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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上有些人提倡性傾向歧視法，為
要保障同性戀者的人權，這個動機是高尚
的 ， 我 們 也 堅 決 反 對 歧 視 同 性 戀 者 。 然
而，何謂「歧視」卻應有合理和嚴格的定
義。值得深思的是：用懲罰手段解決這問
題，是否合宜和最佳的辦法呢？歧視法精
神本意是消除歧視，維護平等，但一旦把
非常有「爭議性」的項目列入（例如同性
戀 ） ， 則 所 有 不 認 同 此 一 有 爭 議 項 目 的
制度、措施、言論、意見等，立即受到反
制，這種現象可稱為「逆向歧視」。

　　在過往社會，主流文化排斥同性戀，誠然有不少同性戀者因著其性傾向

被歧視，那時爭取同性戀權益的人士也是一種挑戰主流文化的異見分子。現

在時移勢易，在某些「先進」的社會裡（或某社會的某些圈子裡），主流文

化不單不排斥同性戀，甚至開始認為不贊同同性戀的人都是充滿偏見和歧視

的恐同症患者。在這種環境中，情況顛倒過來，有不少市民只是因為不贊同

同性戀就被歧視，例如要面對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非理性的攻擊甚或法律的

威嚇，這就是「逆向歧視」，而那些敢於挑戰主流擁護同性戀文化的人士，

可稱為「同性戀異見分子」（這只指那些用和平和民主方法表達不贊同同性

戀立場的人士）。

　　逆向歧視的產生有幾種原因：(一)在一些被同運滲透的文化中，一些同

性戀異見人士在表達立場後就可能被「公審」或集體欺凌，這種逆向歧視純

粹基於文化因素，未必與性傾向歧視法或相關公共政策有關係。(二)有一些

逆向歧視是直接由性傾向歧視法產生，因為那法例的規管可能一開始就欠缺

充足理據或過分嚴苛，在本質上是不公義。(三)有一些逆向歧視是間接由性

傾向歧視法產生，例如法例要求公司負上轉承責任，而僱主為了避免訴訟，

便主動鎮壓不贊同同性戀的立場。(四)性傾向歧視法的理念是禁止「基於性

傾向的歧視」，但在某些領域裡（如教育界），就算沒有這法例，當權人士

也可主動制訂禁止性傾向歧視的政策，這也可能在有關領域裡產生逆向歧

視。在現實中，逆向歧視的成因不一而足：文化、性傾向歧視法、公共政策

或不同領域的政策都有可能。

　　本小冊子收集的實例告訴我們，在並未制訂性傾向歧視法之前，逆向歧

視已然存在，一旦立法去「保障」同性戀者的「平權」，真實出現的後果，



2

往往是對一些不認同同性戀的人士作出壓制，和對多種自由的侵犯。正如《

世界人權宣言》第 29  條說：「(一)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

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

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於保證對旁人的權

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

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保障任何人的權利之方法，必定要與他人的人權平衡，現時香港對性傾

向歧視法的思考，大多只單從同性戀者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要全面認識這

法例及其衍生於各領域中禁止性傾向歧視的利弊，同樣須要從法例產生的受

害者之角度看，他們不也是有血有肉、有平等尊嚴和人權的人嗎？

　　本小冊子自出版以來，深受各教會及機構歡迎，存貨供不應求，向隅者

眾；今年，香港性文化學會誠意推出新修訂版。新版本重新審閱舊版本內的

原有個案，因應個案事態發展而作出適當的資料補充和修正，力求達至資料

精確之目的；同時，我們已刪除一些因文化差距而可能引起誤會的個案，並

加入一些新例子。然而，礙於篇幅，我們未能將每一個案內容詳細列出，只

能作重點引述。也有一些人對這小冊子提出猛烈批評，質疑我們的誠信，但

我們對這些批評亦已作出回答。 [1 ] 讀者若有興趣深究每一個案，可自行搜尋

註腳提供的資料。再次感謝各位讀者對本小冊子的支持，盼望這些資料讓大

家在思考性傾向歧視法例時，能夠有更全面和平衡的角度。

2013  年 10  月

[1]  關啟文，《逆向歧視的存在千真萬確 概論梁偉怡的十大錯謬／疑點》。詳細內容參香港性文化
    學會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61268912542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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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和表達自由

個案１　拒收電郵受壓 資深員工遭解僱

　　2002 年10 月美國伊士曼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開除一名技師薩沙

柏，理由是他以「請不要再傳送這類消息給我，因為我感到厭惡，覺得受到

冒犯。謝謝。」（Please do not send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 to me anymore, 
as I find it disgusting and offensive.  Thank you.）回覆所有人一封題為「全國出

櫃日」的電子郵件（同性戀運動的宣傳）。 [2 ] 隨後他的上司發出道歉電郵，

表示薩沙柏的行為傷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也許有些人覺得此君

這樣回應不好，但仔細看他回覆電郵的內容，只是希望有自由不收取此類電

郵，難道他沒有權利提出這種要求？

　　為了此事，公司要求薩沙柏簽署員工承諾守則，他須要為他那類不同的

看法書面致歉，並承諾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3 ] 薩沙柏拒絕簽署，結果這位服

務公司  23 年的資深員工便遭解僱。作為員工，或許有需要認同公司的一些

價值及立場，例如商業方向、服務承諾及專

業標準等，但一定要接納公司在道德上的取

態，而不能有異議嗎？難道因為他堅持個人

的思想自由，就可以剝奪他的就業權嗎？這

樣受「歧視」的人又有沒有法例保障？

　　歧視法不單規管個人有否歧視行為，連

其所屬公司也要負責任，這就是「轉承責任」。一旦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

由於條例中好些地方界線模糊，和倚賴主觀的感受，公司為了免責及商譽受

損，僱主自然傾向制訂嚴苛的反歧視政策，以便杜漸於微，但這最終令到員

工的思想自由，受到嚴格限制。

[2]  參〈同性戀工作權 考驗職場管理〉，《經濟日報（臺灣）》，2002年11月9日；
    http://www.wnd.com/2002/10/15654/。
[3] http://www.adversity.net/Kodak/04_intolera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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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２　Facebook 留言不認同同性戀於教堂「結婚」

　　　 　遭削職及降薪

　　　英國一名物業公司經理  Adrian      Smith ，2011 年  2 月在  facebook 上
對同性戀者在教堂「結婚」表示微言：「平等得過份了」（An 

equality too far），其後，  facebook 上的女同事問他的看法，他回

答：「不明白為何那些人沒有信仰……卻希望在教堂行禮，

聖經清楚說明婚姻只限於男女。如果國家准許同性婚姻，

這就由國家決定，但國家不應把法律強加於信仰和良知

之上。」 [4]

　　由於這一段言論，Adrian     Smith 遭到另一名

女同性戀同事投訴。公司認為他行為失當，削去

他的管理職位和減薪百分之四十。Adrian    Smith 提出

上訴，經過一年多的法律審理後，2012 年11 月  16 日，

法官判  Adrian    Smith 得直，但只獲賠償 98 英鎊（港幣約一

千二百多元）！然而，長達一年半的訴訟，嚴重影響他的工

作，他的積蓄也耗盡；而即使贏了訴訟，Adrian    Smith 的公司也

拒絕恢復他原本的職位及薪酬。 [5]

　　只因在  facebook 不足七十字的溫和評論，Adrian      Smith 喪失在公司的

管理職位、減薪百分之四十、年薪失去  14,000 英鎊（港幣約十七萬三千多

元），用了一年半時間進行訴訟、耗盡本身積蓄、家庭財務陷入困難，以信

用卡應急、外孫初生但無能力支持女兒家庭……這一切對Adrian    Smith 公道

嗎？

個案３　不參與公司同性戀活動 紅十字會員工遭解僱

　　美國紅十字會員工  Michael      Hartman 因不參與公司慶祝同性戀的活

動及表達不認同同性戀的立場而遭公司解僱。 [ 6 ]  事緣於  2005 年  5  月， 

[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2012/11/16/christian-adrian-smith-gay-marriage_n_2143017.html.

[5]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34252/Vindicated--ruined-In-historic-victory-Christian-
  demoted-work-writing-Facebook-opposed-gay-marriage-church-tells-battle-come-terrible-price.
  html.
[6]   http://educate-yourself.org/cn/redcrossfireshartman04aug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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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artman收到公司一電郵，內容是提醒員工  6 月份為公司的同性戀驕

傲月（Gay    and Lesbian Pride Month），鼓勵員工出席參與當中的慶祝活動。

後來，Hartman回覆不欲推廣同性戀生活方式，因此不會參加，並表達對於

紅十字會大多數人均努力拯救生命的目標，竟會有推廣對社會帶來負面後

果的同性戀生活方式的不滿。最後，由於不遵守公司的多元政策（diversity 
code），Hartman 收到公司的解僱通知。

個案４　持反同性戀立場機構 被銀行要求結束戶口

　　一向致力堅守信仰立場，並有  11 年於公共空間發表反對同性戀立場的

英國基督教機構  Christian    Voice，於  2005 年  6 月  6 日被英國  Co-operative    Bank
要 求 於   3 0  天 內 結 束 在 其 銀 行 已 開 設 了   3  年 的 銀 行 戶 口 ， [ 7 ]而   C o -
operative    Bank一向積極支持同運團體所舉辦的活動。這是銀行單方面的決

定，並且沒有給予任何就此問題回應的機會。原因是銀行關注到這機構反對

同性戀的立場涉及「性傾向歧視」，這與銀行支持「多元」的立場不符，因

此決定取消這機構的戶口。最後，此銀行並沒有根據標準的程序為機構轉移

其存款至新的銀行，直接在  2005 年  7 月  6 日取消其戶口，及在機構擁有足夠

的存款下，退回所有於此日期前簽發的支票。

個案５　關心下屬 表達信仰 資深員工遭解僱

　　Evelyn    Bodett 在亞里桑那州鳳凰城的  CoxCom 工作了十八年，表現一直

優異，在起初十七年的工作中，並未有任何被投訴或控

告的記錄。在  2000年中，她的一名同性戀女

下屬  Carson 主動向  Bodett 提起她剛剛失戀。

身為基督徒的  Bodett 向她表示「聖經說同性

戀是罪」及「同性戀關係是妳得到哀愁及混

亂人生的源頭」。同年  11 月，Bodett 上司認為

她觸犯了公司反歧視及騷擾的政策，即時解僱

了  Bodett。

　　Bodett 感到是因為她的宗教信仰而被公司解僱，故控告  CoxCom 宗教歧

視。於  02 年敗訴後，決定繼續上訴，可惜仍然失敗。法官認為，Bodett確實

觸犯了公司政策，並認為  Bodett 被辭退，是因為她工作期間的行為，而非她

[7] “Co-op Bank bars Christian group”, BBC News, 24.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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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的宗教理念所造成。 [8]

　　然而，Bodett 只是因為關心下屬，表達信仰而被解僱。這判決顯示，基

督徒向同性戀同事和平地分享自己的宗教信念，也可能相當危險，因為隨

時會被公司以「觸犯反歧視」政策而被解僱。更不幸的是即使被解僱，訴

諸法庭亦未必有用處，因為法官愈來愈傾向輕視一個人表達宗教理念的自

由和人權。

個案６　麻省小鎮 居民聯署要求公投應否容許同性婚姻 　　
　　       遭排斥騷擾

　　美國麻省是全國第一個容許同性婚姻的州份，而其中被喻為同性戀者

的天堂的  Provincetown，除了容許當地同性戀者結婚外，也自稱為「同性戀

度假小鎮」。歷年來，當地吸引了不少同性戀者定居，也曾發生不少反對

同性婚姻人士被歧視的例子。

　　於  2005 年，一個由關注婚姻的人士要求由公投來決定應否容許同性婚

姻的聯署名單，在網上被公開，隨後有份參與聯署的居民開始遭到當地同

性戀者對其作出謾罵，如批評他們為「生殖動物」（Breeders），在汽車的

擋風玻璃上貼上聯署名單，其中一名女士的汽車旁邊更被放狗糞。 [9] 

　　　一個現代社會應該是多元化，能夠同時容納持正反意見的市

民，並作理性的溝通。參與聯署是公民的權利，然而這些反對

同性婚姻的人卻遭受惡意的攻擊，私隱亦因此受到侵犯，但

在同運漸趨主導的社會中，政府和傳媒往往並不重視這些

私隱權被侵犯的案例。這不禁令人質疑，若政府真的就

性傾向歧視立法，表達意見的權利（特別是不認同

同運的意見）真的能夠得到保障嗎？

                                        [8]  http://www.leagle.com/decision/
                                              20041102366F3d736_21023.
                                               [9]  http://www.virtueonline.org/portal/article.
                                          php?storyid=4463#.ULhQ5-SK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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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自由

個案７　大學組織無權選擇成員 結社自由備受威脅

　　2004 年  9 月，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Hastings College of Law 的
Christian Legal Society（CLS）要求學校就校內反歧視守則中有關宗

教及性傾向的條文，給予其組織及其他有宗教背

景的學會豁免權，批准他們可以按其信仰而決定

收取某些會員與否及委任該學會的職員。可惜，

校方回覆  CLS，作為校內學會，是必須接受所有

學生成為會員，即使信仰或性傾向不同。

　　其後，學校更拒絕發放每年資助額給予  CLS，縱使此年資

助額已獲校方批核。因此，CLS 於  2004 年  10 月控告校方不批准其

學會可因其宗教背景而在招收會員及職員方面有豁免權，違反了他們

的集會、言論及宗教自由。 [10]  最後，CLS 被加州地方法院裁定敗訴後，

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2010 年  6 月，最高法院判決此案，在法官  5 比  4 的表決

下，判Christian Legal Society 敗訴。 [11]  其實西方大學有不少同性戀學社(Gay 
and Lesbian Society) ，他們會任命一個堅定反對同性性行為的回教徒學生為

職員或主席嗎？相信不會，為何這又不構成歧視呢？

個案８　童軍取消同性戀者會籍 受到同運組織猛烈攻擊

　　James    Dale自八歲起便一直是童軍，他於  1989 年更成為助理團長。同

時，他成為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男女同性戀聯盟（Lesbian    / 
Gay    Alliance）的主席。1990 年，他接受一份報章的訪問時，不但承認自己

為同性戀者，並宣揚青少年需要一個同性戀的榜樣。隨後，童軍總會以「不

接受同性戀者成為會員」為由將他除去會籍。

　　Dale 控告童軍總會違反新澤西州提倡包容的政策。童軍總會則認為同性

[10]  http://www.clhe.org/marketplaceofideas/freedom-of-speech/protecting-speech-and-associational-
  　rights-for-all-student-groups/.
[11]  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09pdf/08-13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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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與總會使命「逐漸灌輸青少年正確觀念」有所違背，故並不希望鼓吹同性

戀為一正當的行為。

　　縱然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判  Dale 勝訴，但美國最高法院在  2000 年根據以

下四點判童軍總會上訴得直：

                                                                 [12]

　　縱使美國童軍總會在官司中獲勝，但同運組織隨即向傳媒及政府發動一

連串的抗議浪潮，導致美國童軍在不同州分及城市，失去不少政府及私人企

業的資助，甚至被取消慈善團體資格及禁止借用政府設施。 [13] 

[12]  Boy Scouts of America V. Dale.530 U.S.640(2000); “The Attacks on the Boy Scouts on America”, 
  　P.187-193, ‘The Homosexual Agenda Exposing the Principal Threat to Religious Freedom Today’ 
  　by Alan Sears & Craig Osten in 2003, Published by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Nashville, 
  　Tennessee.
[13]  在長期遭受壓力下，美國童軍全國委員會（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s [BSA] National Council）
  　最終在2013年5月23日，通過接納公開的同性戀者成為會員 ，參  http://www.lifesitenews.com/
  　news/boy-scouts-vote-to-allow-openly-gay-members。

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指出若強逼一個團體接收一個與團體方針相

異的人，從而影響公眾或私人對該團體的感覺，就已經侵犯了該團體

表達立場的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法院接受「同性戀與總會使命有所違背」的解釋，因為使命當中曾提

及向青少年逐漸灌輸「正直」及「純潔」的態度，故認為「不希望鼓

吹同性戀為一正當的行為」是可以理解；

即使法院並不認同該團體的價值觀，但亦不適合否定其價值觀；

如果強逼童軍總會恢復  Dale 的會籍，由於明顯壓抑童軍總會「不歡迎

同性戀行為」的權利，所以會侵犯該會表達立場的權利。同時，青少

年，甚至各地的人都會因  Dale 重返童軍行列而覺得，童軍總會認為同

性戀是一樣正當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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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

個案９　婉拒借出場地舉行同性「婚禮」天主教團體被判賠款

　　於 2003 年，有兩名來自溫哥華郊區（Coquitlam）的女同性戀者向一個

天主教團體（Knights of Columbus）租用禮堂舉行婚禮茶會。當該團體發現

一對新人是兩名女性，他們便以其宗教信仰不容許他們接受同性婚姻為理

由，取消其租用申請。可惜，後來教堂雖支付了她們重印請柬和租用新場地

的開支，但那對新人仍向英屬哥倫比亞省人權審裁處提出訴訟。最後，教堂

被裁定須賠 2,000 加幣予她們。 [14]

個案１０　講道宣講聖經立場 牧師差點淪為階下囚

　　2004 年 6 月 30 日，瑞典法院判處一名在東岸小鎮 Borgholm 的五旬宗牧

師 Åke    Green 入獄一個月，原因是他在講道時冒犯同性戀者，觸犯煽動仇恨

條例。（在香港，類似煽動仇恨罪的理念已包含在歧視法的概念內，如殘疾

歧視條例和種族歧視條例的中傷罪，所以「歧視條例」和「煽動仇恨條例」

並非兩碼子的事。）

　　該牧師曾在一場講道中以「不正常」來形容同性戀。主控官要求被告澄

清是否認為同性戀是病態，被告直認不諱，並指這是聖經的觀點。 [15]  辯

方律師辯護時指牧師也有言論自由，但最後法庭仍判該

牧師有罪。當地一個關注同性戀權益的團體（Swedish 
federation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的

主席 Sören Andersson 直言，宗教自由不是辯護理由。 [16]

[14]  http://www.theinterim.com/2005/apr/02knights.html, http://www.cbc.ca/news/canada/story/2005/
  　01/24/lesbian-wedding-050124.html#skip300x250, http://www.bchrt.bc.ca/decisions/2005/pdf/
  　Smith_and_Chymyshyn_v_Knights_of_Columbus_and_others_2005_BCHRT_544.pdf.
[15]  有論者誤以為Åke Green說同性戀者是「社會上的癌病毒瘤」、「同性戀是強姦動物的」，而其實
  　他所說的是「性異常者」（Sexual Abnormalities），非特別指同性戀；另外，他所指的是性慾扭曲
  　了的人還會強姦動物。詳見其講章之英譯本：http://www.akegreen.org/en-2-left/en-2-9.htm。

[16]  參Ecumenical News International, Daily News Service, 30.6.2004；及2004年7月18日《時代論
  　壇》881期的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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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不禁令人產生疑問：難道同性戀者有人權，宗教人士反而沒有？宗

教自由、言論自由和良心自由不也是最基本的人權嗎？（參《世界人權宣

言》第 18 條。）2005 年初上訴庭為這位瑞典牧師平反判罪，雖然因緩刑他

沒有真箇坐牢，但經歷大半年折騰，他的工作和生活肯定已受影響。而且，

政府還要繼續起訴他，案件於 2005 年 11 月完結，雖然法庭最後維持上訴庭

的判決，判牧師無罪， [17 ]  可惜對牧師造成的傷害及壓力已是不可改變的事

實，因此，法例對別人的威嚇 寒蟬效應 仍然存在。

個案１１　加拿大法庭裁定 引用反對同性戀經文
　　　　　  有機會被檢控

　　加拿大於 2004 年亦通過了有關性傾向的法例，包含了公開煽動仇恨

（public incitement of hatred）及故意鼓吹仇恨（willful promotion of hatred），
而宗教理由則只可以成為「故意鼓吹仇恨」的抗辯理由。在此條例未通過之

先，加拿大 Saskatschewan 省法庭就已在2002年裁定利未記 20 章 13 節等經

文可引發對同性戀者的仇恨。 [18 ] 換言之，引用有關經文將會有被檢控的可

能。（參個案 26）

個案１２　愛爾蘭民事自由議會表示
　  　　　　引用天主教反同性戀文獻 有機會監禁六個月

　　2003 年 8 月，愛爾蘭民事自由議會（ Irish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主

席 Aisling    Reidy 指出，任何人採用天主教梵蒂岡發出的反同性戀文獻，若

引發對同性戀者的敵視，根據愛爾蘭 1989 年的煽動仇恨法例（ Incitement to 
Hatred Act），可導致監禁 6 個月。 [19]

　　然而，《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條的內容是：「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

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

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宗教自由不也是普世人權嗎？

[17]  http://www.emaso.com/links/ref-articles/ref29e/ref29s.htm & http://www.akegreen.org.
[18]  http://canlii.ca/t/5dtt.
[19]  http://cathnews.acu.edu.au/308/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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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主權和
教會辦學的自由

個案１３　大學不認同同性戀 課程被拒承認 
　　　　　  五年訴訟消耗時間金錢

　　加拿大卑詩省的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是一間基督教

私立大學，它開辦的教育文憑課程在  1996 年被當地  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BCCT）拒絕承認資格，只因為大學的立場並不認同同性戀，最後

兩方對簿公堂。2001 年  6 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判  BCCT 敗訴，因為沒有證據

證明這課程訓練出來的學生會歧視同性戀學生，縱使他們理念上不認同同性

戀行為。雖然大學最後勝訴，但已花去大量金錢、時間和心力，因為訴訟期

達五年之久。 [20] 

個案１４　批評同性戀教材 模範老師喪失教職 長期陷入訴訟

　　 2002 年加拿大卑詩省一位有很好名聲的模範老師金基斯博士Chris 
Kempling，在地區的報紙撰文批評Gay and Lesbian Educators of BC（GALE 
BC）的一些教材，認為它有誤導性、會冒犯不少家長和摧毀道德標準。因

此，政府設立的  British Columbia of Teachers 認為金基斯博士違反了教師操

守，被停職停薪了一個月。 [21]    最後，他被逼辭去教職。 [22]

[20]  http://www.canlii.org/en/ca/scc/doc/2001/2001scc31/2001scc31.html.
[21]  http://www.courts.gov.bc.ca/jdb-txt/sc/04/01/2004bcsc0133.htm.
[22]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archive//ldn/2008/jul/08070706.

編按：這事件中法庭的判決較合理，但也有贊成  BCCT 的法官，若這類

法官佔多數，判決就可能很不同，這表示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始終會把同

性戀異見人士置於法律的利刃之下，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斬下去。再者，

加拿大尊重宗教信仰的傳統較深（但本書例子顯示宗教自由亦已日漸被

腐蝕），香港卻沒有這樣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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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１５　持守傳統遭控告 法庭判決宗教學校敗訴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間天主教中學舉行畢業舞會，一位同性戀學生和他

的男伴要參加，但學校以有違學校的天主教信仰為由不批准。學生在同運組

識的支持下提出訴訟，2002 年，法庭判學校敗訴。 [23]

 

個案１６　不想孩子接受同性戀教育
　　　　  　父親被警方上手銬拘捕帶走

　　美國麻省有一位父親  David    Parker 知悉其   6  歲大的兒子會在學校接受與

同性戀有關之教育，他試圖阻止並與學校多次交涉未果。Parker 建議每當學

校有同性戀教育時，他可帶走兒子，但不被接

納。2005 年  4 月  27 日，Parker在學校會議中，

再次提出保護兒子免受同性戀教育的要求，校

方依然拒絕。Parker 堅持留在會議中直至問題

得到解決，但校方報警處理，最後Parker 被警

[23]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archive//ldn/2005/jun/05062905.

編按：金基斯博士贊成要寬容同性戀學生，他所做的不是針對少數

性傾向的同學，只是批評宣揚同性戀的教材而已，這也不可以？就是

因為這樣弄到生活艱難，和承受多方攻擊，公

平嗎？有些人說這與言論自由無關，只是專業

資格的問題，但若在香港，一老師批評學校「

國民教育」的課程，因而被教育局取消教師資

格，我們會認為與言論自由無關嗎？為何金基

斯博士作為老師連發表意見批評同性戀也不成

呢？這是因為加拿大已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卑

詩省把這應用到教育領域，將「不認同同性

戀」也定性為「性傾向歧視」。

編按：「性傾向歧視條例」一旦在港訂立，以後私立的宗教學校還有

自由維持他們的傳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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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拘捕並以手銬鎖著帶走，理由是他擅自闖入其兒子校園。

　　最後，雖然當地警方於同年  10 月撤銷對  Parker 的控罪，但他兒子仍然要

在學校接受有關同性戀的教育，校方甚至不讓家長知道教授的時間，Parker
也被禁止再進入校園範圍。 [24 ]    然而，我們知道《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十八條第四款，明確指出父母有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個人信仰之宗教

及道德教育之權利。

[24]  參 http://www.massresistance.org/docs/parker/main.html，禁止 Parker  進入校園令後來雖然取消，
  　但校方仍然不讓家長知道同性戀教育的教授時間。

編按：一個只是不想兒子接受違背個人道德觀念的教育的家長，竟要

受到如此的對待，對他是公平嗎？一個愛護兒子，渴望兒子受到良好教

育的家長，竟無法改變兒子要接受違背個人道德觀念的性教育，這合理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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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商的自由

個案１７　旅店東主被判必須租房給同性戀者
　　　　　  並要接受再教育

　　加拿大 Prince    Edward    Island 一間家庭式旅店（Bed    and    Breakfast）的

東主拒絕租房給一對來自蒙特利爾的男同性戀者，後來該省的人權委員

會（Human    Rights    Commission）作出這樣的判決：那東主若不想旅店「關

門大吉」，就要租房給同性戀者，並要出席一些研討會再受「正確」教

育。2000 年 8 月，東主決定結束營業，但仍要賠償 1,000 加幣給那兩位同性

戀者。 [25]

個案１８　不願印製同運組織物品 印刷商被判罰款
　　　　　  上訴耗費近百萬

　　加拿大多倫多地區有一位基督徒印刷商 Scott    Brockie，他一直有為同性

戀者印製物品。一次，他不肯為同運組織印製信封及信紙，在 2000 年 2 月被

安大略省的人權委員會罰款 5,000 加幣。 [26]

　　在商言商，當事人選擇不接這次的生意，實際上是只有自己損失，並沒

有傷害他人，為何要被罰巨款？同運組織其實要找其他廠商一點也不困難，

為何以死纏爛打的方式，並且向商家提出控告，這樣做法並沒有尊重別人選

擇接生意與否的權利。為何歧視法可容讓這樣霸道的行為，還提供法律的

支持？他不服而上訴，前後所用的訴訟費接近港幣100萬元。只是不為同運

組織印製物品，就弄到傾家蕩產，和身心靈飽受困擾，這樣對 Brockie 公平

嗎？

[25]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archive//ldn/2001/may/01052302.
[26]  http://www.ohrc.on.ca/en/news_centre/refusal-print-stationery-containing-words-gay-and-lesbian-
  　ruled-discriminatory.

編按：反過來說，人權委員會似乎沒有尊重東主的人權，這是哪門子

的「平等」人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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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１９　轉承責任重 僱主犯法易

　　英國於 2003 年 12 月實施 Employment    Equality（Sexual    Orientation）
Regulations後，於 2005 年 5 月的一宗法庭個案（Alan    Whitehead    v    Brighton 
Palace Pier）就值得各僱主們留意。一名船務公司的職員 Alan Whitehead 從
一位同事處得知他的上司與另一人（共兩人）談論他的性取向問題，並用粗

言穢語形容他。Whitehead 聽到這個描述之後，雖然他本人沒有親耳聽到那

兩人的談話，但已感到自尊心受損及受冒犯，因此毅然離職，並告上法庭要

求賠償。最後法庭判他得直，僱主須賠償他 10,000 英鎊。 [27] 

個案２０　拒接同性婚禮生意 花店被控告

　　美國華盛頓州一間花店因拒絕為一對即將結婚的同性情侶提供婚禮用的

鮮花，被控告性傾向歧視。     

　　過去九年，英格索爾（Robert    Ingersoll）及其男伴一直光顧斯塔茨曼 

（Barronelle    Stutzman）的花店購買鮮花。本年（2013 年）9 月他們計劃結

婚，並到斯氏的花店擬選購婚禮用的鮮花。

　　年屆 68 歲的斯塔茨曼得悉來意後，握著當中一人的手，抱歉地告訴他

們基於信仰她不接辦同性婚禮的生意。當時英格索爾兩

人有風度地表示諒解，閒談一會便離開了。

　　可是，回去後他們愈想愈不是味兒，並將事件及感

受貼上  facebook，旋即引起激烈討論，不少意見指出斯

氏違反了州立的反歧視法。隨後檢察官及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分別控告斯氏違反了歧視法，案

[27]  http://www.ezilon.com/information/article_4655.shtml.

編按：這個案帶出的重點是：講粗言穢語及背後評論別人當然不對，

但令人意外的是：受害人不在對話現場，因此僱主須注意，即使一些

具冒犯性的言論不是直接傳遞給同性戀者，也有機會觸犯法例；及僱

主縱然不知情或不認同員工的討論，但亦要負上員工之間談論是非的責

任，這就是因為轉承責任的緣故，所以僱主要額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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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仍在審理中。

　　斯塔茨曼不單樂意接待同性戀者，更有聘請同性戀員工。所以，當被指

責歧視同性戀者時，她不同意。她相信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結合，而且她有權

利選擇不參與同性「婚姻」：「我沒有強加（我的信仰）在任何人身上的意

圖……我不反對同性戀者。如果他們想結婚，那當然是他們的確信及信念。

我沒有在那事上判斷他們，而他們也不應該判斷我。」 [28]

個案２１　拒絕製作同性婚禮蛋糕被控違反平等法

　　在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有一對基督徒克萊因夫婦（Aaron & Melissa 
Klein）經營西餅店。2013 年  1 月中，一對女同性戀者訂造婚禮蛋糕。克氏夫

婦因信仰緣故拒絕，結果被控違反了俄勒岡州的《平等法（2007）》，該法

例規定在提供服務時，不能因性傾向作出差別對待（這類條款亦包含在香港

的歧視法內）。若罪名成立，他們可能要交最高到五萬美金的罰款。

　　克萊因表示不歧視同性戀者，一向有售賣西餅給他們和為他們做蛋糕

提出訴訟的同性伴侶當中有一位便曾經在這西餅店訂購蛋糕。他只是拒絕為

同性婚禮特別製作結婚蛋糕，因不希望參與一些有違自己良心的事。 [29]

 

　　事件曝光後，西餅店一度因支持者專誠到場光顧而營業額上揚。然而，

一些激進反對者卻持續滋擾及恐嚇克萊因夫婦及西餅店的供應商，致使西餅

店終在大半年後被迫結業。克萊因夫婦接受訪問時表示，儘管失去了多年努

力經營的西餅店，他們仍然會堅守信仰。 [30]

　　只因選擇不參與同性婚禮，並沒有對誰造成實質傷害（當事人很快找

到另一店鋪提供服務），同運便要透過示威及恐嚇迫使克萊因夫婦不能造生

意，這是哪門子包容？

[28]  http://www.tri-cityherald.com/2013/03/06/2300728/richland-flower-shop-turns-away.html,
  　http://www.patheos.com/blogs/publiccatholic/2013/06/sued-by-government-for-refusing-to-provide-
  　flowers-for-gay-wedding-elderly-florist-files-countersuit.
[29]  參考資料、更詳細的分析與反思，請參看：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3/03/blog-post.html。
[30]  Sweet Cakes by Melissa被迫結業的新聞：http://www.katu.com/news/investigators/Sweet-
  　Cakes-responds-to--222094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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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２２　基督徒攝影師拒為同性戀結合禮拍照被控告

　　 2006  年   9  月美國新墨西哥州，一

名女同性戀者  Vanessa       Wi l lock  發電郵

向由一對基督徒夫婦  Jonathan & Elaine 
Huguenin 的攝影公司查詢，打算請他們拍

攝同性戀結合禮的照片。由於信仰的關

係，Jon 及  Elaine 電郵回覆「我們拍攝傳

統婚禮」，禮貌地婉拒了她的要求。

　　隨後，Willock 的女同性戀伴侶以普

通顧客身分電郵給  Elaine 的公司，查詢

拍 攝 婚 禮 詳 情 ， 但 沒 提 及 同 性 戀 結 合

禮。Elaine 回覆查詢，表示願意為她的婚

禮拍攝。據此，這對女同性戀伴侶便於同

年  12 月向新墨西哥州人權委員會指控該

基督徒夫婦因她們的性取向，歧視她們。

其後，委員會於  2008年  9 月裁定基督徒夫

婦違反新墨西哥州的反歧視法，須向該對

女同性戀伴侶賠償接近七千美元的訴訟

費。 [31]

　　 Jon  及  E laine  不服判決，然而，即使上訴到新墨西哥州的最高法

院，2013 年  8 月最高法院仍一致裁定他們敗訴。 [32]

　　Elaine 一向有為同性戀者拍攝，只是拒絕拍攝不認同的同性戀結合儀

式，並不是惡意歧視同性戀者。另一方面，  Willock 和其伴侶很快便找到第

二間攝影公司為她們服務，沒有對她們造成甚麼傷害。既然如此，一個

多元社會，為甚麼不讓不同信念的人各自保有行使他們信仰自由的空

間，反而追求只能贊同同性戀的單一社會呢？

[31]  https://www.alliancedefendingfreedom.org/Home/Detail/4333?
  　referral=E0910B3F.
[32]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nm-supreme-court-
  　justice-compromising-religion-on-gay-marriage-is-
  　the-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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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中的言論自由

個案２３　不利同性戀言論涉歧視 加拿大電台節目自我審查

　　1999 年加拿大  Alberta 省的電台本來有一些節目，由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討論學校裡同性戀運動的議程，但  Canadian Broadcast Standards 
Council 認為這有違反歧視政策，所以把它禁制。這事件產生了一種寒蟬效

應，很多愛家協會的節目都不能播出；而且很多節目都要先錄製再播出，以

便把不利同性戀的言論剪掉。 [33]

[33]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focus-on-the-family-radio-show-violates-cbsc-ethical-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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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歧視

　　同性戀運動經常批評反對他們的人是在提倡異性戀霸

權，而這會導致同性戀者受壓逼，但事實上卻有不少持同性

戀異見人士受壓逼的真實故事。

個案２４　佈道者街頭傳教 遭親同人士攻擊
　　　　　  反被判犯刑事罪

　　英國 Bournemouth 有位 69 歲的佈道者 Harry Hammond，在 2001 年定期

拿著「停止不道德的事、停止男同性戀、停止女同性戀」，並寫有「耶穌

是主」的標語，到市中心佈道。同年 10 月 13 日，Hammond 佈道時，遭一

群約 30 至 40 人的親同人士，向他拋擲泥土，又在試圖搶那標語的時候，把

他推倒在地上。Hammond 起來繼續佈道後，他們更把水倒在他頭上。到場

的警員卻把 Hammond 拘捕，法官且判他犯了刑事罪行，因為他侮辱聚集群

眾。他被判罰款300 英鎊以及支付 395 英鎊的法律費用。法官裁定那標語不

具恐嚇性或辱罵性，卻具侮辱性。 [34 ]  令人難以明白的是，那些動手攻擊這

位年老佈道者的人卻沒有遭到起訴，而更不幸的是，Hammond 在上訴期間

身故。

個案２５　派發同性戀事實單張 觸犯煽動仇恨罪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4 月期間，加拿大有   4 名同性戀者宣稱家中分別

[34]  參 http://www.christian.org.uk/rel_liberties/cases/harry_hammond.htm；& http://www.e-n.org.uk/
  　2003-02/2082-Squeezing-the-churches.htm，政府據《公安法》（section 5 of the Public Order 
  　Act 1986）對 Harry Hammond 入罪，他身故後，支持他的人繼續上訴，然而英國法院的 Lord 
  　Justice May

 
裁定其上訴失敗。（2012

 
年

 
12

 
月，英國國會上議院通過，將「侮辱」（insulting）一

  　項從《公安法》第五條中刪去，在此不贅。）

收到由   Christian        Truth        Activists 及   Bill       Whatcott 所印製及派發有關同性戀

的單張，看後感到被傷害。因此 4 人向加拿大 Saskatchewan Human Rights 

編按：遭人襲擊的受害者反而變成被告，這是哪門子公安法？如果身

分倒過來，是同性戀者拿著「停止恐同症」的標語，而 Hammond 攻擊他

們，則被拘捕很可能是 Hammond。



20

Commission 投訴，展開訴訟。單張的內容涉及作者對同性戀者及同性戀生

活模式的評價、肛交行為導致愛滋病的比例較高及提供同性戀者出現孌童

的數據，資料及數據均由專業人士提供及求證。但有同性戀者除了認為單張

內容充滿仇恨，對他及他的伴侶構成人身攻擊影響外，亦感到他的居所及

寵物也可能不安全，又擔心他的親友會因傳單而受影響。2005 年，人權法

院裁定單張內容對同性戀者構成仇恨、嘲諷及中傷，而 Bill    Whatcott 煽動對

同性戀者的仇恨，對4位造成心理傷害及尊嚴受損，須向4位賠償總值加幣

$ 17,500。 [35]

　　2010 年，Bill      Whatcott 上訴得直，此項裁決被推翻，但  Saskatchew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繼續上訴至最高法院。2013 年  2 月  27 日，最高法

院最終仍判  Bill    Whatcott 違反當地的人權法，須要罰款賠償，只是賠償金額

有所改變。 [36 ]   這是因為最高法院認為四份單張中只有兩份違反人權法，其

餘兩份則為合法。Whatcott 只須向其中一位投訴人賠償  2,500 元，而另一位

則5,000 元。

　　然而，自由社會中無數人都有權利派發單張，表達非常高爭議性的內

容，都不會受禁制，但為何只要單張表達不贊同同性戀的意見，就要受到禁

制和罰款呢？

個案２６　刊登印有聖經的廣告 信徒被判煽動仇恨

　　Hugh Owen 是一名任職獄卒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在報章（Saskatchewan 
Star    Phoenix）上刊登了一則廣告，內容為兩個火柴形狀的男士手拖著手，

外面加上一個紅色圓圈並一線跨過圖案，圖畫下面是四處聖經經文，但未有

刊登聖經的字句。薩省人權審裁處判處他煽動仇恨罪名成立，須向三名原告

人各賠償加幣 1,500 元。薩省法院（Saskatchewan Court of Queen’s Bench）
的法官指出，在這樣的報章廣告中使用聖經章節可被視為帶有仇恨的文

字。2006 年，Hugh Owen 雖然上訴成功，但當事人已付上沉重代價，也顯示

宗教自由正面臨巨大的威脅！  [37] 

[35]  http://www.evangelicalfellowship.ca/whatcott.
[36]  http://www.news1130.com/2013/02/27/saskatchewan-anti-homosexual-crusader-to-hear-
  　fate-in-freedom-of-speech-case/.
[37]  http://www.canlii.org/en/sk/skqb/doc/2002/2002skqb506/2002skqb506.html;
  　http://www.lifesitenews.com/news/archive//ldn/2006/apr/0604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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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個案

　　有些人認為，因著中西差異，香港即使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也不會出現

外國的極端情況。然而，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還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呢？其

實，只要外國的法例和香港的歧視法在條款上有類似的內容，那很有理由相

信，外國發生的案例也會在香港出現。

個案２７　同運團體衝擊本港書店 滋擾日常運作

　　2005 年  4 月  10 日下午，約  10 名同運組織成員，突然闖進旺角榆林書

店，宣讀聲明，要求書店提供免費寄存空間，擺放由政府資助印製的女同性

戀者刊物。他們見要求不果，隨即向書店內的顧客做問卷調查，情況混亂，

不少顧客離開現場，最後店方聲言報警，同運組織成員才肯離去。對於這種

干預別人信仰自由、滋擾小型商戶正常運作的事情，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竟倒

過來批評書店負責人是「無知」、「恐懼」、「歧視」，促請政府應盡快訂

立性傾向歧視條例。 [38]   

個案２８　社關組織出版同性戀真相單張
　　　　　  平機會主席聯同同運組織高調批評

　　2000 年社關組織明光社曾自費出版一份「同性戀的真相」單張，內容

談到同性戀的成因及其生活形態可能引起的問題，所有資料皆引自客觀的研

究調查，屬溫和、理性的批評。但時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的胡紅玉隨即聯

同同運組織高調批評明光社，又指平等機會條例仍未將同性戀者列作受保障

社群，故政府應立例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

[38]  參〈擺放女同志小冊子被拒 團體抗議書店歧視〉《明報》，2005 年 4 月 11 日，A13。

編按：為何一間小書店無權因著經營方針、文化理念而選擇擺放哪一

類資訊？該小冊子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索取，但單是一間書店拒絕擺放，

同運團體就要衝擊對方，這是否有點霸道呢？事實上立法後，書店有機

會觸犯歧視條例對「服務提供」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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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禁令人擔憂，「性傾向歧視條例」一旦通過後，平機會及同運組織

會嘗試借法律的力量去阻止別人對同性戀生活方式作任何批評。這不就是「

以言入罪」及干預他人的表達自由嗎？

個案２９　衝擊教堂騷擾聚會 同運分子侵犯宗教自由

　　2003 年  8 月  10 日天主教會香港教區，在《公教報》刊登文章，表示不認

同同性婚姻。8 月  17 日上午，數名同運分子聲稱受到天主教「打壓」，先在

天主教香港教區的主教座堂外派發題目為「陳日君，你的良心在那裏？」的

傳單。其後，彌撒進行時，同運分子衝入教堂，部分遭到攔截，部分卻衝進

教堂，更衝上祭壇，不斷高呼：「神愛世人，不會歧視同志婚姻」、「陳日

君，無良心，打壓同志社群」。情況不受控制，彌撒一度中斷，擾攘一段

時間後六位同性戀者離場，其中兩位女同性戀者更邊走邊親吻藉以挑釁會

眾。 [39]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教區只是在自己出版的報章內表達對同性戀的

一些立場，即使同運團體不同意，也有很多表達反對的方法，但在主教座堂

進行聚會期間闖進私人地方，進行騷擾及挑釁，這是不是侵犯了宗教人士的

宗教自由呢？

個案３０　攻擊同性戀輔導機構 同運團體歧視某些同性戀者

　　2011 年  6 月  17 日下午，「新造的人協會」當時的主席康貴華醫生應社會

福利署邀請主領講座，向社署的社工分享如何幫助有同性戀掙扎的青少年。

當日一些同運團體到場示威，攻擊社署做法，聲言要對社署「釘牌」。 [40]   翌
日，傳媒報導攻擊輔導同性戀者的服務是「拗直治療」，做法有違人性，甚

至會用催眠手法，使人「面對同性時身體便出現惡心或手震等負面反應」，

有人甚至出現抑鬱病徵。 [41 ]   同運團體並在網上發動國際聯署，收集了近二

萬個簽名批評社署。 [42 ]   張國柱議員更回應表示，根據社工守則，輔導時不

[39]  http://www.singtao.com.hk/archive/fullstory.asp?andor=or&year1=2003&month1=8&day1=18&
  　year2=2003&month2=8&day2=18&category=all&id=20030818a09&keyword1=&keyword2=.
[40]  http://news.sina.com.hk/news/20110618/-2-2359085/1.html.
[4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715/15433607.
[42]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715/1543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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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個人價值加諸案主身上。

　　以上批評不符合事實，何況社署在邀請康醫生之前也已讓親同人士主領

講座；然而，一些社工表示希望能聽到不同的聲音。社會上確有不少同性戀

者，為本身性傾向感到困惑，及有無數掙扎，所以他們自願聯絡康醫生和新

造的人協會求助。有時他們只希望別人聆聽他們的掙扎，不一定有決心改變

性傾向，但協會仍然會付出無條件的關心。只有當他們表示希望改變性傾

向，協會才會提供進一步的幫助和輔導。在過程中，都是出於當事人的意

願，沒有絲毫勉強，也有很多求助者生命得到成長及改變。因此，「拗直治

療」的說法是嚴重的扭曲。 [43]

　　可是，即使是向自願求助者提供服務的機構，同運團體也不能接受，甚

至發動國際聯署進行攻擊。同運團體聲稱同性戀者受到歧視，要求立法保

障，但為何卻歧視某些同性戀者呢？難道他們沒有求助及要求接受輔導的基

本權利嗎？

[43]  請參考康貴華醫生的訪問：http://kwankaiman.blogspot.hk/2013/07/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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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的例子，不少例子中案主並非主動挑釁，只是基於

信仰及價值觀緣故被動地拒絕合作，但也遭受控訴，這對於

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人會否是一種道德歧視呢？並在侵犯多個人權公約所賦

予他們的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呢？確有部分人士對同性戀者的言論不很禮貌

（這樣的做法我們並不鼓勵），但他們始終並沒有訴諸暴力，何解偏偏不接

受同性戀的言論自由就得不到保障呢？ 

　　同運團體過往將同性戀者描述為遭受歧視的弱勢社群，而將一切反對同

性戀的言或行（不理會其理據是否合理）通通標籤為「歧視」，並斷定反對

同性戀人士背後的動機是出於「異性戀霸權主義」、「同性戀恐懼症」（醫

學上並沒有這個病）等，甚至要求立法將之禁止及懲罰。我們不能不問，同

運團體會否是以平等機會為名，但實質乃透過各種法例，將同性戀價值觀強

加於社會每個人士身上呢？

　　我們認同同性戀者同樣有基本人權，事實上他們現已與他人享有同等的

基本人權（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投票權、進出境自由），和政府福利（

如九年免費教育、綜援），甚至可以根據《基本法》、《人權法》及國際人

權公約挑戰政府現時的法例及政策。他們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與相愛的人

同住，政府和反同性戀人士沒有干預。然而，以法律去懲罰被視為「歧視」

同性戀的人，又是否矯枉過正呢？

　　其實不少社工、教師及專業人士是反對同性戀行為的，但因著「政治正

確」的氛圍，他們為免被人標籤為「歧視」，都不願意公開表達自己的看

法。如果香港一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人人頭上又多了一把刀，社會人士

就更不敢對同性戀的行為和風氣作出批評。難道社會就只可贊成同性戀，不

能反對？這是真正的接納差異、多元的社會嗎？

為讓更多人士（特別是青少年）了解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問題，我們鼓勵教會、機構
大量印製本小冊子，派發予公眾。（查詢：3165 1858）

除了本會的網頁和臉書，以下網址也有性傾向歧視法的資料：
明光社，〈性傾向歧視條例 深遠影響〉：http://www.truth-light.org.hk/statement/
　　　　　　　　　　　　　　　　　　　 title/n3925
維護家庭基金：http://www.familyvalue.org.hk 
逆向歧視＆SODO專頁：www.facebook.com/rd.sodo

鳴謝維護家庭基金提供本小冊子版權出版。

出版：香港性文化學會
電話：3165 1858
網址：www.scs.org.hk

出版日期：2013 年  10 月
傳真：3105 9656
臉書：www.facebook.com/hk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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