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工 作

聯 合 事 工
• 4月，合辦「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17」；

• 主領聚會
我們在不同教會講道和開辦主日學課程，也在
學校主領講座，總次數達40場次，在不同場所正面
傳遞家庭價值及健全的性文化。
關啟文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會主席

去年學會渡過十五週年的感恩活動，我們實在為
上帝願意在這時代使用學會這麼微少的組織，感到非
常榮幸。2017年下半年，學會把注意力集中於「性
別承認諮詢」的回應上，我們堅守和平、理性和基於
研究的進路，不單出席不同的聽證會、舉辦講座，更
編寫了逾7萬字的特刊《用得其所 跨出明天——對
香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之意見書》，也不斷回應別人
的批評。我們感到跨性別運動在全球以及本港都發展
得很快，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所以在來年學會會持續
關注（如在通訊中設專欄）。此外，我們也會積極推
動與時並進的性教育，與教會及學校合作，為教牧、
老師、家長、職青及青少年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坊、
講座、課堂及同行小組，推動正面及整全的性價值。
呼召我們的神昨日、今日和明日都是不變的，所
以學會的使命也不會改變。2018年我們的工作團隊
需要重新整合，事源去年底劉志雄牧師另有異象，離
開學會，感謝他過去多年的事奉。有感主要負責事工
的兩位同工已日漸成熟，所以今年3月，擢升陳婉珊
姊妹為研究主任，又擢升鄭安然弟兄為項目主任。另
外，因著租約緣故我們也要在3月搬到新的辦公室，
尋覓新址及搬遷安排全靠部分時間的行政及會計同工
張泰衡弟兄主力承擔。現時事工的人手並不足夠，所
以希望再聘請一些年青同工。我們會堅定地回應性解
放的挑戰，但由於今年薪金的調整和未來的新同工，
所以財政也會面對更大壓力，誠意邀請各弟兄姊妹與
我們同心同行、持續支持，共同守望這日益腐化的社
會。

【教會名單】

文 字 工 作
• 性別承認諮詢／跨性別議題
由於2013年終審法院W案的判決，政府成立了
「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性別承認事宜。
這議題對於香港人來說十分陌生，所以我們早作準
備，研究跨性別運動在歐美的發展，並適時作出回
應，2017年可說是產量相當豐富的一年。
首先，在3-6月，我們在網上媒體《評台》刊出
一系列共14篇短文——「跨性別淺談系列」，淺論
性別議題在外國的發展以及所引起的爭議。

九龍城潮人生命堂、牛頭角浸信會、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沙
田浸信會小瀝源堂、宣道會調景嶺新堂、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
堂、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香港華人基督會基愛堂、香
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柴灣平安福音堂、柴灣浸信會、
浸信宣道會明基堂、啟德基督教會、基督教牛頭角靈光堂、基
督教宣道會愛禾堂、基督教香港崇真救恩堂、基督教基甸生命
堂、基督教華人神召會紅磡堂、將軍澳基督教錫安堂、深水埗
平安福音堂、港澳信義會信恩堂、葵盛浸信會、播道會恩福堂
（名單以筆劃序）

• 在「性文化資料庫」及Facebook刊出逾50篇消息
報道及分析。

香港教育大學、匯基書院（東九龍）、
靈糧堂怡文中學（名單以筆劃序）
誰為男女定分界？探討《性別承認》諮詢講座

關啟文教授與沈旭暉教授對談政治正確

• 公開講座

1月：反思政治正確對教會的挑戰；
4月：左翼霸權？——從「政治正確」看西方左派
平權運動；

• 4月：《消失的性別界線——「性別認
同」立法之逆向歧視你要知》；
• 9月：《用得其所 跨出明天——對香
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之意見書
（公眾版）》 ；

鄭安然先生向家長及青少年導師
分享如何與青少年談性說愛

我們因應事態發展及需要，舉行多場公開講座
回應相關議題：

出版小冊子

——對

香港設

立性別
承認制
度之意
（公眾
見書
版）

• 11月：《婚姻的社會價值──從社會科
學得出的三十項結論》
香港性
文化
2017年 學會
9月

• 9月，針對政府就「性別承認」的公眾諮詢，本會和
明光社發表聯合回應，表示不同意在香港以立法方
式處理性別承認的問題，而更改性別身份的要求至
少須是「規定手術模式」，以免破壞兩性制度的社
會福祉。9月18日，兩機構主辦講座分析有關諮詢
的內容。

【學校名單】

及後當政府公布就性別承認立法進行諮詢，
我們編寫了逾7萬字的特刊《用得其所 跨出明
天——對香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之意見書》，其後
分別在《香港01》、《明報》、《時代論壇》及本
會網站撰文回應社會有關議題的討論。本會是主力
參與公共討論，維護男、女兩性制度的維家團體之
一。
• 雙月刊電子通訊共6期；

• 6月，與明光社合辦「台灣大法官同婚釋憲的分析及
香港教會的回應」講座；

8月：在世俗社會中回應性文化挑戰——泰勒《世
俗時代》一書的啟迪；

支援外地事工
• 台灣同性「婚姻」釋憲案，3月23日司法院公布6位
鑑定人的鑑定意見，我們逐一作出回應；及後司法
院於5月24日發表釋字第748號，裁定一夫一妻制違
憲。本會主席關啟文教授當天親赴台灣聽取判決，
並通宵達旦寫下評論，批評大法官的判決理據不
足；
• 6月，關教授再赴新加坡主領講座和證道，講述後現
代思潮對基督教信仰的衝擊。

青少年事工

9月：誰為男女定分界？探討《性別承認》諮詢講座
（與明光社合辦）；

• 因應青年信徒需要，成立青年組探討同性戀及性別
議題，2017年共舉行6次活動；

10月及12月：跨越隔膜——與跨性別青少年同行；

• 配合堂會青年事工需要，與7間教會及不同機構籌辦
回應同運議題的青年三日兩夜營會。

11月：「安全性行為」真的安全嗎？

公 共 事 務
• 1月，本會就衛生署每五年制定一次的《香港愛滋病
建議策略》提交意見書，建議顧問局應建立關注男
同性戀生活模式的預防策略、宣傳正面的性健康生
活模式預防感染，及正名「安全性行為」為「責任
性行為」等意見，以回應香港愛滋病新感染個案日
益嚴重的情況；
• 1月，本會向立法會提交對《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
草案》的意見書，因為在2016年何秀蘭議員曾經試
圖在草案附表「親屬」定義中，加入外國註冊的同
性伴侶，本會除了即時發表反對聲明外，後來也進
一步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表達我們反對修改「親
屬」定義的立場；
• 3月，本會針對法改會發表《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
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提交意見書，提出反對將
女子同意肛交年齡下降至十六歲，並要求在涉及精
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加強對他們的保護等意見；
• 7月，就本港有組織申請香港成為2022年同志運動
會（Gay Games）主辦城市，本會向新一屆政府提
交意見書，敦請政府重新檢視在這項申請上的立場
及角色。本會亦去信旅發局，要求他們解釋支持申
辦2022年同志運動會的根據及理由；

使用者主要是台灣及香港，其次是海外華人，也有
部份來自中國；
• 設立與性教育及兩性關係作主題的網站及社交媒
體，接觸時下青少年，Instagram有超過1,400個
follower，大多數是中學生；
• 與義工合作設立報道同運消息的網站及社交媒體，
臉書超過17,000人讚好。

其 他

• 2018年性教育事工計劃

• 4-6月期間，3次接受香港電台邀請，探討性教育、
性及同性「婚姻」議題；
• 6月我們舉辦了15週年感恩晚
宴，筵開15席，主客交誼盡
歡，共享主恩；
• 11月在荔枝角公園舉行「守望
家庭步行籌款2017」，籌得
款項近12萬，預備翌年發展
「婚姻倫理資源中心」之用。
副主席洪子雲博士獲香港電台邀請，從男性
角度與其他嘉賓對談，探討關於「性別定
型」、「兩性關係」及「性慾」等話題。

• 擔任基督徒民主教室秘書處。

2017

• 下半年，性別承認諮詢期間，出席不同的聽證會，
表達維護男女兩性制度的聲音；

1. 5月1日及20日，本會轄下的婚姻倫理資源中心與生
命堂聯會合辦全人牧養研討會；
2. 積極推動與時並進的性教育，制訂計劃書，邀請各
教會及中小學校一同合作，為教牧、老師、家長、
職青及青少年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坊、講座、課堂
及同行小組，推動正面及整全的性價值；
3. 印製青少年性教育教材，支援教牧需要；
4. 拍攝網上節目，邀請專家從心理學角度剖析時下的
男歡女愛；
5. 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學校社工及學生輔導員
舉辦工作坊，題目為「與時並進的性教育」。

Annual Report

• 定期出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人權論壇」，表達對
本地人權事務關注。

網 絡 事 工
• 我們透過網絡傳遞資訊，「性文化資料庫」的網
頁，每月超過7,000瀏覽量及41,000名訪客人次，
全年使用共86,000次；
• 學會臉書過去一年觸及615,209用戶，至今共3,253
個讚好；
• 學會管理的網頁，內有文章及聚會報名系統，過去
一年接觸約10,000名使用者；瀏覽量共26,963；
• 設立有關同性戀文章外文翻譯的網站，供中國、香
港及台灣人士參考。網站超過120篇文章及短片，
過去一年的使用者共15,720人，瀏覽量共26,908。

收入項目
經常費奉獻

1

2017守望家庭
步行籌款2
講座及活動
銷售及其他
總收入

3

HK$

支出項目

1,348,865 同工薪津

HK$
833,440

116,740

租金及行政
開支

426,423

32,377

講座及活動
開支

18,592

51,530 銷售開支
1,549,512 總支出
盈餘/(不敷)

7,306
1,285,761
263,751

1. 經常費收入包括奉獻 HK$98,800支持學會十五週年感恩晚宴支出。
2. 贊助款項收入作為2018年度發展「婚姻倫理資源中心」項目用途。
3. 「鄧侃筠教育基金」三萬撥款指定支持「青少年性教育課程」項目。
* 上述數字尚待核數師審核，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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