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東新界東新界東新界東 

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 

家暴家暴家暴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 

20-7-2007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61/minutes/bc610720.pdf 

P.8 

條例草案應加入日落條款條例草案應加入日落條款條例草案應加入日落條款條例草案應加入日落條款，，，，表明政府當局會檢討需否把同性關係納入表明政府當局會檢討需否把同性關係納入表明政府當局會檢討需否把同性關係納入表明政府當局會檢討需否把同性關係納入《《《《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的的的的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否則該法例便會失效否則該法例便會失效否則該法例便會失效否則該法例便會失效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11-7-2000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07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性工作者指政客迫害為選票》 

聯署聲明的人士中，包括有意競逐連任下屆立法會的四名前線前立法會議員，包

括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及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有意參選的‘長毛’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及‘阿牛’曾健成曾健成曾健成曾健成，

部分聯署者表示，不會因為怕開罪選民，而不支持性工作者爭取權益。 

 

《《《《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2-5-2007 

星島日報星島日報星島日報星島日報 A21|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情色版」爭議大》 

學生報出版委員會發起的網上聯署行動，截至昨晚八時，有逾三百人聯署支持，

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梁國雄和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觀塘區區議員陳昌議員辦事處等。 

 

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 

家暴家暴家暴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 

27-5-2008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61/minutes/bc610527.pdf  

P.3 

余若薇議員、吳靄儀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及楊森議員清楚表明希望政府當局考慮修

訂條例草案的詳題，使條例草案可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修訂使條例草案可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修訂使條例草案可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修訂使條例草案可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修訂，，，，把把把把《《《《家庭暴力條家庭暴力條家庭暴力條家庭暴力條

例例例例》》》》的涵蓋範圍擴大的涵蓋範圍擴大的涵蓋範圍擴大的涵蓋範圍擴大，，，，以包括同性同居以包括同性同居以包括同性同居以包括同性同居者者者者。。。。 

 

余若薇議員、吳靄儀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及楊森議員認為，由於擴大《家庭暴力條

例》的涵蓋範圍以納入同性同居者屬於條例草案的主題範圍(即加強對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保護)，故此根據旨在規管法案修正案的《議事規則》第57(4)條，當局

可就《家庭暴力條例》的若干條文提出修正案以涵蓋同性同居者。政府當局回應



時表示，所得的法律意見是，該修訂建議將抵觸《議事規則》第57(4)條所訂的

範圍測試，該條文規定"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 

 

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 

1-3-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01ti-translate-c.pdf 

P.122 

人權委員會也有問及為甚麼就性傾向歧視人權委員會也有問及為甚麼就性傾向歧視人權委員會也有問及為甚麼就性傾向歧視人權委員會也有問及為甚麼就性傾向歧視、、、、年齡歧視等年齡歧視等年齡歧視等年齡歧視等，，，，年年仍不立法呢年年仍不立法呢年年仍不立法呢年年仍不立法呢？？？？ 

 

10-3-2006 民政事務委員會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60310.pdf P.23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似乎企圖利用今次意見調查的結果，來證明社會人

士對此事態度不一、意見分歧，藉此逃避責任，不採取行動保護非異性戀人士。

她表示，今次意見調查的結果反映市民對同性戀的看法有問題，應該予以糾正。

她認為政府當局應採取較積極主動的方針，消除和防止性傾向歧視，並應加強公

眾教育方面的工作。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認同進行立法是消除此類歧視的一個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認同進行立法是消除此類歧視的一個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認同進行立法是消除此類歧視的一個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認同進行立法是消除此類歧視的一個方

法法法法。 

 

3-9-2005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14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 宗教界游說民主派觸礁》 

前線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和獨立議員陳偉業則表示，原則上支持立法。…有議員在會上提到，

可否立法時訂明豁免宗教團體，但在場宗教人士認為不能單靠豁免去解決問題。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說，即使立法，以上情應酌情處理，但強調不等於宗教團體便可歧視同強調不等於宗教團體便可歧視同強調不等於宗教團體便可歧視同強調不等於宗教團體便可歧視同

性戀者性戀者性戀者性戀者。 

 

27-7-2005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12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教會轟性傾向歧視法 民主派憂失選票》 

提出昨日會議的前線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表示，坊間對性傾向歧視立法有不同聲音，議員需要

了解各方意見。她個人表明支持立法她個人表明支持立法她個人表明支持立法她個人表明支持立法，，，，即使影響選民投票意向即使影響選民投票意向即使影響選民投票意向即使影響選民投票意向，，，，她也不會為選票她也不會為選票她也不會為選票她也不會為選票

低頭低頭低頭低頭。。。。 

 

14-1-2005民政事務委員會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50114.pdf P.13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就政府為了解市民對同性戀者的看法而進行的意見調查，提出下列問

題和關注事項： 

(a)政府當局是否擬立法禁止歧視不同性傾向 

人士； 

(b)政府當局的文件第10段所提述的諮詢小組，成員會否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



及 

(c)進行意見調查預算所需的費用為何。 

劉議員表示，不同性傾向人士受歧視的問題似乎頗為嚴重不同性傾向人士受歧視的問題似乎頗為嚴重不同性傾向人士受歧視的問題似乎頗為嚴重不同性傾向人士受歧視的問題似乎頗為嚴重，因為她獲悉有一些情

況，即使該等人士願意繳付租金，租用某些商場的地方舉行活動，宣傳不同性傾

向人士的平等機會，但該等人士仍被拒絕。劉議員指出，不少人均支持立法禁止不少人均支持立法禁止不少人均支持立法禁止不少人均支持立法禁止

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歧視不同性傾向人士。她希望進行上述意見調查不會推遲立法工作。她又促請政促請政促請政促請政

府當局跟進先前的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在其最後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府當局跟進先前的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在其最後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府當局跟進先前的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在其最後報告中提出的建議府當局跟進先前的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在其最後報告中提出的建議。 

…她建議諮詢小組的成員應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以確保諮詢小組不會存有偏

見。 

 

13-2-2004民政事務委員會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40213.pdf P.11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表示，在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期間，不少同性戀組織願意前來表達意

見。此情況顯示社會現時在討論與同性戀有關的問題方面已較為開明。劉議員進

一步表示，由於小組委員會報告內提出的事項相當具爭議性，事務委員會應要求事務委員會應要求事務委員會應要求事務委員會應要求

政府當局進行公眾諮詢政府當局進行公眾諮詢政府當局進行公眾諮詢政府當局進行公眾諮詢，，，，並就是否需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並就是否需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並就是否需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並就是否需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探討同性戀組織的探討同性戀組織的探討同性戀組織的探討同性戀組織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16-7-2001(特別會議) 民政事務委員會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10716.pdf P.11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表示……聯合國委員會亦重申其對若干範疇的關注，例如香港特區未

能使禁止種族歧視的規定適用於私營機構，以及未能禁止性傾向歧視未能禁止性傾向歧視未能禁止性傾向歧視未能禁止性傾向歧視和年齡歧

視。 

P.12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表示，聯合國委員會在審議結論第聯合國委員會在審議結論第聯合國委員會在審議結論第聯合國委員會在審議結論第31段促請香港特區禁止性傾向歧視段促請香港特區禁止性傾向歧視段促請香港特區禁止性傾向歧視段促請香港特區禁止性傾向歧視

和年齡歧視和年齡歧視和年齡歧視和年齡歧視。聯合國委員會亦強調，香港特區不應根據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香港特區不應根據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香港特區不應根據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香港特區不應根據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

她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承認香港存在此類歧視情況。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9-7-2008     

明明明明報報報報 A15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兩成「鳳樓」非法經營》 

議員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更建議當局牽頭檢討性工作非刑事化建議當局牽頭檢討性工作非刑事化建議當局牽頭檢討性工作非刑事化建議當局牽頭檢討性工作非刑事化，但保安局表明目前法例並無不

足，現階段無意改變「一樓一」的做法。 

 

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南華早報 CITY5 |  CITY |  By May Chan    

But legislator Emily Lau Wai-hing(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 of The Frontier, said: The sex industry 

is the most ancient industry in human history ... one should not look at sex 

workers as though they have to be set apart from others.  



Ms Lau asked that the Security Bureau take the initiative in reviewing the laws in 

collaboration with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 but that was rejected by 

Mrs Liu. 

 

29-6-2005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9ti-translate-c.pdf 

P.33 

主席，我跟進局長上述答覆的最後一點，即打擊跨境賣淫活動，針對內地人來港

從事非法賣淫活動。最近發生了一宗個案，便是警方以鐵籠困着那些被拘留的

人，而這事件在國際電子傳媒中亦作出了廣泛的報道。我想請問局長，你覺得採

用這方法是否處理這類問題的最有效辦法？還是，當局在檢討後，認為日後也不

應再採用這種方法來處理類似的個案呢？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可否解釋一下，究竟你現在說以這個方法拘捕人和把他們

拘留，跟“一樓一鳳”有何關係呢？ 

 

兩者並沒有關係，我只是就局長剛才的答覆而提出跟進問題。主席，局長剛才用

了三四分鐘來解釋如何打擊跨境賣淫活動、如何逮捕有關的人，我是詢問他拘留

有關的人時所採用的方法，我覺得上述的方法令香港面目無光，所以我想詢問他

有否就此作出檢討。主席，希望你准許我提出這項補充質詢。 

 

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 

11-9-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060911.pdf P.15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觀察到，儘管社會大眾批評《壹本便利》發布有關文章和照片，不少

市民卻蜂湧搶購，令該期刊物迅即售磬。就此，劉議員要求市民反省自己的行為

及媒體業界須加倍自律，尊重他人私隱。對於民政事務局計劃就法改會報告書的

建議進一步諮詢公眾，並主動研究海外司法管轄區保障私隱權的做法，她表示支

持。劉議員提到香港人權監察和記協的意見，她同意應小心堅守新聞及言論自

由，但政府當局亦應勾劃保障私隱的未來路向。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戀人戀人戀人戀人〉〉〉〉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2-3-2007 

(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務管理局作出懲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070312.pdf 

P.32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不同意黃冠文先生的解釋，即廣管局是基於課題具爭議性及對公共政

策的影響，所以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她提到平機會的意見書，當中載述政府現



時採取以非立法方式處理同性戀者受到社會歧視的問題，故此製作有關同性戀及

同性婚姻等具爭議性題材的紀錄片節目，是切合政府希望透過教育來提高市民意

識的做法。她認為，雖然社會對同性戀意見紛紜，但政府有責任消除歧視，可惜

廣管局卻適得其反。她支持創意和言論自由，以及平機會所提出的意見，即透過

教育來提高市民意識的做法。故此，她動議下述議案動議下述議案動議下述議案動議下述議案： 

 

"本事務委員會認為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有關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

戀人〉的裁決實為性傾向歧視實為性傾向歧視實為性傾向歧視實為性傾向歧視，本事務委員會同意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觀察，認為認為認為認為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戀人戀人戀人戀人〉〉〉〉切合政府希望透過教育來提高市民對同性戀意識的做法切合政府希望透過教育來提高市民對同性戀意識的做法切合政府希望透過教育來提高市民對同性戀意識的做法切合政府希望透過教育來提高市民對同性戀意識的做法，因此促促促促

請當局將這節目列為中請當局將這節目列為中請當局將這節目列為中請當局將這節目列為中、、、、小學教材小學教材小學教材小學教材，，，，在各學校播放在各學校播放在各學校播放在各學校播放。" 

 

就此，鑒於代表團體就廣管局對節目《秋天的童話》的裁決所表達的意見，劉慧劉慧劉慧劉慧

卿議員卿議員卿議員卿議員修正其原議案修正其原議案修正其原議案修正其原議案，在"性傾向歧視"之後加入"，本事務委員會亦認為廣管局

對《秋天的童話》的裁決，缺乏對言論和創作自由的尊重和保護，並促請廣管局

撤回該兩項裁決"。 

 

原議案及修正議案獲陳偉業議員附議偉業議員附議偉業議員附議偉業議員附議。主席表示，根據《內務守則》第22p條，

若過半數參與表決的委員同意，即可處理該議案。他隨即就應否處理該議案的問

題付諸表決。由於過半數委員表決贊成該問題，主席表示他會處理該議案。 

主席認為，應否將節目〈同志．戀人〉列為本港中、小學教材的課題，不屬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為此，他建議刪去"，因此促請當局將這節

目列為中、小學教材，在各學校播放"的一段文字。委員表示同意。經主席修正

後，該議案的措詞如下： 

"本事務委員會認為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有關香港電台《鏗鏘集》〈同志．

戀人〉的裁決實為性傾向歧視，本事務委員會亦認為廣管局對《秋天的童話》的

裁決，缺乏對言論和創作自由的尊重和保護，並促請廣管局撤回該兩項裁決。本

事務委員會同意平等機會委員會的觀察，認為〈同志．戀人〉切合政府希望透過

教育來提高市民對同性戀意識的做法。" 

主席將劉慧卿議員動議並經他進一步修正的議案付諸表決。在會議席上的委員

中，3位表決贊成，沒有委員表決反對該議案。主席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8-3-2007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已於12-3-2007通過議案，指裁決分別屬性傾向歧視同

志戀人和對創作自由欠缺尊重秋天的童話，促請廣管局撤回有關裁決)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counmtg/hansard/cm0328-translate-c.pdf 

 

P.40 

主席，本年1月，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裁定香港電台和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違反了《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並分別向它們發出強烈勸諭和勸諭。

裁決的理據是前者製作的一集電視紀錄片“同志．戀人”不符上述守則的持平要求

和可能對兒童產生影響，而後者於去年10月播放未經掩蓋粗俗用語和極度惹人反

感用語的電影“秋天的童話”。本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於本月12日的會議

通過一項議案，指上述兩項裁決分別屬性傾向歧視和對創作自由欠缺尊重，並促

請廣管局撤回有關裁決。此外，部分市民認為廣管局的不少成員思想保守、無視

弱勢社羣的需要，而且與主流價值觀脫節。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是否知悉是否知悉是否知悉廣管廣管廣管廣管局會否局會否局會否局會否按照上按照上按照上按照上述議案述議案述議案述議案撤回撤回撤回撤回該該該該兩項裁兩項裁兩項裁兩項裁決決決決；；；；若廣管局不會撤回裁

決，原因為何； 

二、是否知悉廣管局會否檢討電視節目內容的評審標準，務求尊重創作自由和避

免歧視某些社羣，以免窒礙傳媒機構製作反映大眾品味轉變及符合弱勢社羣

需要的節目；若廣管局不會作出檢討，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改組廣管局，加入業界和弱勢社羣的代表，並且撤銷官守成員席位，以

加強廣管局的專業性和獨立性；若否，原因為何？ 

 

榆林書店榆林書店榆林書店榆林書店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1-4-2005 

新新新新報報報報 A08|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女同志轟書店歧視 冊子被拒擺放呼籲立法保障》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則呼籲書店呼籲書店呼籲書店呼籲書店應以應以應以應以開開開開放放放放態度接態度接態度接態度接納該納該納該納該本本本本小小小小冊子冊子冊子冊子，希望大家能希望大家能希望大家能希望大家能夠互夠互夠互夠互

相尊相尊相尊相尊重重重重。 

 

11-4-2005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13|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擺放女同志小冊子被拒 團體抗議書店歧視》 

立法會議員張超張超張超張超雄雄雄雄及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表示，尊尊尊尊重重重重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但亦但亦但亦但亦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書店書店書店書店有有有有容容容容人的人的人的人的雅量雅量雅量雅量，，，，

讓讓讓讓不同類不同類不同類不同類型型型型的的的的書刊書刊書刊書刊能能能能百花齊百花齊百花齊百花齊放放放放。 

 

11-4-2005 

成報成報成報成報 A08|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女同志抗議書店拒放小冊》 

香港女同盟會昨日於旺角行人專區指斥該店歧視同性戀者，並邀請了張超張超張超張超雄雄雄雄和劉劉劉劉

慧卿慧卿慧卿慧卿議員發言，而他們兩位都他們兩位都他們兩位都他們兩位都是支持是支持是支持是支持「「「「同志政同志政同志政同志政綱綱綱綱」」」」的立法會議員的立法會議員的立法會議員的立法會議員。張超張超張超張超雄雄雄雄說：「現現現現

今社今社今社今社會會會會講講講講求多求多求多求多元元元元化同化同化同化同埋埋埋埋包包包包容容容容，，，，性傾向非性傾向非性傾向非性傾向非主流主流主流主流，，，，並並並並唔代唔代唔代唔代表不表不表不表不道德道德道德道德，，，，以及需要受以及需要受以及需要受以及需要受排斥排斥排斥排斥。。。。」

而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劉慧卿則指，政府有政府有政府有政府有必必必必要為性傾向歧視立法要為性傾向歧視立法要為性傾向歧視立法要為性傾向歧視立法。 

 

 

湯家驊湯家驊湯家驊湯家驊 

家暴家暴家暴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 



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委員會報告：：：：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61/reports/bc610618cb2-2289-c.pdf 

(P.4) 

張超雄議員、吳靄儀議員、余若薇議員、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議員議員議員議員、李卓人議員、何俊仁議員

及譚香文議員均認為，向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的保護應應應應適用適用適用適用於於於於所所所所有人有人有人有人，不論其性不論其性不論其性不論其性

別別別別，只要屬於同居關係即可同居關係即可同居關係即可同居關係即可。 

 

13-11-2007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61/minutes/bc611113.pdf 

P.3 

鑒於《條例》現已涵蓋儼如夫妻般共同生活的異性同居者，而倘若條例草案獲得

通過，範圍更會擴展至曾儼如夫妻般共同生活的異性前同居者，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議員促請

政府當局把同性關係納入把同性關係納入把同性關係納入把同性關係納入《《《《條例條例條例條例》》》》的範圍的範圍的範圍的範圍，，，，藉藉藉藉以以以以免免免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訴訟訴訟訴訟中中中中

因因因因性傾性傾性傾性傾向歧視向歧視向歧視向歧視而被裁而被裁而被裁而被裁定定定定違憲違憲違憲違憲的的的的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湯議員表示，當局無須擔心把《條例》下"

受保護的人"的涵義擴展至同性伴侶會引起本港承認同性婚姻的問題，因為該建該建該建該建

議議議議純粹純粹純粹純粹是是是是讓讓讓讓同性關係人士在同性關係人士在同性關係人士在同性關係人士在遇到伴侶施虐時遇到伴侶施虐時遇到伴侶施虐時遇到伴侶施虐時能以能以能以能以快捷簡單快捷簡單快捷簡單快捷簡單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獲得濟助獲得濟助獲得濟助獲得濟助，，，，而而而而非非非非

給予他們保證給予他們保證給予他們保證給予他們保證可可可可獲得利益獲得利益獲得利益獲得利益(例例例例如如如如公公公公共房屋共房屋共房屋共房屋)的權的權的權的權利利利利。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及何何何何俊仁俊仁俊仁俊仁議員議員議員議員提出

類似的意見。 

 

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 

20-5-2005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D09 |  時代 |  法政隨筆 |《弦動自有聲》 

事實上，許多社會議題都應該引用公義原則而非民意去尋求答案。例如近日有關

性傾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的性傾向歧視的爭爭爭爭論論論論，，，，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基本上不不不不單單單單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道德道德道德道德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同性戀的傾向同性戀的傾向同性戀的傾向同性戀的傾向許許許許多多多多時都時都時都時都是是是是由由由由生生生生

理或心理所驅理或心理所驅理或心理所驅理或心理所驅使使使使，，，，不是人人不是人人不是人人不是人人都都都都會會會會因時尚而改變自己因時尚而改變自己因時尚而改變自己因時尚而改變自己的性傾向的性傾向的性傾向的性傾向。。。。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在這個層次層次層次層次，，，，所涉所涉所涉所涉

及的是一個及的是一個及的是一個及的是一個基本基本基本基本的人權問題的人權問題的人權問題的人權問題。為同性戀者爭取公平的待遇，不時都會受到保守群

眾的責難。但這是否就代表我們須時刻審時度勢，謹言慎行，以迎合大眾的要求？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19-3-2008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03 |  要聞要聞要聞要聞 |  特特特特稿稿稿稿 

立法會議員兼資深大律師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說，香港相關法例取經自英國，是平衡道德及娼

妓實際存在的問題，以此一系列法例作緩衝。湯指現現現現在在在在已已已已是是是是 21 世紀世紀世紀世紀，，，，相信相信相信相信法例法例法例法例

應該應該應該應該革新革新革新革新，，，，容許容許容許容許「「「「一一一一樓樓樓樓多多多多鳳鳳鳳鳳」」」」， 「「「「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每層樓都每層樓都每層樓都每層樓都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幾幾幾幾個個個個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是是是是鳳姐鳳姐鳳姐鳳姐，，，，將她將她將她將她們們們們

集集集集中中中中起起起起來來來來，，，，既既既既可可可可保障鳳姐安全保障鳳姐安全保障鳳姐安全保障鳳姐安全，，，，亦亦亦亦可可可可減減減減少少少少擾擾擾擾民民民民」」」」。他認為香港亦可考慮設發牌制考慮設發牌制考慮設發牌制考慮設發牌制

度度度度，，，，記錄鳳姐資料記錄鳳姐資料記錄鳳姐資料記錄鳳姐資料。 

 

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 



11-9-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060911.pdf P.14 

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議員議員議員議員強調，他向來高度關注香港的新聞自由。然而，他認為這次事件是一

宗粗鄙地侵犯個人私隱的個案，並不涉及公眾利益問題。這宗事件毫無新聞價

值，而該媒體的侵擾行為與新聞或言論自由亦完全無關。湯議員欣悉，民政事務

局正考慮是否有需要依據法改會報告書的建議進行立法修訂。他問及政府當局的

立法時間表，包括何時進行公眾諮詢。 

 

P.14 

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議員議員議員議員表示，事件沸沸揚揚，導致民情洶湧，社會已有共識，認為需要引入

新法例以保障私隱權免受媒體侵擾。他質疑媒體偷拍的照片如何與新聞自由扯上

關係，含有不雅或淫褻照片的刊物又如何與言論自由有關連。他又指出，新聞自

由與保障私隱權並無必然的衝突，故此不應對為加強保障私隱而訂立的新法例抱

過分憂慮的態度。他認為，新聞自由並不能成為反對立法針對侵擾私隱的有力理

由。湯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應加快就法改會報告書的建議諮詢公眾，並設定立法程

序的時間表。 

 

P.19 

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並不認同這些意見(香港人權監察羅沃啟表示，以嚴厲立法方式保障

私隱可能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和其他基本公民權；記協胡麗雲女士認同香港人權監

察的關注，並表示規管權力容易被濫用，因此須極之審慎地研究能夠產生這類權

力的建議。)。他表示，私隱權是基本人權，而法律應反映社會所接受的道德標

準。 

關於立法措施會窒礙新聞自由的憂慮，可透過小心草擬法律，以及就立法修訂作

徹底商議後才制定成為法例以釋除疑慮。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戀人戀人戀人戀人〉〉〉〉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2-3-2007 

(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務管理局作出懲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070312.pdf 

P.26 

湯湯湯湯家家家家驊驊驊驊議員議員議員議員非非非非常讚賞常讚賞常讚賞常讚賞《《《《鏗鏘集鏗鏘集鏗鏘集鏗鏘集》》》》的節目的節目的節目的節目質素質素質素質素，並質疑廣管質疑廣管質疑廣管質疑廣管局對持局對持局對持局對持平平平平的定的定的定的定義義義義。他舉

例闡釋，去年他曾頒獎予《鏗鏘集》其中一集節目，內容是描述亞洲軍閥用兒童

當兵。他指出，若嚴格應用廣管局對持平的原則的理據，該集有關亞洲軍閥的節

目也應訪問這些軍閥，讓他們提出贊成兒童當兵的意見。故此，他他他他認為應重認為應重認為應重認為應重新界新界新界新界

定定定定廣管廣管廣管廣管局局局局現時所詮釋現時所詮釋現時所詮釋現時所詮釋的持的持的持的持平平平平的定的定的定的定義義義義。。。。他亦他亦他亦他亦認為認為認為認為，，，，在在在在製製製製作作作作時時時時事節目事節目事節目事節目時時時時，，，，尤尤尤尤其是其是其是其是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片片片片，，，，中中中中肯肯肯肯的報的報的報的報道已道已道已道已可做可做可做可做到到到到持持持持平平平平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所所所所以不以不以不以不必必必必在該等節目中涵蓋對立意見在該等節目中涵蓋對立意見在該等節目中涵蓋對立意見在該等節目中涵蓋對立意見，，，，情情情情

況況況況正正正正如如如如〈〈〈〈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戀人戀人戀人戀人〉〉〉〉的個案的個案的個案的個案。。。。鑒於出席會議的大部分團體表達了強烈的公開反



對意見，他認為廣管局應作出檢討，尤其是對節目〈同志．戀人〉作出的裁決。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24-3-2008 

星島日報星島日報星島日報星島日報 A10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劉江華：「一樓二」合法化待商榷》 

立法會議員劉劉劉劉江江江江華華華華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最近發生的劫殺案屬治安問題，不能一不能一不能一不能一

下下下下子子子子就要求修例就要求修例就要求修例就要求修例，，，，容許容許容許容許「「「「一一一一樓二鳳樓二鳳樓二鳳樓二鳳」」」」，，，，修例修例修例修例或或或或會會會會破壞現破壞現破壞現破壞現有有有有平衡平衡平衡平衡。有性工作者投訴，

報警求助不時遭歧視，希望警方改善態度，令她們獲得公平對待。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劉劉劉江江江江華華華華認為，現階段談修例言之尚早，他明明明明白白白白性工作性工作性工作性工作

者是者是者是者是社社社社會會會會被邊緣被邊緣被邊緣被邊緣化的一化的一化的一化的一群群群群，，，，很很很很多多多多時時時時求求求求助無門助無門助無門助無門。 

劉劉劉劉江江江江華華華華強調，不能有治安問題就跳升至立即修例，「『『『『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是是是是現時現時現時現時法例法例法例法例模糊模糊模糊模糊

下的一個下的一個下的一個下的一個適適適適當當當當平衡平衡平衡平衡，，，，你如你如你如你如何能何能何能何能擔保擔保擔保擔保『『『『一一一一樓二樓二樓二樓二』』』』會會會會比比比比『『『『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安全安全安全安全？？？？而如果而如果而如果而如果『『『『一一一一

樓二樓二樓二樓二』』』』合法合法合法合法，，，，那那那那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為甚麼『『『『一一一一樓四樓四樓四樓四』』』』不合法不合法不合法不合法？？？？」他表示，修例有討論修例有討論修例有討論修例有討論餘地餘地餘地餘地，，，，但但但但在不在不在不在不

歧視性工作者歧視性工作者歧視性工作者歧視性工作者之餘之餘之餘之餘，，，，亦亦亦亦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忽略社忽略社忽略社忽略社會會會會聲音聲音聲音聲音，，，，尤尤尤尤其要其要其要其要注注注注意意意意帶給帶給帶給帶給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代代代代的的的的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新新新新報報報報 A11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10年 19鳳姐遇害 人身安全欠保障議員支持鳳樓裝平安鐘》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劉劉劉江江江江華華華華表示，由兇殺由兇殺由兇殺由兇殺案案案案所引起社所引起社所引起社所引起社會關會關會關會關注注注注的的的的「「「「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鳳鳳鳳鳳」」」」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是否要提是否要提是否要提是否要提升到設升到設升到設升到設立立立立紅燈紅燈紅燈紅燈區區區區或或或或「「「「一一一一樓二鳳樓二鳳樓二鳳樓二鳳」」」」非刑事化的非刑事化的非刑事化的非刑事化的層面層面層面層面，，，，仍是仍是仍是仍是言之言之言之言之

過早過早過早過早，，，，而而而而在在在在短期短期短期短期要要要要保障保障保障保障性工作者的人性工作者的人性工作者的人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安裝平安鐘安裝平安鐘安裝平安鐘安裝平安鐘是最實是最實是最實是最實際際際際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劉江

華昨日在「城市論壇」上指現時默許現時默許現時默許現時默許「「「「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鳳鳳鳳鳳」」」」的做法的做法的做法的做法，，，，是是是是社社社社會各方會各方會各方會各方達致達致達致達致的的的的平平平平

衡衡衡衡，，，，倘若倘若倘若倘若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全面全面全面全面修例修例修例修例，，，，需要進行需要進行需要進行需要進行長時間長時間長時間長時間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解解解解決即決即決即決即時時時時問題問題問題問題。他認為社社社社會會會會

對娼妓對娼妓對娼妓對娼妓規管規管規管規管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有不同意見，，，，除除除除了了了了要要要要聽取聽取聽取聽取性工作者的意見性工作者的意見性工作者的意見性工作者的意見外外外外，，，，亦亦亦亦應應應應聽取聽取聽取聽取各方的意見各方的意見各方的意見各方的意見，，，，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住住住住在在在在「「「「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鳳鳳鳳鳳」」」」附附附附近近近近的居民的居民的居民的居民。 

 

劉劉劉劉江江江江華華華華認為政府可以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她她她她們安裝們安裝們安裝們安裝，，，，但但但但不建議使不建議使不建議使不建議使用用用用公公公公帑資助帑資助帑資助帑資助。他表示，立法會將

再了解相關的機構及組織的建議，再研究有關協助有困難性工作者安裝平安鐘的

事宜，但詳細情況也有待開會討論。他指，立法會內已有共識，希望警方可以加

強與關注性工作者的機構及組織的聯繫，從而令鳳姐的聯防更加成功。 

 

東東東東方日報方日報方日報方日報 A12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修例容一樓兩鳳議員有保留》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劉劉劉江江江江華華華華昨在城巿論壇上指，目前討論修例目前討論修例目前討論修例目前討論修例言之尚言之尚言之尚言之尚早早早早，，，，

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保障保障保障保障人人人人命才命才命才命才是是是是首首首首要工作要工作要工作要工作，，，，如如如如研究為性工作者研究為性工作者研究為性工作者研究為性工作者安裝平安鐘安裝平安鐘安裝平安鐘安裝平安鐘，，，，或或或或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與警與警與警與警方聯方聯方聯方聯絡絡絡絡

等等等等，他說：「一一一一樓二點解樓二點解樓二點解樓二點解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安全安全安全安全？？？？你話你話你話你話一一一一樓二樓二樓二樓二，，，，咁點解咁點解咁點解咁點解一一一一樓三又唔樓三又唔樓三又唔樓三又唔合法合法合法合法？？？？唔唔唔唔可可可可

以以以以話話話話有事有事有事有事，，，，就修例就修例就修例就修例啦啦啦啦！！！！」 



 

29-6-2005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629ti-translate-c.pdf 

P.32 

主席，局長剛才說當局不會針對“一樓一鳳”，但對於有組織性的同類活動他們便

會嚴加打擊。請問局長有否觀察到一些有組織性的“一樓一鳳”存在？我們看到現

時有些大廈不單止有“一樓一鳳”，甚至是“一樓多鳳”，請問這樣的情況是否嚴

重，以及有否有關的數字呢？ 

 

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 

17-10-2007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floor/cm1017-confirm-ec.pdf 

P.32 

4.劉江華議員：主席，本年4月，《文匯報》、《大公報》及《成報》分別因刊

登同一幅女兵裸照而被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處”）暫時評定為不雅物品。影視

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其後以有關罪名對該3份報章提出檢控，首兩份

報章認罪並被罰款，而《成報》則否認控罪。審裁處經覆核後把該照片重新評定

為第I類物品，《成報》因而獲撤銷檢控。此外，在2005年，《東方日報》、《太

陽報》及《蘋果日報》均刊登了同一輯外國女星裸照，但只有前兩份報章被檢控。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影視處採用甚麼準則，以決定是否把物品交予審裁處評定類別； 

(二)是否知悉審裁處評定同一幅照片的所屬類別前後不同的原因；及 

(三)是否知悉審裁處有沒有以同一標準評定各傳媒機構的刊物，以及會不會對屢

次違反有關法例的傳媒機構採用更嚴格的評審標準？ 

 

P.34 

但是，如果以2005年那宗個案來說，是對同一幅圖片有不同的結論，只檢控《東

方日報》而不檢控《蘋果日報》，這很明顯令人產生雙重標準的感覺。 

 

…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三段表示，刊載同一幅圖片也可能有圖片大小、拍攝角度

及文字篇幅等的不同，但他沒有詳細說明，究竟是大圖片不雅，還是小圖片不雅。

他在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中列出了數項準則，包括道德禮教標準、整體效果，

以及對象是哪一類人等，但沒有提到圖片大小及拍攝角度的問題。為何單單這次

要用這項準則，以不同的準則來作判斷呢？ 

 

…但是，你沒有回答我有關圖片大小及拍攝角度的部分。如果你能解釋清楚致令

傳媒知道這項準則是甚麼，又如果能夠說出具體的情況，便會比較公道，否則是

似乎有不同的準則，因此便不太公道了。 



 

19-5-2004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9ti-translate-c.pdf 

P.56 

主席，關於管制淫褻及不雅的報章及雜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3年，有關當局接獲多少宗針對報章及雜誌的封面或內容的投訴，並按

投訴事項列出分項數字； 

(二) 有關當局如何跟進該等投訴，被定罪報章及雜誌的負責人受到甚麼處罰；

及 

(三) 當局有否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條例”）（第390章）的運作

及成效，特別是該條例能否處理一些以年輕人為對象的雜誌在封面賣弄色

情的做法？ 

 

龐愛蘭龐愛蘭龐愛蘭龐愛蘭 

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淫審條例 

11-9-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060911.pdf P.10 

新世紀論壇龐愛龐愛龐愛龐愛蘭蘭蘭蘭小姐支持公眾譴責事件涉及的侵擾行為，並指出部分媒體營辦

商一直以發布淫褻或令人反感的物品作為吸引消費者的手段。根據新世紀論壇進

行的一項調查，雖然有近60%的受訪者反對這種推廣手段，亦有90%的受訪者認

為該期《壹本便利》不應售賣予未滿16歲的人士，但30%的受訪者承認有興趣閱

讀該期雜誌。調查又發現，30%的受訪者會視乎雜誌的封面決定是否購買。為消

除色情及令人厭惡的媒體物品對社會造成的禍害及重建社會道德，政府當局應使

用多管齊下的方法，包括採取更嚴格及透明度更高的執法行動規管不良物品，並

且透過公民教育和宣傳等加強保障私隱及維護道德。 

 

田北俊田北俊田北俊田北俊 

《《《《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8-5-2007 

太陽太陽太陽太陽報報報報 A31|太陽谷太陽谷太陽谷太陽谷 《激化爭拗盞兩敗俱傷 投訴《聖經》議員斥荒謬》 

富貴黨主席田北田北田北田北俊俊俊俊話自己本身並冇宗教信仰，只係有時會陪吓信天主教嘅細佬去

教堂，佢認為投認為投認為投認為投訴訴訴訴《《《《聖經聖經聖經聖經》》》》嘅嘅嘅嘅事件明事件明事件明事件明顯顯顯顯係係係係因因因因為為為為《《《《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中大學生報》》》》引發引發引發引發出出出出嚟嚟嚟嚟。佢又話

將《中大學生報》事件拉埋《聖經》嚟講，係好唔應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