要求。結果是：67%

有滿意成果，一萬個有更穩定、快樂和健康的異性戀關係，另外 2,400 個成功改變性傾向。另

外三分一不能成功改變，但伴隨的大多是濫交、不快樂和容易上癮等問題。Cummings 在 2003

年獲得美國心理學基金金獎，這是心理學實踐方面的終身成就獎。他一直為同性戀者爭取人

權，並在上世紀 70 年代有份參與將同性戀剔除在精神病列之外；不過，他認為同性戀是可以

改變的，並且病人有權自決接受改變治療。」8 

  更重要的也許是，立法禁止 SOCE，往往是禁止專業醫療或輔導人員提供協助——他們

會受業內守則規管，反而令希望得到幫助的人士只能向非專業的人員求助（甚或求助無門），

對他們更沒保障。 

禁性別認同治療等於把「跨孩子」推上變性路 

  堵文只提性傾向，而沒有涉及性別認同，但現時倡議立法禁止「拗直治療」，大多包括性

傾向及性別認同。禁止性別認同的治療和輔導是更複雜的問題，尤其對兒童及青少年而言。

因為過去臨床研究發現，大部分性別焦躁兒童患者（「跨孩子」）會隨著長大，走出性別焦躁

的感覺。9可見，若禁止 SOCE，等於禁止精神科或心理醫生幫「跨孩子」探索不同誘因，從

 
8 有關這爭論，請參關啟文，〈性傾向改變的可能性與合法性——科學與倫理的探討〉，《山道期刊》第四十二

期，2018 年 12 月，頁 115-142；及關啟文，《同性與變性：評價同性戀運動和變性人婚姻》（香港：宣道，

2015 年），第 2 章。 
9 參：https://blog.scs.org.hk/2016/09/22/向政治凌駕科學說不-探討跨性別兒童的科學研究。 

https://blog.scs.org.hk/2016/09/22/%E5%90%91%E6%94%BF%E6%B2%BB%E5%87%8C%E9%A7%95%E7%A7%91%E5%AD%B8%E8%AA%AA%E4%B8%8D-%E6%8E%A2%E8%A8%8E%E8%B7%A8%E6%80%A7%E5%88%A5%E5%85%92%E7%AB%A5%E7%9A%84%E7%A7%91%E5%AD%B8%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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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判斷合適的治療方案。雖知性別焦躁不是單一的東西，可能有很多不同成因，絕不應依據

孩子當時所需所求，輕率讓他變性。10 

上帝的子民是聖潔的群體 

  堵文批評保守信仰「強行改變」同性戀者的性傾向，等於虧損了同性戀者所具的上主形

象，這說法最值得商榷。第一，如上所述，今時今日個人權利意識高漲，「強行改變」未必完

全符合現實情況。我們支持的 SOCE 所指的都是自願的，我們反對任何強逼改變性傾向的行

為。 

  第二，「性身份和信仰身份是他們身為一個人不可分割的部份」這聲稱也不能不加批判地

全盤接受。主觀上，一個人可視其性身份為核心身份之一（參第三點）；但客觀上，一個人的

性身份，只是一個人整全人格的一小部分，畢竟性生活雖說重要，也只佔人生的一部分，其

他還有友情和工作等。對不少「後同」基督徒而言，信仰和與上主的關係才是他們身份的核

心（這與堵文吻合），而按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並不符合上主的心意，所以

他們也不接受同性戀性傾向為他們身份的核心。再者，性身份千變萬化，現時不少專家也說

「孌童」（pedophilia）——像同性戀——也是一種穩定而難以改變的性傾向；還有多偶關係

（polyamory），或稱開放關係（open relationships），已有一群美國心理學會（APA）專家成立

了工作小組，要為愛好多偶關係的人消除「污名」，將之正常化，如數十年前的同性戀一樣。

11難道，反對孌童及開放關係，也會「令他們所具的上主形象受虧損」嗎？我們（特別是基督

徒）真的能一致地倡議這種邏輯嗎？ 

  第三，上帝的子民是聖潔的群體，要「分別為聖」，這是聖經非常清楚的教導。成聖的過

程中，信徒要選擇哪種「傾向」為核心身份，這在一個自由社會是他們的個人選擇，不存在

不人道的強逼。不認同這種聖經教導的信徒可有其他選擇，如加入同志教會，但卻沒有權否

定一些「傳統」信徒對其核心身份的選擇。肆意污名化、排斥甚或攻擊這種選擇，更是霸道

的表現。 

  總結而言，在自由社會，一個人願不願遵守信仰的規條，歸根究柢是個人選擇；信仰群

體的教義和核心價值本身，並沒有虧欠了任何人。筆者希望不認同的人士，認真尊重國際人

權公約所肯定的宗教自由。深盼堵建偉先生認真聆聽「後同」的聲音，並維護他們尋求幫助

的權利。 

【註：原文刊於 1686 期《時代論壇》，眾議園，2019 年 12 月 22 日】  

 
10 Bailey, Michael. & Blanchard, Ray. (2017, December 7). Gender dysphoria is not one thing. 4thWaveNow.com. 
11 參 https://blog.scs.org.hk/2019/07/26/美國心理學會成立特別工作小組-推動開放關-陳婉珊。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0650&Pid=2&Version=1686&Cid=588&Charset=big5_hkscs
https://4thwavenow.com/2017/12/07/gender-dysphoria-is-not-one-thing/
https://blog.scs.org.hk/2019/07/26/%E7%BE%8E%E5%9C%8B%E5%BF%83%E7%90%86%E5%AD%B8%E6%9C%83%E6%88%90%E7%AB%8B%E7%89%B9%E5%88%A5%E5%B7%A5%E4%BD%9C%E5%B0%8F%E7%B5%84-%E6%8E%A8%E5%8B%95%E9%96%8B%E6%94%BE%E9%97%9C-%E9%99%B3%E5%A9%89%E7%8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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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rapeutic and Counselling 

Choice聲明 – 2019（中譯文） 

翻譯：陳婉珊（研究主任） 

維護治療和輔導選擇自由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rapeutic and 

Counselling Choice, IFTCC）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了為期 2 天的第五屆年度會議，來自 23

個國家的國家代表和與會者出席，於今天 2019 年 11 月 17 日閉幕。 

  IFTCC 的執行董事會將繼續向我們的政府、地方當局、人權組織和傳媒機構宣告，每個

人都應享有自由和權利，去擺脫那些令他們感到不愉快的性經歷和習慣，並在這事上得到支

持。此外，每個人都應享有自由和權利，按照為他們帶來幸福的價值觀和信念生活；再者，

每個人都應享有自由和權利，為了維護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去尋求減少某些性或性別的感覺

或行為，好讓他們可以繼續如自己所希冀的去作終身的母親和父親。任何人都不應剝奪他們

這些自由和權利，他們自己──而不是政客或精神健康專業團體的活躍分子──應該作出選擇。 

  因此，我們反對不斷歧視那些從前認同為同性戀或跨性別的人，他們已經或將會尋求專

業輔導或牧者的幫助，以擺脫不想要的行為和感覺。我們堅拒接受在精神健康機構之間進行

的越來越多的欺騙性政治運動，這種運動將所有對此群體的支援標籤為「更正治療」，和「恐

同／恐跨」仇恨言論——這些標籤本身就是欺凌性語言。我們將與此群體站在一起，反對針

對他們的持續歧視、脅逼和欺凌。 

  各國政府和其他地方的 LGBT 活躍分子極力將虛假的術語「更正治療」（這包括電擊和道

德上應受譴責的厭惡療法）──這些技術都是世界各地的醫學專家會行使的——與標準的、主

要是心理動力學的、並基於證據的談話療法（用以探索流動的性吸引），混為一談，這做法是

不誠實的。這是不可接受的政治策略。一些求助者選擇去擺脫不想要的同性戀和跨性別行為，

但由於專業人士被剝奪了支援他們的機會，他們被逼去繼續同性戀或跨性別身份的生活，並

因而受到傷害。諷剌的是，那些反對選擇治療自由的 LGBT 活躍分子及盟友，對道德上不可

接受的醫學專家完全沉默——他們過往曾經認可使用色情物品甚至賣淫來「幫助」性功能失

調的人士。 

  某些政治操作企圖剝奪個人為了與更重要的宗教或哲學信念相符，去行使性表達和身份

的自主權和選擇權。IFTCC 將繼續挑戰這些操作，為此 IFTCC 將繼續促進會員的自我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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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和協作。我們也將繼續探索科學、倫理和專業文獻，以及以證據為本的研究和最佳

實踐。 

  我們還將繼續制定《實踐指南》和倫理框架，為那些想與我們聯繫的從業者的工作提供

基礎。為了所有人的利益，我們致力提倡對那些認同為 LGBTIQ +的人士持尊重、和善與尊嚴

的態度。 

  我們拒絕被廣泛傳播的歪曲和虛假的媒體信息，它們基於性「傾向」是天生和不能改變

的哲學及意識形態，不加批判地採用了「更正治療」的名稱。我們知道沒有任何精神健康專

業團體——無論多麼激進，會說性「傾向」是天生且無法改變的。他們對此的共識和權威性

研究已經確定，性「傾向」的發展在某程度上受基因的影響，但並非決定性的，主要的影響

卻是個體的環境（這或許從非常幼年開始）——就像其他專業治療師在每天幫助人們減少或

改變的複雜人類特徵。 

  IFTCC 將努力為失去信心，或者由於許多政府不加批判地允許或促進性的政治化而中止

執業的專業人士、非專業人士或組織，提供替代的聯繫點。 

  我們警告我們國家中那些提出並實施了禁止選擇治療自由，以及相關的外交倡議或推動

的宗教團體，其目的是剝奪父母根據與其信仰一致的價值觀撫養子女的自由。這將削弱宗教

在公共領域實踐和促進真理的自由，並復興世俗人文主義的秩序──它鼓勵性放縱，這就是古

代逾越性別界限的實踐，被稱為「泛性戀」（pansexuality）。我們可稱這種新的宗教框架為「泛

性人文主義」。 

  IFTCC 是英國的註冊團體，並服務支持我們的使命、價值聲明和實踐準則的國際群體。 

 

2019 年 11 月 17 日在布達佩斯簽署 

 

【註：注腳從略，請參英文原文 https://d3uxejw946d7m5.cloudfront.net/wp-

content/uploads/2019/11/IFTCC_Postconference_Statement_2019_English.pdf】 

  

https://d3uxejw946d7m5.cloudfront.net/wp-content/uploads/2019/11/IFTCC_Postconference_Statement_2019_English.pdf
https://d3uxejw946d7m5.cloudfront.net/wp-content/uploads/2019/11/IFTCC_Postconference_Statement_2019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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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大性小眾研究報告沒有告訴你的秘密 

文：明光社 

  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於 2020 年 1 月 7 日發表於去年 9 月 16 日至 25 日，隨機電話訪問

1,058 名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人，就公眾對 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

律權利的態度研究報告（下稱 CUHK-SRP2019/20），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

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 12%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是過往同類調

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 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

說，政府和外界經常以「未準備好」為藉口，拒絕立法及推行 LGBT+的平權政策，到底事實

是否真的如此？ 

  報告書內提及三份研究報告，分別是 2016 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

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下稱 EOC-CUHK2016），2016 年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眾及

LGB（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人士）對 LGB 友善商業機構態度調查報告》（下稱 CUHK-SRP 

2016）及 2017 年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下稱 HKU-CCPL 2018）。 

  本社深入研究報告後，有以下發現: 

⚫ 這三份研究報告及今次的研究，孫耀東都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 有另一份於 2018 年發佈，也是孫耀東有份參與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香港市民及

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下稱 CUHK-

PPRFS 2018），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內提及作比較。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減少 6 個百分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份孫耀東有份參與，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提及的研究（CUHK-PPRFS 

2018）有關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這份 2018 年的報告，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

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孫耀東團隊所做，並已於 2018 年 8 月於網上發佈，孫耀東研究團

隊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自己有份參與的研究，這個研究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 2,009 位

18 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調查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 32.6％，支持同性民

事結合的也只有 33.1%，顯示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民事結合支持率不足三成，實在

不明白為何孫耀東會忽略這份更新及更全面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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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與 2016 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

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EOC-CUHK 2016）數據相近，平機會的報告顯示同性婚姻和民事結

合的認受性亦不高： 

29.1%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反對 42.4%，中立 26.1%； 

37.4%受訪者表示支持民事結合，反對 42.8%，中立 14.2%； 

  無論同性婚姻還是民事結合，非常支持的也不足 7%，反映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持保留態

度。 

  今次的研究（CUHK-SRP2019/20）顯示，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

較 2016 年中大同類型調查（CUHK-SRP 2016）的 27%，有明顯增幅，因此，孫耀東表示香

港社會越來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我們比對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於 2017

年的研究（HKU-CCPL 2018），當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有 50.4%，較今次的 44%減少了 6

個百分點，顯示並非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減少 24 個百分點 

  至於是否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今次調查顯示 60%受訪者同

意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這是非常正常的，明光社也贊成香港應

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例如透過持久授權書的方式。事實上，支持為不

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不一定等於支持性傾向反歧視立法，今次研究報告顯示有 45%

香港市民支持性傾向反歧視法立法，較 2017 年（HKU-CCPL 2018）研究的 69%明顯減少 24

個百分點，減幅接近四份一，顯示越來越多市民不贊成透過訂立反歧視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

題，可能是擔心立法後會產生逆向歧視。 

  由此可見，政府和香港市民是真的「未準備好」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及立法，並非

藉口。 

問題清晰結果才會更清晰 

  要了解一個調查，先要了解其提問的方式、用字和如何演繹，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今

次調查和 2016 年平機會同類型調查（EOC-CUHK 2016）犯上同一錯誤，就是問題和演繹具

誤導性，因為將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等同支持訂立具有特殊保護，

甚至會懲罰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性傾向歧視條例是一種推論上的跳躍，甚至是騎劫了民意，因

為要提供法律保障，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此外，若要明白受訪者的真正意願，不宜純粹抽

離地問對方是否贊成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因為其他相關調查顯示，若受訪者了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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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關法例會造成的其他後果，包括會懲罰持反對意見人士的逆向歧視；會打破婚姻中的性

別、甚至其他限制（如血緣、年齡和人數）；以及會令許多潛在出生的嬰兒失去在親生父或母

照顧下的成長權利等，答案會完全不一樣，大家不能不察。 

  本社對於這份剛發表的報告，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報告，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

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的，表示遺憾。 

資料來源： 

CUHK-SRP 2019/20  

Suen, Y.T., Chan, R.C.H. & Wong, E.M.Y., (202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LGBT+Legal Rights in 

Hong Kong 2019/20.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

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EOC-CUHK 2016 

Suen, Y. T., Wong, A. W. C., Barrow, A., Wong, M. Y., Mak, W. W. S., Choi, P. K., Lam, C. M., & 

Lau, T. F. (2016). Study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intersex status. Hong Kong: Gender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293418312.pdf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補

充資料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

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

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CUHK-SRP 2016 

Suen, Y. T., Wong, M. Y., Chan, R.C.H., & Yeung, G.K.W. (2016). Study on Hong Kong Public and 

LGB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LGBfriendl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CCPL 2018 

Lau, H., Lau, C., Loper, K., & Suen, Y.T. (2018). Support in Hong Kong for Same-sex Couples’ 

Rights Grew Over Four Years (2013-2017) Over Half of People in Hong Kong Now Support Same-

Sex Marriage.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http://www.law.hku.hk/ccpl/wp-

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

l%20for%20Distribution).pdf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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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HK-PPRFS 2018 

Lau, T.F., Suen, Y.T., Gross, L., Mo, K.H., Wang, Zixin, (2018). Attitudes and levels of support toward 

sex-sex civil union an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mosexual 

people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

20Lau.pdf 

【本文獲明光社授權轉載，僅此鳴謝。原文於 2020 年 1 月 9 日刊出】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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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跨性別運動知多 D 

便雅憫：「我以為當女人會令我快樂」 

變性過來人現致力警示跨性別意識形態 

文：陳婉珊（研究主任） 

  「今天，當我看到並聽到在學校裡向孩子讀諸如《10,000 件連衣裙》的書時，我彷彿看

到導致我走上這種有害的成癮之路的同一種影響。必須做更多的事情來保護我們的孩子，而

不是鼓勵他們走我所走過的破壞性的道路。兒童是很容易受影響的，政府看不到他們正造成

了多大的傷害，我呼籲他們和教育部即時停止這種影響。」彼得．便雅憫（Peter Benjamin）

想起了他小時候的經驗，驚覺現時的學童從小便在學校接觸跨性別意識形態，習以為常。 

  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問，現年 60 歲的便雅憫憶述小時候開始對女性衣物產生癖好。

便雅憫的房間放著母親的衣物，少年的他會暗暗穿上，並獲得性快感。後來他隨著父親參軍，

而他的戀物癖就在一次軍旅表演中再度被誘發出來。當長官發現他的儲物櫃放著女性裙子時，

他被趕離軍隊：「他們以為我是同性戀——那時還未有易服癖一詞。」 

三度結婚 易服酗酒抑鬱惡性循環 

  第一任太太也以為他是

同性戀——外父、外母對此

頗有微言，結果他倆忍痛分

開。第二任太太能包容他，

甚至跟他一起去買女裝衣

服。可是他的行為日益古怪，

有一次炎炎夏日，他穿上裙

子上班——他是一名巴士司

機，結果鬧上報紙頭版——

別忘記，那時是上世紀 90 年

代。便雅憫也同其他易服癖者

「逢場作興」。1999 年，他首

次考慮變性的問題。有人建議

他先以女性身份生活兩年，作為「實際生活體驗」，看是否適應過女性的生活，但他從沒實行

過。他一直有酗酒及抑鬱的問題，他認為與易服癖不無關係，甚至落入惡性循環：「我相信自

己的易服與酗酒之間存在聯繫。我認為它們互為因果：我喝酒後失去了自制力，所以我可以

易服；我為易服感到羞恥，所以我喝更多的酒。」 

現年 60 歲的便雅憫（Peter Benjamin）自青少年開始受易服癖所纏擾，飽

歷酗酒、抑鬱及自殺念頭。4 年前終進行變性手術，改以女性身份生活。

但變性後沒有令他更開心，一次神蹟般的經歷使他決定回復男性身份，更

致力於對跨性別意識形態作出警告，尤其是對兒童的深遠影響。（圖：

Christian Concern 影片擷圖）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gender-reassignment-im-man-enough-to-admit-that-it-was-a-mistake-g2nn79j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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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便雅憫娶了第三任太太，他的生活重回正軌，除了減少飲酒，也常上教堂。可

惜好景不常，當 2011 年他太太因癌症過身後，他再次沉溺於易服癖。甚至易服已不能令他滿

足，他想當個女人。於是他向無牌網店購買女性賀爾蒙。2015 年，便雅憫決定做變性手術，

他形容精神科醫生並沒有多問他過往酗酒及易服成癮的歷史；儘管他的醫療記錄顯示他曾想

過自殺及抑鬱，但醫生很快便轉介他到性別診所；甚至國民保健代他支付 1 萬英鎊在私家醫

院做手術。他現在慶幸當時醫生沒讓他做隆胸手術。便雅憫說：『我從沒想過易服會導致我進

行手術成為女人。我有成癮、酗酒及自殺念頭，但是每次見醫生，無論是否國民保健醫生，

是一個人還是有跨性別支援團體陪同，我都被鼓勵繼續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並成為「維多利

亞」（註：女性身份）。沒有人告訴我要謹慎或克制，例如：「你絕對是跨性別者，我正在給你

處方賀爾蒙藥物。」國民保健和我在過程中花了幾千英鎊。』 

變性手術與悔改奇蹟 

  可是手術後並沒有令他更快樂。他的兒女對他很冷淡，甚至連精神科醫生的跟進也沒有。

他曾經幻想跟一班婦女開心飲咖啡聊天、購物遊玩，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便雅憫年少時曾

經當兵，身材健碩，他看上去不似普通女性，途人每每對他投以異樣目光。他甚至擔心出外

會被人毆打。 

  直到今年（2019 年）復活節，彷彿遇到神蹟。當他為教會復活節聚會派傳單時，一名只

認識他是維多利亞（當時他仍是女性的身份生活）的女教友走到他附近喊：「誰是彼得？」彼

得是便雅憫的名字，他應聲：「我是彼得。」她說：「神告訴我，一個叫彼得的男人不應該再

當女人。」便雅憫立時痛定思痛，在牧師和教會的支持下，決定回復男性身份——他丟掉家

裡所有女性衣物，以及把社交媒體帳戶和維多利亞的相片刪掉…… 

  『當我現在回頭看，我當彼得，比起當……那個女人更快樂。當我還是一個女人時，我

並不自由。現在我可以「出櫃」，做自己了。我尋著上帝，我擁有自由，我感到快樂。』今天，

他希望以自己的經驗，警告社會別再害怕對跨性別意識形態吭聲，因為尤其對孩子造成深遠

影響。有性別焦躁問題的求診者往往過於輕易快捷取得變性的藥物和治療，而忽略了他們背

後的精神健康問題，除了未能對症下藥外，更可能對身體造成不必要的永久傷害。很多孩子

從小便接觸推廣性別混亂的圖書和資訊，部分在青少年期便獲處方變性藥物甚至殘害身體的

手術。因此，跨性別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必須讓家長、教師、醫生及政治家得悉。 

 

【註：本文原刊於「性文化資料庫」，2019 年 11 月 28 日】 

  

https://blog.scs.org.hk/2019/11/28/%e4%be%bf%e9%9b%85%e6%86%ab-%e6%88%91%e4%bb%a5%e7%82%ba%e7%95%b6%e5%a5%b3%e4%ba%ba%e6%9c%83%e4%bb%a4%e6%88%91%e5%bf%ab%e6%a8%82-%e8%ae%8a%e6%80%a7%e9%81%8e%e4%be%86-%e9%99%b3%e5%a9%89%e7%8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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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性文化消息 

 

【逆向歧視】 

➢ 「推文」提示不要參加同志遊行，英牧者屢遭滋擾，被逼離職。英國一名牧師於（2019

年）6 月時在 Twitter 留言，提示基督徒不要參加當時將舉行的同志遊行。這則「推文」

引起同性戀運動支持者不滿，屢屢滋擾他的家庭，包括訛稱他們賣車、賣樓，甚至有殯

儀公司找上門來。投訴信寄到他工作的小學，他被逼辭掉校役的工作……【全文】 

➢ 拒印同志遊行 T 恤，纏訟七年印刷商三度被判無罪。肯塔基州（Kentucky）最高法院駁

回同運團體控告基督徒印刷商，拒印同志遊行 T 恤的官司。連同 2015 年及 2017 年兩場

下級法院官司，今次已是印刷商 Hands On Originals（HOO）東主亞當森（Blaine Adamson）

第三度獲勝，然而無辜被當地人權委員會纏訟 7 年，誠屬不幸。【全文】 

 

【跨性別爭議】 

➢ 加國「脫毛門」性別認同歧視案，遭人權審裁處駁回。加拿大卑詩省一宗被評為動機不

良的性別認同歧視投訴案，遭當地人權審裁處駁回，稍後亦拒絕批出上訴申請。有律師

認為這類無理取閙的投訴應交由法庭處理，免得浪費人權機構的資源，影響真正有需要

的人士反而得不到幫助。雖然今次的歧視投訴不成立，但裁判官卻迴避了性別認同歧視

法引伸出的荒謬結論…【全文】 

 

【生命權】 

➢ 荷蘭一名醫生協助患有嚴重腦退化的病人進行安樂死，被指未得充分共識，近日開庭審

訊。此為當地同類事件的首宗官司。【全文】 

➢ 脊柱裂要選擇墮胎？宮內手術先進，拯救發育異常的胎兒。劃時代的醫療技術，拯救胎

兒，也維護了一個又一個家庭。英國男胎 Edward 在媽媽的肚內成長時，被發現了患有罕

有的貧血症。家人和醫生都沒有放棄他。醫生利用超聲波感應器，將針頭放入子宮，插

入臍帶，輸血給 Edward。他在出生前共接受了五次輸血。這種宮內的胚胎治療極罕有，

有維護生命組織形容，這次治療是「超自然」。【全文】 

➢ 年輕人組單身隊橫越美國九個州，為生命籌款。32 個年輕單車手為支持生命運動籌款，

涉足美國九個州份，四條路線在地圖上劃出十字形狀。籌款運動名為「Biking for Babies」，

https://blog.scs.org.hk/2019/12/05/%e6%8e%a8%e6%96%87%e6%8f%90%e7%a4%ba%e4%b8%8d%e8%a6%81%e5%8f%83%e5%8a%a0%e5%90%8c%e5%bf%97%e9%81%8a%e8%a1%8c-%e8%8b%b1%e7%89%a7%e8%80%85%e5%b1%a2%e9%81%ad%e6%bb%8b-%e9%99%b3%e5%a9%89%e7%8f%8a/
https://blog.scs.org.hk/2019/11/08/%e6%8b%92%e5%8d%b0%e5%90%8c%e5%bf%97%e9%81%8a%e8%a1%8ct%e6%81%a4-%e7%ba%8f%e8%a8%9f%e4%b8%83%e5%b9%b4%e5%8d%b0%e5%88%b7%e5%95%86%e4%b8%89%e5%ba%a6%e8%a2%ab%e5%88%a4-%e9%99%b3%e5%a9%89%e7%8f%8a/
https://blog.scs.org.hk/2019/11/26/%e5%8a%a0%e5%9c%8b%e8%84%ab%e6%af%9b%e9%96%80%e6%80%a7%e5%88%a5%e8%aa%8d%e5%90%8c%e6%ad%a7%e8%a6%96%e6%a1%88-%e9%81%ad%e4%ba%ba%e6%ac%8a%e5%af%a9%e8%a3%81%e8%99%95%e9%a7%81-%e9%99%b3%e5%a9%89%e7%8f%8a/
https://blog.scs.org.hk/2019/09/11/%e3%80%90%e5%ae%89%e6%a8%82%e6%ad%bb%e7%88%ad%e8%ad%b0%e3%80%91%e9%86%ab%e7%94%9f%e8%a2%ab%e6%8e%a7%e6%9c%aa%e5%be%97%e5%85%85%e4%bb%bd%e5%85%b1%e8%ad%98-%e5%8a%a9%e8%80%81%e5%a9%a6%e5%ae%89%e6%a8%82/
https://blog.scs.org.hk/2019/12/10/%e3%80%90%e5%ae%ae%e5%85%a7%e6%89%8b%e8%a1%93%e3%80%91%e8%84%8a%e6%9f%b1%e8%a3%82%e8%a6%81%e9%81%b8%e6%93%87%e5%a2%ae%e8%83%8e%ef%bc%9f%e5%ae%ae%e5%85%a7%e6%89%8b%e8%a1%93%e5%85%88%e9%80%b2%e3%80%80/


 

18 

由超過三十間學校的學生和青年組成，四條車隊合共行駛了超過 2,500 里，目的是為了

那些有需要的嬰兒、女性和家庭籌款。活動負責人稱，「Biking for Babies 的社會願景是

擁抱人的生命，由受孕一刻直至自然死亡，他們都有著不可測度的價值。為了實現理想，

Biking for Babies 是推動改變維護生命運動，使這代人繼續去改變世界。」【全文】 

➢ 早產兒最早 21 週已可獨立存活，醫生的最首要診斷：「他是一個嬰兒」。一般來說，活產

嬰兒全都要接受一套既定程序的評估。這套程序名為「新生復甦程序（NRP）」，是基於

美國兒科學會（AAP）和美國心臟協會為嬰兒心臟急救的指引所編制。這程序幫助了醫

務人員「學習相關的知識，技術和團隊合作技功……用以復甦和穩定新生兒的生命。」

這是所有嬰兒都要接受的標準的醫療護理。皮耶魯齊稱，現在已有文獻記述最年幼的記

錄，是成功保存了 21 周 4 天的早產兒的生命，而她自己個人則成功在 22 週時復甦嬰兒

的性命。【全文】 

➢ 郵寄墮胎丸到美國保守州份遭阻截，醫生入稟控告政府。在荷蘭積極推動墮胎的女醫生

貢佩（Rebecca Gomperts），展開稱為「Aid Access」服務，讓婦女在網上諮詢後，就向他

們寄送口服墮胎藥，包括了美服培酮，以及令子宮收縮的米索前列醇。美國食監局去年

10 月展開調查，並於 3 月警告「Aid Access」，指「正促銷……未經批准和標籤誤導」的

藥物，要求他們「迅速停止」行動，否則「會在未有進一步通知下被查封及禁制」。然而

貢佩反控告有關當局非法阻礙他們的行動。【全文】 

➢ 英國統計：718 人墮胎第六次 5 人是少女。少女重複墮胎，問題令人關注。來自英格蘭、

威爾斯、蘇格蘭的統計顯示，超過 140 女人曾經在 2018 年內進行第 8 次墮胎。而在 718

個進行人生第 6 次墮胎的英國女士中，有 5 位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全文】 

 

【其他】 

➢ 分析結婚年齡：愈窮愈早婚、過早結婚的不公。婚姻是社會的組織家庭和延展文明的重

要制度，結婚年齡反映了當地人對於社會生活、生育和女性的看法。專業統計組織 Statista

近日發布分析，比較各地結婚年齡中位數。結果發現，在發展中地區的人們較早婚，而

男女年齡差距亦較大。【全文】 

➢ 學者呼籲在科研上關注倫理，保障人類尊嚴。早前一個生物倫理學的研討會上，有學者

呼籲在科技界考慮健全的倫理道德，否則會為人類帶來嚴重傷害。三位演講嘉賓談到科

技發展時，指出人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感到憂心。他們談到三親胚胎、借肚代孕、

生殖技術、基因編輯和胚胎幹細胞研究等技術，又特別提到科學研究對公眾所隱瞞的不

少。【全文】  

https://blog.scs.org.hk/2019/12/02/%e3%80%90%e5%96%ae%e8%bb%8a%e7%9c%be%e7%b1%8c%e3%80%91%e5%b9%b4%e8%bc%95%e4%ba%ba%e7%b5%84%e5%96%ae%e8%ba%ab%e9%9a%8a%e6%a9%ab%e8%b6%8a%e7%be%8e%e5%9c%8b%e4%b9%9d%e5%80%8b%e5%b7%9e%e3%80%80%e7%82%ba/
https://blog.scs.org.hk/2019/12/02/%e3%80%90%e5%a2%ae%e8%83%8e%e5%80%96%e5%ad%98%e4%bf%9d%e9%9a%9c%e6%b3%95%e3%80%91%e6%97%a9%e7%94%a2%e5%85%92%e6%9c%80%e6%97%a921%e9%80%b1%e5%b7%b2%e5%8f%af%e7%8d%a8%e7%ab%8b%e5%ad%98%e6%b4%bb/
https://blog.scs.org.hk/2019/12/02/%e3%80%90%e5%a2%ae%e8%83%8e%e5%a4%96%e9%80%81%e3%80%91%e9%83%b5%e5%af%84%e5%a2%ae%e8%83%8e%e4%b8%b8%e5%88%b0%e7%be%8e%e5%9c%8b%e4%bf%9d%e5%ae%88%e5%b7%9e%e4%bb%bd%e9%81%ad%e9%98%bb%e6%88%aa%e3%80%80/
https://blog.scs.org.hk/2019/12/02/%e3%80%90%e9%87%8d%e8%a4%87%e5%a2%ae%e8%83%8e%e3%80%91%e8%8b%b1%e5%9c%8b%e7%b5%b1%e8%a8%88%ef%bc%9a718%e4%ba%ba%e5%a2%ae%e8%83%8e%e7%ac%ac%e5%85%ad%e6%ac%a1-5%e4%ba%ba%e6%98%af%e5%b0%91%e5%a5%b3/
https://blog.scs.org.hk/2019/12/10/%e3%80%90%e7%b5%90%e5%a9%9a%e5%b9%b4%e9%bd%a1%e3%80%91%e5%88%86%e6%9e%90%e7%b5%90%e5%a9%9a%e5%b9%b4%e9%bd%a1%ef%bc%9a%e6%84%88%e7%aa%ae%e6%84%88%e6%97%a9%e5%a9%9a%e3%80%81%e9%81%8e%e6%97%a9%e7%b5%90/
https://blog.scs.org.hk/2019/11/26/%e3%80%90%e7%94%9f%e7%89%a9%e7%a7%91%e6%8a%80%e5%80%ab%e7%90%86%e3%80%91%e5%ad%b8%e8%80%85%e5%91%bc%e7%b1%b2%e5%9c%a8%e7%a7%91%e7%a0%94%e4%b8%8a%e9%97%9c%e6%b3%a8%e5%80%ab%e7%90%86%e3%80%80%e4%bf%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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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學會消息 

 

1. 【辦公室消息】會計及行政幹事張泰衝先生將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離職；項目幹事陳靈

騫小姐則已於 1 月 5 日離職。感謝他們多年來的忠心事奉，願神繼續帶領他們往後的事

奉。鄭安然先生即日起擢升為辦公室主任，僅此致賀。 

2. 學會最新出版《婚姻的社會價值》（Why Marriage Matters）小冊子。此小冊子由多位研究

家庭的學者撰寫而成，從多項社會科學研究歸納出三十項結論，論證健康的婚姻關係，

對男女雙方及孩子以致社會整體，皆有重要的公共利益。完整、有血緣關係且已婚的家

庭，是家庭生活的最高標準。孩子在這種家庭模式下成長，不論經濟、社交和心理各方

面，多數有出色表現。現時備有電子書，可供網上閱讀。 

3. 得到「鄧侃筠教育基金」資助，婚姻倫理資源中心推出「珍愛『升呢』——青少年情性教

育課程」，教材會以「拍拖與戀愛」作主軸，讓青少年了解「愛」是一種需要建立的能力，

像打機一樣需要「升呢」（升 level），預備將來的美滿關係。核心課程共四課，另有其他

單元講座，歡迎學校、教會聯絡我們同工，度身訂造適合 貴團體青少年需要的課程。 

4. 守望者計劃：面對未來艱鉅挑戰，我們期盼更多弟兄姊妹興起成為「文化守望者」，我們

希望大家參與「禱告守望」、「事工守望」和「財政守望」，詳情按此。 

5. 性開放的思想不斷在學界和年青人中發酵，影響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性」在

有理——青少年性教育通識特刊》概論青少年性教育現況，並提倡全人生命教育，歡迎

教會索取。 

6. 《婚姻值得維護嗎？》2015 年第二版小冊子歡迎教會索取。 

7. 我們的電子書資料庫已全面開放，歡迎瀏覽及下載，網址：http://issuu.com/hkscsbooks。 

 

 

  

http://www.scs.org.hk/b5_products01_details.php?product_id=21
http://www.scs.org.hk/form/reply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issuu.com/hksc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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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性文化代禱事項 

 

1. 2020 年學會將會展開多項大型工作項目，求主使用和帥領，並供應所需的人手和資源： 

a. 籌組各界與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 

b. 籌組維護治療和輔導自由亞洲聯盟 

2. MK 案初審已宣判，法官認為本港憲法清楚只保障異性婚姻，因此駁回同性婚姻或民事結

合的司法覆核。然而此案可能會上訴至終審法院，求主繼續看顧這地，鞏固本地的婚姻家

庭制度和文化。 

3. 「性別承認」公眾諮詢完結，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將會整理市民意見和研究下一步行動，

求主賜智慧給小組成員，辨清意識形態與客觀真理的分別，捍護香港的兩性制度。 

請禱告記念： 

a. 求主保守政府能有智慧處理性別承認事宜，回應性別認同有障礙人士需要的同時，

維持社會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 

b. 求主保守香港不要放寬現時改變性別身份的標準，也注意跨性別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4. 跨性別人士的司法覆核案件初審已被判敗訴，但覆核人士揚言會繼續上訴。求主賜智慧給

法官，肯定兩性制度對香港的重要。 

5. 婚姻倫理資源中心正開展性教育事工，求主使用，讓更多人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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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希望認識我們更多，請瀏覽我

們的網頁，我們是很需要您的支

持，請即登入我們的網頁下載及

填妥回應表郵寄或傳真給我們，

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的事工！

謝謝！  

執行編輯：陳婉珊 

地址：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184-190 號 

龍祥大廈 9 樓 A 室 

電話：3165-1858 傳真：3105-9656 

網址：www.scs.org.hk  電郵：info@scs.org.hk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kscs  

「性文化資料庫」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00am－6:00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IX. 2019年 1月- 12月財政報告 

 

財政報告  

2019 年 1 至 12 月  

 

收入  HK$ 

經常費奉獻  1,057,055 

講座及活動  40,710 

銷售及其他 1  118,356 

總收入  1,216,121 

  

支出   

同工薪津  907,188 

租金、行政及項目開支  331,579 

講座及活動開支  13,568 

銷售開支  12,507 

總支出  1,264,842 

  

2019 年 1 至 12 月（不敷）  (48,721) 

註 :   

1  數字包括「鄧侃筠教育基金」撥款 HK$100,000 指定支持「性別有自信教   

育課程」及「珍愛教育課程桌上遊戲」專用項目。  

 

* 上述數字尚待核數師審核，僅供參考。 

http://www.scs.org.hk/
mailto:info@scs.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