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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美國於 2015 年 6 月通過同性「婚姻」後，LGBT 運動活躍分子將

目標轉移到另一戰線──跨性別運動，加上當時奧巴馬政府極力支持，性

別議題瞬間推展得如火如荼，美、加的發展更大有超越一向開放的西歐之

勢。經過多年的資料搜集和分析，本小冊子能幫助您更全面認識跨性別運

動的真相。我們搜集了大量個案，並加上簡評，相信這是現時獨一無二的

資料冊，而且這些個案都是近年發生，卻是主流傳媒不會告訴您們的。當

我們綜覽全球跨性別運動的趨勢時，會發現他們有三大目標： 

一、 性別主觀化甚或解構，取消性別身份的客觀標準，以主觀任意的心理

認同（gender identity）取代。更有一種「遷性主義」，認為性別可

不停轉變，到最後「性別」被徹底解構，產生性別混亂。 

二、 變性低齡化，將變性的年齡不斷降低，但假若在沒有充分理據和必要

性的情況下鼓勵兒童或青少年展開變性程序，實際上是一種虐待兒童

或青少年的行為。縱使對沒有這種問題的幼童，有些幼稚園和小學已

開始灌輸激進的意識形態，侵害父母的教育權。 

三、 以反歧視訴訟擴大跨性別權利：西方跨性別運動以「反歧視」為名向

學校提出訴訟，要求讓跨性別學生使用異性廁所，縱使校方已安排獨

立廁所仍不能使他們滿意。這些訴訟往往用來打壓別人不認同跨性別

運動的權利，也並不尊重別人的私隱權。 

  受歐美地區趨勢的影響，香港也不能避免思考性別界定準則的問題。

對於一般人來說，「性別」就是男／女兩性，雖然有為數極少的雙性人處

於灰色地帶，但一般基因得到正常發展的人，會發展成百分百男性（染色

體 XY）或百分百女性（XX），而不會說自己的生理構造七成是男性，三

成是女性。 



  3 

  原本性別（sex）是清楚二分，然而近年一種新的性別理論在學界興

起，認為「性別」（gender）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取決於一個人心理

上以為自己的性別是甚麼，以下稱之為「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要注意的是，新性別理論並非在科學上有新發現，而是以一套並非建基於

客觀生物學基礎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理論，逐漸取代我們一直基於客觀生理

的性（sex）區分。 

  有別於一直以來社會接受的兩性平等運動，「性別平等」正巧立名目

地摧毀男／女兩性的界線。今日，很多稱之為「性別議題」的，內容其實

已換置為激進的多元性別論，正正否定性別以客觀男／女生理二分來界定，

加入「性別認同」和「性傾向」，變成一個主觀任意的多元性別概念。一

些人以為支持「性別議題」，等於支持兩性平等，其實正相反，不單影響

女性的私隱權和人身安全的權利，更影響兒童權利。 

  這本小冊子藉歐美的「逆向歧視」真實案例，希望令大家認識已逐漸

佔據主流論述的「性別平等」的真相：究竟它是保障維護人性尊嚴的人權，

還是踐踏人權？ 

  最後我們要重申，須區分個人和社會運動層面，一些人士對自身性別

感不安，他們的困擾須要被了解和關注；然而，在社會政策層面，則應以

理性務實的態度檢視和討論這些顛覆重要身份區分的法例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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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爭議 
影響女性私隱權和安全 

 

註 1：直至現時為止，最少

有 5 個國家無需任何醫學

證明，只憑個人主觀感覺

便可申請改變性別身份，

包括阿根廷（2012）、丹麥

（2014）、馬爾他（2015）、

愛爾蘭（ 2015）和挪威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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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5 年 9 月，美國密西西比州一名 17 歲高中跨性別學生佩里（Lila 

Perry）爭取在學校使用女生更衣室和廁所，事件觸發逾一百五十名學生離

開課室靜坐抗議約兩小時，反對容許生理男生使用女生廁所或更衣室。縱

使校方已向佩里提供獨立廁所，但佩里拒絕，堅持要使用女生更衣室：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我不想覺得被隔離，我不要使用性別

中性廁所。我是女生，我不應被推去另一個廁所。」 

對於同校學生發起示威抗議，自 13 歲起認同自己是女性的佩里表

示： 

「有太多無知，她們說她們［與生理男生共用更衣室］不舒

服，我一點也不相信，我認為這是徹頭徹尾的偏執狂。」 

 

  

資料來源： 

Greenwald, D. (2015, September 

1). Hillsboro High School 

students stage walkout in dispute 

over transgender student. 

Kmov.com. 

http://www.kmov.com/story/2992

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

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

ransgender-student. 

佩里（圖片：kmov 視頻截圖） 

http://www.kmov.com/story/2992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ransgender-student
http://www.kmov.com/story/2992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ransgender-student
http://www.kmov.com/story/2992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ransgender-student
http://www.kmov.com/story/2992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ransgender-student
http://www.kmov.com/story/2992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ransgender-student
http://www.kmov.com/story/29926467/hillsboro-high-school-students-stage-walkout-in-dispute-over-transgender-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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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設立了男女共用的

中性廁所，2015 年 9 月，分別發生了兩宗

偷窺案，兩名女宿生報稱淋浴期間發現有

智能電話從隔壁上方偷影她們。事件發生

後，大學被逼修改政策，取消部分中性廁

所，轉回男或女性廁所。  

我們固然同情佩里的感覺和訴求，但佩里全盤抹殺別人的感覺和

訴求（甚或標籤他們），又是否合理呢？校方已提供獨立更衣室作出

遷就，相信是平衡跨性別學生與其他學生雙方權利的合宜處理方法。 

美國一名聯邦法官在 G.G. v. Gloucester County School Board 一案

的異議意見指出，回顧過去歷史，基於男女生理差異，考慮到私隱和

安全，區隔開男女的設施（如廁所、更衣室和浴室等）在不同文化中

也是普遍的通例。2 他徵引不同判例指出，本於人類尊嚴，過往法庭

多次肯定免於在異性前暴露身體的私隱權受憲法保障，甚至包括囚犯

──雖然在囚時他們失去了大部分私隱權，但身體私隱權還是很大程

度上受保障。相信私隱權也包括不會被逼面對暴露身體的異性。 

資料來源： 

Farooq, R. (2015, October 5). 

University of Toronto alters 

bathroom policy after two reports 

of voyeurism. The Star.com. 

https://www.thestar.com/news/cri

me/2015/10/05/university-of-toro

nto-alters-bathroom-policy-after-

two-reports-of-voyeurism.html. 

註 2：判詞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相關內容刊於頁 57-58：

http://www.adfmedia.org/files/G

loucesterAppellateDecision.pdf 

https://www.thestar.com/news/crime/2015/10/05/university-of-toronto-alters-bathroom-policy-after-two-reports-of-voyeurism.html
https://www.thestar.com/news/crime/2015/10/05/university-of-toronto-alters-bathroom-policy-after-two-reports-of-voyeurism.html
https://www.thestar.com/news/crime/2015/10/05/university-of-toronto-alters-bathroom-policy-after-two-reports-of-voyeurism.html
https://www.thestar.com/news/crime/2015/10/05/university-of-toronto-alters-bathroom-policy-after-two-reports-of-voyeurism.html
http://www.adfmedia.org/files/GloucesterAppellateDecision.pdf
http://www.adfmedia.org/files/GloucesterAppellateDeci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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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 月，美國華盛頓州遷就跨性別人士的新例實施不足兩個月，

西雅圖一名男子走進泳池女更衣室脫去上衣，在旁女泳客感不安向職員求

助，職員到場要求男子離開。男子指華盛頓州人權委員會新例保障他可以

留在女更衣室，職員竟無計可施。男子出泳池遊泳後再度回到女更衣室，

終在職員勸喻下離開，沒有報警。事件因為一名目擊者告訴電台節目主持，

主持再向有關當局查證，才得以曝光。 

 

 

 

  

電台主持向管理泳池的部門查詢有關事件，獲回覆時，局方是以

一名男子進入女更衣室看待該事件，理由是該男子從沒自稱為女性。

然而，如果有男子闖入女更衣室不肯離開，為何不報警？甚麼因素令

職員顯得束手無策？再者，在新跨性別法例下，如果該名男子自稱女

性，他在女更衣室所做的一切，皆為合法，覺得尷尬的女泳客只可自

行避開，或使用獨立的家庭更衣室，她們的權利反被侵犯。 

資料來源： 

Rantz, J. (2016, February 17). 

Man caught undressing in front 

of girls at Green Lake locker 

room. MyNorthwest.com.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

/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

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

oom/. 
MyNorthwest 報道（網絡截圖）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oom/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oom/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oom/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oom/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oom/
http://mynorthwest.com/188993/man-caught-undressing-in-front-of-girls-at-green-lake-locker-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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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美國華盛頓 DC 東北區連鎖超市 Giant 一名女保安阻止

跨性別人士貝爾切（Ebony Belcher）使用女廁。據貝爾切報稱，一名女保

安走進來，說出令其感到受辱的稱呼，並將其強行送出超級市場。事後女

保安涉嫌襲擊罪被捕。經調查後，同年 7 月加控仇恨罪，倘若定罪，最高

刑罰為監禁 270 日及罰款 1,500 美元。 

 

 

 

 

  

現時，任何可疑人士進入女廁或其他女性專用設施，都會被投以

可疑目光，甚或查問，如同該女保安員所做的。可是，保障性別認同

的法例生效後（如香港討論中的性別認同歧視法），這種做法已有機

會被視為歧視跨性別人士。該保安只是盡忠職守，但現在卻惹上官

非，這樣對她公道嗎？可預期日後見到可疑人士，我們只好噤若寒

蟬，試問，這豈不是猶如撤去保護女性和兒童免受騷擾和侵犯的基本

屏障？ 

資料來源： 

Bensen, J. (2016, May 19). Guard Charged With 

Assault After Confronting Transgender Woman Using 

Women's Restroom, Police Say. NBCWashington.com. 

http://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Guard-Ch

arged-with-Assault-After-Confronting-Transgender-W

oman-Using-Womens-Restroom-380010941.html. 

Forbush, F. (2016, July 24). D.C. bathroom assault 

ruled hate crime. Metro Weekly. 

http://www.metroweekly.com/2016/07/d-c-bathroom-a

ssault-ruled-hate-crime/. 

http://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Guard-Charged-with-Assault-After-Confronting-Transgender-Woman-Using-Womens-Restroom-380010941.html
http://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Guard-Charged-with-Assault-After-Confronting-Transgender-Woman-Using-Womens-Restroom-380010941.html
http://www.nbcwashington.com/news/local/Guard-Charged-with-Assault-After-Confronting-Transgender-Woman-Using-Womens-Restroom-380010941.html
http://www.metroweekly.com/2016/07/d-c-bathroom-assault-ruled-hate-crime/
http://www.metroweekly.com/2016/07/d-c-bathroom-assault-ruled-hate-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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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零售服務巨擘 Target 於 2016 年 4 月公開其跨性別政策，歡迎跨

性別人士依據心理性別認同使用廁所和試身室。聲明發出只數月，已接二

連三發生偷窺事件，其中一宗涉案者據稱是一名跨性別女性，然而推動跨

性別運動的倡議者卻認為偷窺事件與有關政策無關，因為偷窺狂會受到法

律制裁云云。 

根據警方公布，政策曝光後 Target 最少發生了 9 宗懷疑偷窺事件，分

別在德州弗里斯科（Frisco）、新罕布什爾州貝德福德鎮（Bedford）、康乃

狄克州南溫莎鎮 （South Windsor）、麻省利維爾市（Revere）、北達科塔州

俾斯麥市 （Bismarck）、愛達荷州阿蒙市 （Ammon）、德州達拉斯市 （Dallas）、

新澤西州布里克鎮（Brick）及羅德島林肯市（Lincoln）。警方已根據 Target

提供的錄影片段通輯疑犯，部分已逮捕候審。 

「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ADF）認為儘管大部

分跨性別人士沒有犯罪的意圖，但遷就跨性別人士的政策則會使女性更易

受意圖不軌的人所傷害。另一護家組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AFA）發起杯葛 Target 運動，已累積 140 萬人聯署。 

  「全國跨性別平等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則

認為偷窺事件與跨性別政策無關：「如果這人是一個偷窺狂，他們會根據

司法系統處理偷窺案的程序處理。」但這個解釋合理嗎？ 

 

 

  

支持跨性別政策的人士，經常有個論點，認為偷窺狂會受到法律

制裁，不應歸咎於遷就跨性別人士的政策。然而，不少例子顯示，跨

性別政策方便了有不軌意圖者混進女性專用的區域。法例應防範於未

然，即使該等人士事後受法律制裁，也無法彌補女士受到的傷害。 

http://www.fox4news.com/news/136937491-story
http://boston.cbslocal.com/2016/06/24/bedford-target-fitting-room-recording-zachery-bishop/
http://www.wfsb.com/story/32413917/target-peeper-sought-in-south-windsor
http://www.wfsb.com/story/32413917/target-peeper-sought-in-south-windsor
http://www.fox25boston.com/news/police-searching-for-man-caught-peeping-in-revere-target/341209148
http://www.wday.com/news/north-dakota/4055842-teen-girl-reports-dressing-room-peeper-target
http://www.wday.com/news/north-dakota/4055842-teen-girl-reports-dressing-room-peeper-target
https://www.eastidahonews.com/2016/07/documents-detail-alleged-voyeurism-incident-ammon-target/
http://www.fox4news.com/news/203066785-story
http://abc7ny.com/news/man-seen-reaching-under-stall-with-phone-in-nj-target-dressing-room/1508431/
http://wncn.com/2017/01/17/man-charged-with-putting-camera-in-target-bat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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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美國華盛頓州 Olympia's Evergreen College 大學，一名 45 歲

跨性別人士法蘭西斯（Colleen Francis）使用大學女生更衣室內的桑拿房，

一泳隊女生報稱從玻璃門看到那人的下體受驚，可是報警警方也愛莫能助，

因為華盛頓州反歧視法保障了法蘭西斯使用女更衣室的權利，校方事後只

著女生使用旁邊較小的更衣室。 

資料來源：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7/21/target 屢發生偷窺事件跨運分子：不關事/ 

另外，家庭研究議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發表一份議題摘要，收集了 21 個男性

混進女廁或更衣室犯案的案例，反駁支持跨性別政策人士稱，從沒有風化案因遷就跨

性別人士的政策而發生。下載摘要：http://downloads.frc.org/EF/EF16F27.pdf。 

圖片左邊是最近發生於 

17年 1月林肯市的偷窺 

案疑犯；右邊是安裝在 

廁所的攝錄鏡頭。 

（圖片：WNCN.com） 

愛達荷州阿蒙市 43 歲疑犯史密夫

（Shauna Smith）為跨性別女士，表示過

往拍攝女性更衣的情況，與「男人上網

看色情資訊的原因相同」，他從拍攝片段

中得到性滿足。（圖片：NYTimes.com）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7/21/target屢發生偷窺事件跨運分子：不關事/
http://downloads.frc.org/EF/EF16F27.pdf
http://wncn.com/2017/01/17/man-charged-with-putting-camera-in-target-bathroom/
http://wncn.com/2017/01/17/man-charged-with-putting-camera-in-target-bathro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15/us/target-transgender-idaho-voyeurism.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15/us/target-transgender-idaho-voyeuri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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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就跨性別人士的政策引起市民廣泛爭議，因為跨性別人士除了

包括已完成變性手術的變性人外，也包括沒有進行任何變性治療，只

是心理認同為另一性別的人士，因此，在一些訂立了性別認同歧視法

的地區，明明是男性身軀，也可使用女廁和女更衣室，使女性不安（反

之亦然）。 

資料來源： 

Dodrill, T. (2012, November 3). Washington 

non-discrimination policy allows transgender 

man to share locker room with young girls. 

Inquisitr.com. 

http://www.inquisitr.com/386218/washington-

non-discrimination-policy-allows-transgender-

man-to-share-locker-room-with-young-girls/. 

Colleen Francis（圖片：KIRO 7 視頻截圖） 

Christopher Hambrook（圖片：Toronto Sun 截圖） 

 

漢布魯克（ Christopher 

Hambrook）謊稱跨性別，短期

內分別入住兩間女性庇護所，

性騷擾和刑事騷擾兩名女院

友——一名是失聰的無家可

歸婦女，另一名是經歷家暴的

婦女。法官指出漢布魯克是一

名危險的性罪犯，他有多宗性

罪行前科，顯然無法自我控制

偏差性衝動，對社會構成威

脅，因此判處他終身監禁。 

http://www.inquisitr.com/386218/washington-non-discrimination-policy-allows-transgender-man-to-share-locker-room-with-young-girls/
http://www.inquisitr.com/386218/washington-non-discrimination-policy-allows-transgender-man-to-share-locker-room-with-young-girls/
http://www.inquisitr.com/386218/washington-non-discrimination-policy-allows-transgender-man-to-share-locker-room-with-young-girls/
http://www.kiro7.com/news/transgender-woman-told-leave-womens-locker-room/246633184
http://www.kiro7.com/news/transgender-woman-told-leave-womens-locker-room/246633184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02/26/predator-who-claimed-to-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us-offender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02/26/predator-who-claimed-to-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us-of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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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加拿大卑詩省一間女子庇護中心安排一名自我認同為

女性的跨性別人士，與另一名女院友同房。兩名女院友不滿庇護中心的安

排，因為她們曾經被男性虐打才須入住中心，對於要與另一名男性共住一

房感到非常不安。可是庇護中心表示如果一個人認同自己是女性，他們必

須依法辦事，讓他入住。及後，兩名女院友更因向傳媒透露事件，被庇護

中心以違反保密協議為由，要求她們離開。 

 

 

 

 

 

 

  

明顯地，這兩宗性騷擾案，皆因罪犯

能假扮跨性別人士混入女院舍才能發

生，縱使他被判囚終身，也抺不去遷就跨

性別人士的政策，使女性安全受威脅的事

實。關鍵是，按照跨性別運動的政策，我

們根本沒有標準區分那些真正的跨性別

人士，以及那些冒稱跨性別的不法之徒。 

難道一個曾被男性虐打的女性，對要與另一男性或有男性軀體的

「女性」共住一室感不安，是她的錯？她必須自行處理和壓抑心底的

焦慮，否則——在歧視法的威脅下——她應被趕離庇護中心？性別認

同歧視條例，將跨性別人士的權利置於弱勢女性之上，真的公平嗎？ 

資料來源： 

Emmerik, K. (2017, March 9). Concerns over transgender client at Okanagan shelter. 

GlobalNews.ca. 

http://globalnews.ca/news/3300518/concerns-over-transgender-client-at-okanagan-shelter/. 

資料來源： 

Pazzano, S. (2014, February 26). 

Predator who claimed to be 

transgender declared dangerous 

offender. Toronto Sun.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

/02/26/predator-who-claimed-to-

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

us-offender. 

http://globalnews.ca/news/3300518/concerns-over-transgender-client-at-okanagan-shelter/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02/26/predator-who-claimed-to-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us-offender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02/26/predator-who-claimed-to-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us-offender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02/26/predator-who-claimed-to-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us-offender
http://www.torontosun.com/2014/02/26/predator-who-claimed-to-be-transgender-declared-dangerous-of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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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探討性傾向歧視法例的法理基礎〉，

《明報》，2013 年 5 月 22 日，頁 A32。 

http://www.role.hku.hk/%E6%8E%A2%E8%A8%8E%E6%80%A7%E5%82%BE%E5%90%91%E6%AD%A7%E8%A6%96%E6%B3%95%E4%BE%8B%E7%9A%84%E6%B3%95%E7%90%86%E5%9F%BA%E7%A4%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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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維珍尼亞州告士打高中學生格林 （Gavin Grimm），出生時是女

性，後來認同自己是男性，仍未做變性手術。起初，校方接納格林的情況，

准其使用男廁。後來有家長得悉後，投訴到告士打學區（Gloucester County 

School Board），學區遂發出指引，要求學生依據生理性別使用廁所。告士

打高中遂要求格林改為使用女生廁所或獨立廁所，格林不服，興訟告學區

污名和歧視。案件一度獲最高法院接納審理，至 2017 年首季，特朗普政

府撤消前政府發出的跨性別學生指引，最高法院將案件發還上訴庭重審。 

 

 

 

  

美、加已有不少同類訴訟，判案趨勢是愈

來愈支持跨性別學生的訴求。其實在政治正確

的大環境下，很多學校已作出遷就跨性別學生

的措施，包括設立獨立廁所，甚至讓他們使用

教師廁所。然而，跨性別人士仍極力爭取使用

符合其性別認同的廁所，甚至更衣室，引起家

長關注子女的私隱和安全，爆發很多爭議。 

資料來源： 

O’Dell, L. (2015, October 

21). Transgender Va. teen 

seeks new judge in 

bathroom lawsuit. 

Washington Times. 

http://www.washingtonti

mes.com/news/2015/oct/2

1/transgender-va-teen-see

ks-new-judge-bathroom-l

awsu/. 

註 3：請參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848699/Boy-today-girl-tomor

row-Teenager-bi-gender-boyfriend-says-loves-wakes-Ryan-Ria.html；及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507023/Annie-12-says-gender-

fluid-identity-change-daily-weekly.html。 

註 4：Facebook expands gender options: transgender activists hail 'big 

advance'. (2014, February 14).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feb/13/transgender-faceb

ook-expands-gender-options.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oct/21/transgender-va-teen-seeks-new-judge-bathroom-lawsu/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oct/21/transgender-va-teen-seeks-new-judge-bathroom-lawsu/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oct/21/transgender-va-teen-seeks-new-judge-bathroom-lawsu/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oct/21/transgender-va-teen-seeks-new-judge-bathroom-lawsu/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5/oct/21/transgender-va-teen-seeks-new-judge-bathroom-lawsu/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848699/Boy-today-girl-tomorrow-Teenager-bi-gender-boyfriend-says-loves-wakes-Ryan-Ria.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848699/Boy-today-girl-tomorrow-Teenager-bi-gender-boyfriend-says-loves-wakes-Ryan-Ria.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507023/Annie-12-says-gender-fluid-identity-change-daily-weekly.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507023/Annie-12-says-gender-fluid-identity-change-daily-weekly.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feb/13/transgender-facebook-expands-gender-optio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4/feb/13/transgender-facebook-expands-gender-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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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奧巴馬政府致函全國各級公立和資助學校，要求開放

校內廁所及更衣室給跨性別學生依據其認同的性別使用，若不遵從可能會

失去聯邦政府每年數以百萬計的資助金額。事件引起超過 20 個州政府控

告聯邦政府。 

  司法戰拉鋸之際，相關政策再擴展至全國聯邦政府大樓。奧巴馬政府

於 2016 年 8 月 18 日在《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公告所有由總務管

理局（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管理的聯邦政府大樓，無論

職員或訪客，均可依心理性別使用廁所，影響遍及全國 2,000 城市，逾 9,000

幢大樓。美國白宮及國家公園則不在此限，因為不是由 GSA 管理。 

 

 

 

 

  

美國行聯邦制，共有 50 個州，除國防、外交等事務，一般民生

事務都尊重各州的自主權。因此，過去同性「婚姻」都是由各州自行

決定，或州議會立法，或交由人民公投決定。可是，美國最高法院 2015

年在全美通過同性婚姻，最高法院的取態，與奧巴馬大力支持同性戀

議題立場不無關係。奧巴馬政府再次無視尊重州政府自決的原則，以

行政手段在全國推行引起廣泛爭議的跨性別政策，所以引起近半州份

發起法律戰。 

2017 年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 

上任後，2 月已撤消上述指引， 

亦使一場法律大戰消弭於無形。 

儘管如此，LGBT 運動在奧巴 

馬治下已取得空前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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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高中生及其家長入稟控告博耶鎮

學區（Boyertown Area School District）的跨性別友善政策構成性騷擾和侵

犯私隱。根據入稟狀，原告學生多爾（Joel Doe）於 2016 年 10 月底在學

校更衣室更衣準備上體育課。當他準備穿上體育服時，發現一女生同在一

旁更衣，當時僅穿內衣。入稟狀指，男生隨後向校方投訴。校方謂他們容

許學生依心理認同的性別使用廁所和更衣室，男生要求校方保障他的私隱，

但校方反兩次叮囑男生要包容，對與異性一同更衣要盡可能感覺「自然」。 

 

 

 

 

 

  

資料來源： 

Eilperin J. & Brown, E. (2016, May 13). Obama administration directs 

schools to accommodate transgender student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obama-administration-to-inst

ruct-schools-to-accommodate-transgender-students/2016/05/12/0ed1c5

0e-18ab-11e6-aa55-670cabef46e0_story.html. 

Williams, P. (2016, August 18). Transgender Bathroom Access to 

Extend to All Federal Buildings. NBC News. 

http://www.nbcnews.com/news/us-news/transgender-bathroom-access-

extend-all-federal-buildings-n633051. 

校方千方百計要遷就跨性別人士的感覺，然而卻不尊重該男生的

感覺，甚或要求他改變自己。為何厚此薄彼呢？這是真正的平權嗎？ 

資料來源： 

Boyertown student sues school district over 

transgender policy. (2017, March 21). WFMZ69 News. 

http://www.wfmz.com/news/berks/students-lawsuit-ac

cuses-district-of-sexual-harassment/40707254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obama-administration-to-instruct-schools-to-accommodate-transgender-students/2016/05/12/0ed1c50e-18ab-11e6-aa55-670cabef46e0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obama-administration-to-instruct-schools-to-accommodate-transgender-students/2016/05/12/0ed1c50e-18ab-11e6-aa55-670cabef46e0_story.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obama-administration-to-instruct-schools-to-accommodate-transgender-students/2016/05/12/0ed1c50e-18ab-11e6-aa55-670cabef46e0_story.html
http://www.nbcnews.com/news/us-news/transgender-bathroom-access-extend-all-federal-buildings-n633051
http://www.nbcnews.com/news/us-news/transgender-bathroom-access-extend-all-federal-buildings-n633051
http://www.wfmz.com/news/berks/students-lawsuit-accuses-district-of-sexual-harassment/407072545
http://www.wfmz.com/news/berks/students-lawsuit-accuses-district-of-sexual-harassment/40707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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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主觀化的另一問題是「男人」產子，造成父母角色的混亂。美國

有一個很出名的「男人」產子例子──比提（Thomas Beatie）。比提原是女

性，在 2002 年──當時 28 歲，進行變性手術，但只移除乳房，保留了子

宮，之後一直以男性身份生活。2008 年，「他」懷孕生下了一名女兒，之

後再生下兩名兒子。 

  其實「男人產子」並不罕見，根據澳洲健康部門公布的數字顯示，單

是 2013 年，澳洲便有 54 宗「男人」產子的案例。 

 

 

 

 

 

  

毫無疑問，只有女性（female）有自然生育的能力，可是現今的

科技，卻能令一個女性以男性的形象和身份示人。像比提一樣，作為

兒女的生母，卻以父親身份走進兒女的生命，父母的性別和角色的混

亂，會對孩子帶來甚麼心理影響呢？目前仍欠相關研究。據報道，比

提毫不忌諱正面分享自己的變性經驗，「他」的女兒和兒子也曾表示

長大後想變性。 

資料來源： 

Pregnant 'man' gives birth to daughter in natural 

delivery. (2008, July 4). Mail Online.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031719/Preg

nant-man-gives-birth-daughter-natural-delivery.html. 

Samson, P. (2015, December 2). My son wanted to 

change sex... like me: World’s first ‘pregnant man’ on 

his kids, divorce and new love. The Sun. 

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6777997/

Worlds-first-pregnant-man-on-his-kids-divorce-and-ne

w-love.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031719/Pregnant-man-gives-birth-daughter-natural-delivery.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031719/Pregnant-man-gives-birth-daughter-natural-delivery.html
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6777997/Worlds-first-pregnant-man-on-his-kids-divorce-and-new-love.html
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6777997/Worlds-first-pregnant-man-on-his-kids-divorce-and-new-love.html
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6777997/Worlds-first-pregnant-man-on-his-kids-divorce-and-new-lo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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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雜誌》一篇文章描寫一名名叫埃文（Evan）的跨性別男性懷孕

產子的故事，從下頁圖片可見，「他」親自餵哺嬰兒。埃文只是注射男性

賀爾蒙使外表像一名男性（如長出鬍子和濃密體毛），沒進行變性手術，

平時是用特製壓力內衣遮蔽胸部。當停止注射男性賀爾蒙，會再度來經，

以及回復懷孕和哺乳的機能。 

 

 

 

 

  

上：比提年青時原是標緻的模特兒。 

（圖片：YouTube 視頻截圖） 

右：保留子宮的比提以男性身份懷孕。

（圖片：比提視頻截圖） 

資料來源： 

Hempel, J. (2016, Sept 1). 

My Brother’s Pregnancy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American Family. Time.  

http://time.com/4475634/tr

ans-man-pregnancy-eva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ixtVKWZTrY
https://youtu.be/QUMLO1NF8qs?list=PL4cVWeX7lSR7oD4kBylsSIBO3OH-ZyZh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ixtVKWZTrY
http://time.com/4475634/trans-man-pregnancy-evan/
http://time.com/4475634/trans-man-pregnancy-evan/
https://youtu.be/QUMLO1NF8qs?list=PL4cVWeX7lSR7oD4kBylsSIBO3OH-ZyZ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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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利用埃文哺乳的影像去挑戰人們「刻板」、二元的想像，

希望改變社會的思想，正常化「跨性別」這概念。然而，我們往往只

見倡議，很少聽到理據。最少，現代版的「父兼母職」會對他們的下

一代帶來甚麼衝擊，仍是未知之數。 

科技加想像力，的確為人類帶來無限可能性，如一名男子進行很

多矯形手術，包括切除耳朵、紋眼球、殖入星狀裝飾、鑲角等，圖令

自己像一只鸚鵡。（上網搜尋「parrot man」可找到他的故事）問題是，

當一個社會容許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方式時，在甚麼情況下，可運用公

權力逼使整個社會認同呢？回到跨性別的問題，他們要求社會認同一

個與生理性別不一致的性別身份時，尤其這樣做會影響其他人的私隱

權和女性的人身安全權，有充份的理據嗎？值得我們深思。 

Parrot man 做不同矯形手術和紋身，將自己打

扮成一只鸚鵡，他甚至有自由把雙耳切去，沒

有法例禁止。問題是，法例應該強制其他人承

認他的身份認同——一只鸚鵡——嗎？ 

左：埃文 

（圖片：TIME 截圖） 

 

下：Parrot man（圖片： 

The Telegraph 視頻截圖） 

http://time.com/4475634/trans-man-pregnancy-evan/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newstopics/howaboutthat/11935421/Man-who-cut-off-his-ears-to-look-like-a-parrot-goes-on-The-Jeremy-Kyle-Show-and-says-its-normal.html
http://time.com/4475634/trans-man-pregnancy-evan/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newstopics/howaboutthat/11935421/Man-who-cut-off-his-ears-to-look-like-a-parrot-goes-on-The-Jeremy-Kyle-Show-and-says-its-normal.html


  21 

14 

  
 

  2016 年 8 月，加拿大夏洛特敦市（Charlottetown），一名跨性別人士

向人權委員會投訴，指一間美容中心歧視。外表是百分百男性的麥凱

（Kristen McKay）去到一間美容中心要求修甲和化裝，及上化裝課，店主

麥法恩（Carrie MacFadyen）表示不設男士服務。麥凱告知對方自己是跨

性別女性，唯麥法恩仍拒服務，並建議麥凱去另一間美容院。麥凱拒絕，

並向當地人權委員會投訴。 

 

 

 

這是歧視，我是一個人，

我有權利，而且人們應

該知道人權是甚麼。如

果你經營生意，你必須

知道權利是甚麼。  

 

 

  

資料來源： 

Ramlakhan, K. (2016, August 25). Transgender woman files human rights complaint alleging 

discrimination at salon. CBC news.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pei-human-rights-complaint-1.3735833. 

圖中所見，是男人還是女人？如果被強逼要把他當女人看待，跟

指鹿為馬有分別嗎？不管當地人權委員會是否受理，這例子提醒我

們，寬鬆的性別承認準則加上反歧視法，可強逼店主把「大男人」視

為女顧客，損害店主的良心自由。 

麥凱（圖片：CBC news 截圖）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pei-human-rights-complaint-1.3735833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pei-human-rights-complaint-1.3735833
http://www.cbc.ca/news/canada/prince-edward-island/pei-human-rights-complaint-1.373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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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於 2011 年，美國加州已有「性別教練」（gender coach）進入小學

教導學生性別不是只有男／女兩性，而且他們可選擇做男性或女性。家長

無權令子女退出（opt-out）該課堂。 

 

 

 

 

 

  

兒童需要的是對自身身體的性別自信，而非性別混亂。從少灌輸

性別可以隨意轉換，或會令兒童因為一些性別不一致的行為（gender 

nonconforming）——如男孩愛玩洋娃娃或女孩好動，而懷疑自己的性

別身份，製造不必要的性別混亂。 

英國 2016 年的數字顯示，過去 6 年，轉介往公營「性別認同發

展服務」（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ervice, GIDS）的 17 歲或以下

青少年，從 2009-2010 年度的 94 人，急升至 2015-2016 年度的 1,373

人，升幅逾 14 倍，當中 275 人是 12 歲或以下兒童，其中 8 人只有 3

至 4 歲。有專家指出，在學校教導性別理論是兒童和青少年性別混亂

案例增加的原因之一。 

資料來源： 

Fox News 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mk67y6wxtjg。 

英國 GIDS 統計資料：

https://tavistockandportman.nhs.u

k/documents/408/gids-service-stat

istics.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67y6wxt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67y6wxtjg
https://tavistockandportman.nhs.uk/documents/408/gids-service-statistics.pdf
https://tavistockandportman.nhs.uk/documents/408/gids-service-statistics.pdf
https://tavistockandportman.nhs.uk/documents/408/gids-service-statist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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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校區（Charlotte-Mecklenburg Schools Board）建

議教育工作者不用「boys」或「girls」來稱呼學生，改用「students」這類

性別中性的詞語，又建議學校依學生的認同性別使用廁所和參與活動，包

括「過夜」的行程，作為包容跨性別學生的政策。該學區有 170 間由幼稚

園到中學的學校，共有 146,000 名學生，而跨性別學生的人口可能在 1-2%

之間，或更少。 

 

 

 

 

  

左：激進性別組織以打擊歧視之名進入學校向小學生灌輸性別不是

只有男／女，而是一個光譜；右：「gender coach」以有些海豚兼備兩

性特徵挑戰小學生們人類只有男／女兩性的觀念。（網絡截圖） 

 

歐美很多國家，以及澳洲和台灣，以反欺凌、平等的名義，引入

性別平等課程。這些課程，將性別認同、性別表達，甚至性傾向都包

括入性別身份。小孩子被教導，性別並非刻板依據身體性徵區分男／

女，而是按照心理認同，有各種不同可能性。為免兒童受「污染」，

一些學校更要求教師不用有性別意涵的稱呼，如男孩或女孩，改為用

「學生」這樣中性的詞語，免得他們的思想被「定型」，而且家長往

往無權過問。這樣不是侵犯家長的教育權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67y6wxt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67y6wxtj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67y6wxt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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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英國兒童專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ldren's 

Commissioner）向布萊頓霍夫市（Brighton and Hove City）學校，13-18 歲

學童派發問卷，竟有 25 個性別選項！除了傳統的 Girl、Boy、Female、

Male、woman 和 man 之外，還有 Tomboy、Trans-girl、Trans-boy、Gender 

fluid、Agender、Androgynous、Bi-gender、Non-binary、Demi-boy、Demi-girl、

Genderqueer、Gender non conforming、Tri-gender、Allgenders、In the middle 

of boy and girl、Intersex、Not sure、Rather not say 及 Others。 

 

 

  

資料來源： 

Bruno, J. (2016, August 12). CMS recommends children not be called boys and girls. 

Wsoctv.com. 

http://www.wsoctv.com/news/local/cms-presentation-recommends-children-not-be-referred-

to-as-boys-and-girls/417991188. 

青春期正值尋索自我身份的重要階段，以上明顯是為青少年製造

不必要的性別混亂，然而按照新性別理論，這倒是其自然的後果！假

若取消客觀生理標準，心理認同全無界限，想到的就成，結果是性別

失去公共意義，變成一個任意選擇的標籤。 

資料來源： 

Survey asks schoolchildren 

their gender – and gives them 

25 to choose from. (2016, 

January 28). Mirror.Co.UK. 

http://www.mirror.co.uk/new

s/uk-news/survey-asks-schoo

lchildren-gender--7262690. 

http://www.wsoctv.com/news/local/cms-presentation-recommends-children-not-be-referred-to-as-boys-and-girls/417991188
http://www.wsoctv.com/news/local/cms-presentation-recommends-children-not-be-referred-to-as-boys-and-girls/417991188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survey-asks-schoolchildren-gender--7262690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survey-asks-schoolchildren-gender--7262690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survey-asks-schoolchildren-gender--726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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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一大學研究團隊，出版一系列兒童圖書，內容圍繞跨性別，如易

服和變性手術等，對象是 5 歲以上兒童。當中美化變性的內容極具爭議，

如《我的新爸爸》故事書便描述一名兒童，媽媽做變性手術，成為他的「爸

爸」。圖書將變性描繪為一種糾正錯誤的行為，而且更正面肯定變性，最

終男孩為媽媽變成「爸爸」感到驕傲：「我是一個幸運的小男孩，因為媽

媽成為我的新爸爸。他很愛我，我也愛他。」有 7-8 歲兒童看後大感困惑。 

 

 

 

 

  

教導媽媽成為新「爸爸」是一件幸運的事，在故事中好像順理成

章，然而在真實生活中卻可能令小孩無所適從、無比困惑。故事書以

想像取代事實，無疑是灌輸一種意識形態給學童。孩子需要父母只是

最簡單的常理，可是今天卻有人以包容之名，向天真的幼童進行「洗

腦」教育。家長們不可掉以輕心。 

對象是五歲以上 

的童書，備受爭 

議。（圖片：The 

Australian）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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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初，台灣大學機械系甄選入學考題上，有一題提到「家

庭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組成，這是社會與家庭的律」，要求考生以「工

程師的社會責任」為題，闡述一件工程師應盡的社會責任，以及背後依據

的律。經人檢舉，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裁定考題違法，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罰款 3 萬台幣。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副司長顏寶月表示，依照《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 13 條規定，學校招生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

向的差別待遇。性平委員認為，國際趨勢婚姻不是只有一男一女、一夫一

妻，也有多元成家例子的存在，必須從多元性別的角度，觀看家庭的組成

議題。 

  

資料來源： 

Urban, R. (2016, August 16). 

Kids, 5, in sex-change stories uni 

research trial. The Australian.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

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

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

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

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education/kids-5-in-sexchange-stories-uni-research-trial/news-story/2a5f196e1609ec2541d0fee4dd3545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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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仍奉行一夫一妻制，「家庭是由一男一女組成」也是客觀現

實，為何學生「必須」從多元角度考慮家庭組成的議題？這是教育還

是灌輸某一未獲廣大市民認同的價值觀給學生？即使依照《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 13 條規定，學校招生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

或性傾向的差別待遇，也不見得能從中推論出必須接受「多元成家」，

或裁定宣稱「家庭是由一男一女組成」已屬違法。 

或許我們會覺得這條試題沒必要提及一夫一妻制，所以這試題是

否恰當也可以討論，然而認定這種思想要以法律懲處，一，這是過分

干預思想及學術自由，政府如此高調以法律懲罰高等教育的試題，在

自由社會實在聞所未聞。假若容許政府擁有這種箝制教育及思想的自

由，我們又如何能保證政府不把這種權力加於其他領域呢？二，台灣

的大學有一些課程，往往提倡反對一夫一妻制的思想，為何卻不受懲

處呢？這不是針對一夫一妻制的歧視行為嗎？ 

台灣一些團體十多年前已騎劫了性別平等教育，滲入多元性別

論，巧妙地把「兩性平等」的概念改為「性別平等」，然後再逐步滲

入多元性別論，直至這成為台灣性平教育的「道統」。因此，台灣的

《性別平等教育法》，內容早已不是兩性平等，而是激進的多元性別

論，連甄選入學考題上提到一夫一妻關係，也被裁定沒有尊重多元性

別，實在是以平權之名，行霸權之實。 

資料來源： 

〈台灣首例！台大機械系考題

違性平 遭罰 3 萬〉，《Yahoo 奇

摩新聞》，2016 年 8 月 24 日。

https://tw.news.yahoo.com/台灣

首例！台大機械系考題違性平

-遭罰 3 萬-09130213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台灣首例！台大機械系考題違性平-遭罰3萬-09130213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台灣首例！台大機械系考題違性平-遭罰3萬-09130213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台灣首例！台大機械系考題違性平-遭罰3萬-091302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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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自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 

《認識性傾向 家長老師錦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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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奧．索爾（Leo Soell）是美國俄勒岡州（Oregon）的一名小學教師，

原生是女性，索爾聲稱自從去年（2015 年）春季「出櫃」後便開始受到

騷擾。索爾既不認同自己是女性，也不認同自己是男性，因此索爾要求別

人以「他們」（they）代替「他」（he）或「她」（she）的稱呼。 

  在法律威脅之下，學區與索爾達成和解協議，包括將所有教職員廁所

轉為中性廁所，學區又承諾在三年內在轄下廿多所學校加建中性廁所，並

賠償 6 萬美元給索爾，包括情感傷害和律師費。同時，學區承諾制定跨性

別職員指引，包括遷就他們選擇的名稱、代名詞及使用的廁所及更衣室等。

小學校長亦已發電郵給教職員，重申校方的反歧視政策。 

 

  

獨特人稱要求 影響言論自由 

 

資料來源： 

Parks, C. (2016, May 20). Gresham-Barlow School District agrees to pay transgender 

teacher, add gender-neutral bathrooms after complaint. OregonLive.com. 

http://www.oregonlive.com/education/index.ssf/2016/05/gresham_barlow_transgender_tea.h

tml. 

Volokh, E. (2016. May 25). Claims by transgender schoolteacher (who wants to be called 

‘they’) yield $60,000 settlement, agreement to create disciplinary rules regulating ‘pronoun 

usage’. Washingtonpost.c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6/05/25/claims-by-transg

ender-schoolteacher-who-wants-to-be-called-they-yield-60000-settlement-agreement-to-crea

te-disciplinary-rules-regulating-pronoun-usage/. 

http://www.oregonlive.com/education/index.ssf/2016/05/gresham_barlow_transgender_tea.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education/index.ssf/2016/05/gresham_barlow_transgender_tea.html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6/05/25/claims-by-transgender-schoolteacher-who-wants-to-be-called-they-yield-60000-settlement-agreement-to-create-disciplinary-rules-regulating-pronoun-usag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6/05/25/claims-by-transgender-schoolteacher-who-wants-to-be-called-they-yield-60000-settlement-agreement-to-create-disciplinary-rules-regulating-pronoun-usag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volokh-conspiracy/wp/2016/05/25/claims-by-transgender-schoolteacher-who-wants-to-be-called-they-yield-60000-settlement-agreement-to-create-disciplinary-rules-regulating-pronoun-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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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爾的自白片段中，索爾多次表示，不使用跨性別人士選擇的

名稱或代名詞稱呼他們，是不尊重他們。然而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法

學院教授弗洛克（Eugene Volokh）不認同這說法，他認為強逼別人改

變語言習慣本身已經談不上尊重。弗洛克教授認為，這些跨性別政策

──尤其由政府強制私人機構執行（如紐約市），除了侵犯各類自由之

外，對言論自由影響尤甚──強逼人們改變日常公共語言（譬如將眾

數代名詞「他們」改變作為單數代名詞「他／她」使用）是高壓的強

制。 

再者，這種強制也與平等對待無涉，代名詞的使用是約定俗成，

不是由人自由運用的，假設有人要別人用「聖人」作為其代名詞又可

不可以呢？再者，索爾似乎是利用「they」傳遞一個關於語言的概念，

挑戰一般人的語言習慣，索爾表示：「有些人可能問：『為甚麼你不用

「he」？這是陽性的。』但『they』持續地指向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不

夠包容的事實。」那些願意用「they」這個代名詞的人便逐漸認同他

們的想法。 

弗洛克教授指出強

制要求其他人使用非慣

常用語，來強逼別人支

持某一特定觀點，可能

已違反了美國第一修正

案所保護的言論自由，

因此，政府不應以公權

力強逼市民接受政府推

動的性別身份或其他意

識形態。 
自覺非男非女的索爾要求別人用「they」這

人稱稱呼自己（圖片：Oregon Live 截圖） 

http://www.oregonlive.com/education/index.ssf/2016/05/gresham_barlow_transgender_tea.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education/index.ssf/2016/05/gresham_barlow_transgender_t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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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俄勒岡州法官准予一性別酷兒人士申請，將該人的性

別由「female」更改為「non-binary」。申請改變性別的舒普（Jamie Shupe）

52 歲，原生性別是男性，據稱已完成變性手術，縱使他心理認同為女性，

但又自覺生理上是男性，遂申請改變性別為「非二元」，相信是美國首例。 

 

 

 

  

這是另一宗「非二元」的性別認同例子，但報道沒提及舒普要求

的人稱。索爾認同自己非男非女，舒普卻覺得自己亦男亦女。這些例

子顯示，若性別不以客觀生理男／女區分，便變得毫無標準，也有人

今日認同為女性，明天卻覺得自己是男性（請參頁 16，註 3）。換言

之，「性別」變為一個意義被掏空的標籤。這是以「解放」少數人之

名，實際是取消對絕大多數人有實際意義的男／女區分。 

資料來源： 

Parks, C. (2016, June 

10). Oregon court 

allows person to change 

sex from 'female' to 

'non-binary'. 

OregonLive.com. 

http://www.oregonlive.c

om/portland/index.ssf/2

016/06/oregon_court_al

lows_person_to.html. 

舒普認為自己亦男亦女，成功申請將性別登

記為「non-binary」。（圖片：Oregon Live 截圖） 

http://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6/06/oregon_court_allows_person_to.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6/06/oregon_court_allows_person_to.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6/06/oregon_court_allows_person_to.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6/06/oregon_court_allows_person_to.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6/06/oregon_court_allows_person_to.html
http://www.oregonlive.com/portland/index.ssf/2016/06/oregon_court_allows_person_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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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美國俄勒岡州 27 歲遊戲設計師帕奇（Patch）獲法官批

准改變性別為「無性別」（agender），相信是美國第一宗「無性別」獲法律

認可，法官同時准帕奇改變名字，毋須填上姓氏。帕奇自言自 6 歲起，性

別對他來說已是沒意義。法官海寧（Amy Holmes Hehn）正是去年批准舒

普改變性別身份為「非二元」的法官，此舉令其他並非認同自己是男或女

的人士紛紛向各州法庭申請改變成其他性別。不僅如此，法庭的判決亦產

生「骨牌效應」，俄勒岡州車輛管理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和

其他部門亦須著手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欄。 

 

 

 

 

 

  

所謂牽一髮動全身，性別認同並不是個人的事，關係到整個社會

的文化、風俗和制度。如果要承認一個人的主觀心理認同為其性別身

份，性別最終便成為一個個人自選標籤，失卻原來有實質內涵的公共

意義，而且影響將遍及每個生活環節。 

資料來源： 

O’Hara, M. (2017, March 23). Judge Grants Oregon 

Resident the Right to Be Genderless. NBC News.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judge-gran

ts-oregon-resident-right-be-genderless-n736971. 

NON-BINARY 

AGENDER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judge-grants-oregon-resident-right-be-genderless-n736971
http://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judge-grants-oregon-resident-right-be-genderless-n73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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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美國阿拉斯加一名心理認同為女生的 18 歲男生取得州

際高中田徑賽的女子決賽資格，並在兩項賽事中分別奪得第三及第五名，

引起學生和家長不滿。據稱，除阿拉斯加州外，美國共有 30 個州設有跨

性別政策，容許跨性別學生參與異性運動項目。 

 

 

 

 

24 

 

 
 

  塔米卡．布倫特斯（Tamikka Brents）是綜合武術／無限制格鬥（mixed 

martial arts）運動員。2014 年，她跟跨性別人士霍士（Fallon Fox）進行比

賽，結果被 TKO（technical knockout，技術擊倒），做成腦震盪加眼框被

打爆，縫了七針。霍士在 2006 年進行了變性手術，霍士的變性身份在 2013

參與女子競技項目獲勝受非議 

資料來源： 

Edmonds, J. (2016, May 18). High school runner brings spotlight to Alaska transgender 

policy. KTVA 11.com. 

http://www.ktva.com/high-school-runner-brings-spotlight-to-alaska-transgender-policy-432/. 

http://www.ktva.com/high-school-runner-brings-spotlight-to-alaska-transgender-policy-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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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被揭發，曾引起爭議，但搏擊總會並沒有禁止霍士以女性身份比賽，

即使霍士已取得五連勝。很多女運動員已拒絕跟霍士作賽，但布倫特斯自

恃強悍，結果被霍士技術擊倒，她事後接受訪問表示對方跟她以前的對手

不同，她完全無法招架，她不認同霍士可以參加女子組，呼籲需要更多科

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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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伯德（Laurel Hubbard）於「澳洲國際賽 2017」為新西蘭勇奪女子

90 公斤以上級金牌，議論焦點是哈伯德是由男變女的跨性別人士，引起

不公平的質疑。39 歲的哈伯德舉重總成績達 268 公斤，比亞軍薩摩亞選

手多舉了 19公斤。根據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在 2015 年 11 月定下的新規則，跨性別運動員不必做過變性手術也可參與

另一性別的賽事，現時只需在開始賀爾蒙療程後，維持睪酮在某一水平下

12 個月，便符合參與女子組賽事的資格。 

資料來源： 

Murphy, A. (2014, 

September 17). 

Fallon Fox’s latest 

opponent opens up to 

#WHOATV. 

WHOATV.com. 

http://whoatv.com/ex

clusive-fallon-foxs-la

test-opponent-opens-

up-to-whoatv/. 

左二是男跨女的霍士；右二是布倫特斯 

（圖片：WHOATV 截圖） 

http://whoatv.com/exclusive-fallon-foxs-latest-opponent-opens-up-to-whoatv/
http://whoatv.com/exclusive-fallon-foxs-latest-opponent-opens-up-to-whoatv/
http://whoatv.com/exclusive-fallon-foxs-latest-opponent-opens-up-to-whoatv/
http://whoatv.com/exclusive-fallon-foxs-latest-opponent-opens-up-to-whoatv/
http://whoatv.com/exclusive-fallon-foxs-latest-opponent-opens-up-to-whoatv/
http://whoatv.com/exclusive-fallon-foxs-latest-opponent-opens-up-to-whoa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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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eightlifting: Transgender lifter 

Laurel Hubbard wins first 

international outing. (2017, March 

19). NZherald.co.nz.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

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

1821399/. 

  【綜合評論】有人說醫學研究指出跨性別女性經多年荷爾蒙注

射，體格已趨向接近女性，但賀爾蒙不是魔法藥水，不能將一個男性

完全變成女性，最明顯是整體骨骼不會縮小多少。以上三個個案顯示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科學實證支持以上論點，不然就是對女性運動員不

公平。原本在競技中區分男女組別，正正是因應兩者的體質差別，保

障兩性選手能公平競爭，然而今天盲從跨性別的意識形態，又會否製

造新的不平等競賽條件呢？ 

哈帕德力壓群雌，奪

得國際賽女子舉重金

牌。（圖片：

NZHerald.co.nz 截圖）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1821399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1821399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1821399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1821399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1821399
http://www.nzherald.co.nz/sport/news/article.cfm?c_id=4&objectid=1182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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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transition

affirmative approach

de-transition  

 

 

  

美化變性 誤導不必要兒童變性 

也許現時科技未能告訴我們，跨性別孩子將來會否持續跨性別，但家 

長應得到充足資訊幫助他們陪同子女作出最適合的選擇。（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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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兒科醫生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ACP) 於2016年發表了一份簡短聲明，

指責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禍及兒童，

有些政策驅使兒童相信終身透過藥物及外科手術

扮演異性是正常和健康，無異於虐待兒童。ACP

呼籲教育工作者和立法者拒絕一切這類政策。 

 

 

 

 

  

資料來源： 

〈性別意識形態禍及兒

童〉，《性文化資料庫》，

2016 年 4 月 11 日。

https://hkscsblog.wordpre

ss.com/2016/04/11/性別

意識形態禍及兒童/ 

      7. 即使在瑞典 

──最支持 LGBQT 人士

的國家之一，使用交差性

別賀爾蒙和進行了性別

重置手術的成年人，  

其自殺率也比一般 

人高 20 倍。 

 

6. 使用青春期阻斷劑扮演異性的
兒童，青少年期稍後需要「交差性別

賀爾蒙」（cross-sex hormones）。

使用異性賀爾蒙（睾酮和雌激素） 

與危險的健康風險有關聯── 

包括高血壓、血管栓塞、 

中風和癌症等。 

  5. 根據 DSM-V，

多達 98%性別混 

亂男孩和 88%性 

別混亂女孩，如常 

地經過青春期後，   

最終接受自己 

的生理性別。 

4. 青春期不是一種疾病， 

以及使用青春期荷爾蒙阻斷

劑（puberty-blocking 

hormones） 

很危險。 

3. 一個人 

相信他或她 

是某事物，卻

與客觀現實不

符，極其量是

思維混亂的 

標誌。 

2. 沒有人天生 

具有社會性別（gender）, 

每個人天生就有生理性別。 

社會性別（一種意識和感覺自 

我為男性或女性）是一個社會學 

和心理學的概念，並非一個 
客觀的生物學概念。 

1. 人類的性

（sexuality）

是客觀的二元

生物特徵：

「XY」和「XX」

是健康的，而

非失調的遺傳

標記。 

8. 驅使兒童相信終身透 
藥物及外科手術，扮演 
異性是正常和健康， 

美國兒科醫生學會  

〈性別意識形態禍及兒童〉 
Gender Ideology 
Harms Children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4/11/性別意識形態禍及兒童/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4/11/性別意識形態禍及兒童/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4/11/性別意識形態禍及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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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新南威爾斯一名四歲幼童，以認同的性別身份開始幼稚園生活。

這種以異性身份生活的方式稱為「社會性別身份轉變」（social transition），

愈來愈多家長接受，讓患有性別焦慮（gender dysphoria）的幼兒以其認同

的性別身份生活。各省份到性別診所求診的兒童近年顯著上升，最小年齡

只有三歲。 

 

 

 

 

  

不單止澳洲，歐美早已漸成趨勢，甚至早於 2011 年，阿根廷已

有六歲小孩，毋須醫生證明，成功申請改變法定性別身份。一些專家

認為應該讓小孩探索自己的身份，然而，性別身份是根據客觀的生理

特徵區分，而不是自我界定的，對於幼童，甚至探索身份的青少年來

說，鼓勵他們自行選擇性別身份，會不必要地使他們懷疑自己原先的

性別身份，產生性別混亂。對患有性別焦慮的兒童來說，過早開始變

性，或會增加日後持續性別焦慮的機會。 

現代文明社會，無論駕駛汽車或飛機、結婚、喝酒等，甚至吸煙，

都有年齡限制，因為背後假設了人要成長到某一階段，才有足夠認知

能力自行作出判斷。面對跨性別浪潮，我們必須問，我們為甚麼認為，

應該跟隨一名 12 歲，甚或 3 歲孩子當時的感覺，容讓他，甚至鼓勵

他變性呢？ 

資料來源： 

Gleeson, A. & McDougall, B. (2016, August 31). Preschooler begins transition aged four: 

Children as young as three claiming gender dysphoria. The Daily Telegraph. 

http://www.dailytelegraph.com.au/news/nsw/preschooler-begins-transition-aged-four-childre

n-as-young-as-three-claiming-gender-dysphoria/news-story/74eb9a25d9dcd1e349a2e9f65a7

c8c40. 

http://www.dailytelegraph.com.au/news/nsw/preschooler-begins-transition-aged-four-children-as-young-as-three-claiming-gender-dysphoria/news-story/74eb9a25d9dcd1e349a2e9f65a7c8c40
http://www.dailytelegraph.com.au/news/nsw/preschooler-begins-transition-aged-four-children-as-young-as-three-claiming-gender-dysphoria/news-story/74eb9a25d9dcd1e349a2e9f65a7c8c40
http://www.dailytelegraph.com.au/news/nsw/preschooler-begins-transition-aged-four-children-as-young-as-three-claiming-gender-dysphoria/news-story/74eb9a25d9dcd1e349a2e9f65a7c8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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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克博士（Kenneth Zucker）是診斷和研究性別認同的權威，精神病

診斷手冊（DSM-5）2008 年進行修訂時，「性及性別身份障礙」工作小組

便由朱克博士領導。數十年來他進行了十分豐富的臨牀研究，他發現患有

性別焦慮的兒童（Gender Dysphoria in Child，或前稱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大部分性別混亂的感覺會隨成長自動消失，但當中很多會成為

同性戀者。經過長時間研究，他發現性別認同在兒童期是「可塑造的」

（malleable），直至青少年後一般都比較固定；因此，他主張先嘗試幫孩

子認同自己的生理性別。 

  可是，這樣溫和的立場，也被跨性別運動活躍分子批評，指控他「拗

直」跨性別兒童，並向他所屬的醫院投訴，最終導致他被解僱。 

 

 

 

 

 

  

長久以來的臨床研究結果一致顯示，患有性別焦慮的兒童，約八

成在青春期後性別焦慮的感覺會消退，不會再想變性。假如漠視科學

證據，鼓勵兒童盡早變性，無異於把他們推上變性的不歸路，增加他

們終身承受藥物副作用和性別混亂之苦的機會，豈不與虐兒無異？更

甚的是，倡議者利用遊說的方式，攻擊反對者，或禁止除肯定「跨性

別」兒童以外的一切輔導；我們強烈反對這種霸道的做法：一，這是

壓抑學術自由，甚或不尊重真相；二，這令家長不能得到全面的資訊，

不能有效幫助患有性別焦慮的兒童，這也是漠視家長和孩童的權益及

福祉。 



  42 

 

 

 

 

29 

 

 
 

  艾瑞特（Rupert Everett）是英國演員，曾拍過電影、電視及演出舞台

劇。基於自身經驗，他接受《星期日時報雜誌》訪問時，關注現時家長過

早讓患有性別焦慮的孩子接受荷爾蒙治療──包括賀爾蒙抑制劑

（puberty-blocker）及跨性賀爾蒙（cross-sex hormone），為日後做變性手

術舖路。 

  現年 57 歲的艾瑞特是同性戀者，他透露小時候想當女孩，並穿女孩

衣服：「我真的想成為一個女孩。感謝上帝，那時不是今日的世界，否則

我會注射賀爾蒙，和我可能是一個女人。15 歲之後，我不再想成為一個

女人。」 

  他認為孩子對自己的性別或對他人的感覺仍未很清晰，過早接受藥物

治療並不適宜，並謂那些讓孩子注射賀爾蒙的家長「可怕」。 

 

 

  

資料來源： 

〈性別焦慮研究權威朱克博士被裁 五百專家學者聯署聲援〉，《性文化資料庫》，2016

年 2 月 24 日。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2/24/性別焦慮研究權威朱克博士被裁/ 

資料來源： 

Rupert Everett warns against hormone 

therapy for children who question 

gender. (2016, June 19).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

6/jun/19/rupert-everett-dangers-of-child

-sex-change-operations-gender.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2/24/性別焦慮研究權威朱克博士被裁/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jun/19/rupert-everett-dangers-of-child-sex-change-operations-gend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jun/19/rupert-everett-dangers-of-child-sex-change-operations-gend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jun/19/rupert-everett-dangers-of-child-sex-change-operations-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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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特的經驗有實證研究支持，根據臨床數據，約八成小時候想

當另一性別的兒童，其性別焦慮感覺，在青春期後會自然消失，不會

再想變性，但大部分會成為同性戀者。另一項研究指出，研究中所有

在 12 歲後注射賀爾蒙抑制劑，抑制青春期發育的兒童，到 16 歲時全

都選擇接受跨性賀爾蒙，為 18 歲後做變性手術舖路。因此，過早讓

兒童注射賀爾蒙，除了要承受藥物副作用外，更可能不必要地把他們

推上終身使用賀爾蒙，甚至傷殘身體的手術之路。然而，愈來愈多家

長被告知只應肯定那些兒童的感覺，幫助他們變性，卻不被告知個案

28 提到的研究資料，這樣不是誤導他們嗎？ 

時下流行「做自己」的說法，如果一個女孩覺得自己是男孩，便

做男孩吧；如果一個男人覺得自己是女人，便當女人好了。不管前路

艱辛崎嶇，表達「真我」彷彿已是顛破不滅的真理。吊詭的是，今天

艾瑞特深慶當年沒機會「做自己」。這告訴我們，單憑一時的感覺，

卻完全忽略客觀的事實基礎，未必能找到真我。 

艾瑞特深慶當年沒機會「做自己」，因為 15 歲後，他的性別焦慮已消退，不再

想變性。他關注現時家長過早讓孩子開始變性的醫療程序。（圖片：衛報截圖）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jun/19/rupert-everett-dangers-of-child-sex-change-operations-gend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6/jun/19/rupert-everett-dangers-of-child-sex-change-operations-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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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現時媒體經常報道變性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好像變性後一切問題都會

解決，但事實並非如此。除了要承受不可逆轉，漫長磨人的手術外，長期

服食賀爾蒙亦嚴重影響身體。我們不否認變性手術可以幫助一些受性別焦

慮困擾的人士，但不應視之為唯一的方法或過分美化變性手術的效果。  

此外，一般基因得到正常發展的人不會說自己的生理構造有七成是男

性，三成是女性，而是百分百是男或女。新的性別理論將「性別認同」和

「性傾向」放入「性別」的概念，再排擠掉生理特徵的決定性，顛覆客觀

的男／女二分觀念。性別主觀化，首當其衝受影響的是女性和兒童；之前，

人權都是保障女性和小孩，可是今日，似乎都要讓路給所謂的跨性別權利，

支持者真的支持所有人的人權嗎？還是變成推動一種意識形態呢？甚或

是重新侵犯那些弱勢社群（特別是女性和兒童）的人權呢？ 

香港社會一些人提倡性別認同歧視條例，而港府跨部門小組正在研究

性別認同準則，我們非常關注。有鑑於以上大量個案，香港社會不應盲目

追隨所謂先進國家或政治正確，純粹以主觀心理認同界定性別身份，不然

只是重蹈覆轍，把西方社會所經歷的混亂與破壞，引入香港社會。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跨性別浪潮

正席捲而至。我們同意應對跨性別人

士付出更多關懷，及提供更多支援，

然而希望本小冊子收集的資訊，有助

市民了解激進跨性別運動的負面影響，

在恰當幫助患有性別焦慮人士之餘，我

們堅決拒絕性別主觀化，反對製造性別

混亂，以及慎防拆毀男／女性別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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