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西新界西新界西新界西 

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 

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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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吳靄儀議員、余若薇議員、湯家驊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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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所有人應適用於所有人應適用於所有人應適用於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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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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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歡迎政府當局改變政策，擴大《家庭暴力條例》的涵蓋範圍，以包括

同性同居者。然而，張議員關注到，倘若按照政府當局的建議分兩階段立法倘若按照政府當局的建議分兩階段立法倘若按照政府當局的建議分兩階段立法倘若按照政府當局的建議分兩階段立法，，，，在在在在

《《《《家庭暴力條例家庭暴力條例家庭暴力條例家庭暴力條例》》》》中為同性同居者提供保障的時間將會押後中為同性同居者提供保障的時間將會押後中為同性同居者提供保障的時間將會押後中為同性同居者提供保障的時間將會押後。 

 

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 

10-3-2006民政事務委員會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60310.pdf P.22 

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認為，為評估同性戀者受為評估同性戀者受為評估同性戀者受為評估同性戀者受歧視的程度歧視的程度歧視的程度歧視的程度，，，，該項意見調查應只向同性該項意見調查應只向同性該項意見調查應只向同性該項意見調查應只向同性

戀人士提出有關問題戀人士提出有關問題戀人士提出有關問題戀人士提出有關問題。他要求政府當局就其計劃如何進行下次意見調查提供詳細

資料，以及說明政府當局如無立法的打算，會否採取行政措施解決性傾向歧視問

題。 

 

14-1-2005民政事務委員會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50114.pdf P.14 

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以公眾意見為基礎政府當局以公眾意見為基礎政府當局以公眾意見為基礎政府當局以公眾意見為基礎，，，，考慮是否需要立法保障基本人考慮是否需要立法保障基本人考慮是否需要立法保障基本人考慮是否需要立法保障基本人

權權權權，，，，是錯誤的做法是錯誤的做法是錯誤的做法是錯誤的做法。張議員指出，政府有責任維護任何人不會基於性別、宗教或

性傾向等因素，而在就業、獲得公共服務及其他範疇受到歧視的原則；若證實情

況確有需要，政府應透過立法維護上述原則。張議員補充，政府不應試圖利用意

見調查，拖延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問題的工作。 

 

P.15 

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張超雄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提供渠道，徵詢非異性戀者對有關意見調查的意徵詢非異性戀者對有關意見調查的意徵詢非異性戀者對有關意見調查的意徵詢非異性戀者對有關意見調查的意

見見見見，而在設計問卷時，應把該等意見納入考慮範圍應把該等意見納入考慮範圍應把該等意見納入考慮範圍應把該等意見納入考慮範圍。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26 |  法法法法庭庭庭庭 《妓女跳樓裁死於自殺 議員促放蛇禁性接觸》    

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則表示，一般放蛇女警都不會與嫖客有性接觸，不明白男警員為何有此需不明白男警員為何有此需不明白男警員為何有此需不明白男警員為何有此需

要要要要，就算警方指控妓女勒索，也不需要性接觸，過往就有案件證明警員不必與妓

女有性接觸亦可破案。張會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建議，要求警方修改放蛇指要求警方修改放蛇指要求警方修改放蛇指要求警方修改放蛇指

引引引引，，，，全面禁止與妓女性接觸全面禁止與妓女性接觸全面禁止與妓女性接觸全面禁止與妓女性接觸，，，，包括手淫包括手淫包括手淫包括手淫。 

 

榆林書店事件榆林書店事件榆林書店事件榆林書店事件 

11-4-2005 

新報新報新報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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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昨在論壇中指，該刊物能幫助一般人了解女同性戀者的心路歷該刊物能幫助一般人了解女同性戀者的心路歷該刊物能幫助一般人了解女同性戀者的心路歷該刊物能幫助一般人了解女同性戀者的心路歷

程程程程，，，，應加以鼓勵應加以鼓勵應加以鼓勵應加以鼓勵，他又指，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會會會，，，，市民應市民應市民應市民應「「「「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關懷、、、、互相支互相支互相支互相支

持持持持」，」，」，」，不應存有歧視不應存有歧視不應存有歧視不應存有歧視。張超雄又促請政府促請政府促請政府促請政府，，，，不應只以教育的方式教導市民反歧視不應只以教育的方式教導市民反歧視不應只以教育的方式教導市民反歧視不應只以教育的方式教導市民反歧視

訊息訊息訊息訊息，，，，而應盡快立法而應盡快立法而應盡快立法而應盡快立法，，，，以保障同性戀者以保障同性戀者以保障同性戀者以保障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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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及劉慧卿表示，尊重信仰自由尊重信仰自由尊重信仰自由尊重信仰自由，，，，但亦希望書店有容人的雅量但亦希望書店有容人的雅量但亦希望書店有容人的雅量但亦希望書店有容人的雅量，，，，

讓不同類型的書刊能百花齊放讓不同類型的書刊能百花齊放讓不同類型的書刊能百花齊放讓不同類型的書刊能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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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了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和劉

慧卿議員發言，而他們兩位都是支持他們兩位都是支持他們兩位都是支持他們兩位都是支持「「「「同志政綱同志政綱同志政綱同志政綱」」」」的立法的立法的立法的立法會議員會議員會議員會議員。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張超雄說：「現現現現

今社會講求多元化同埋包容今社會講求多元化同埋包容今社會講求多元化同埋包容今社會講求多元化同埋包容，，，，性傾向非主流性傾向非主流性傾向非主流性傾向非主流，，，，並唔代表不道德並唔代表不道德並唔代表不道德並唔代表不道德，，，，以及需要受排斥以及需要受排斥以及需要受排斥以及需要受排斥。。。。」 

 

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 

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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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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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

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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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遇到伴侶施虐遇到伴侶施虐遇到伴侶施虐遇到伴侶施虐時能以快時能以快時能以快時能以快捷簡單捷簡單捷簡單捷簡單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獲得濟獲得濟獲得濟獲得濟助助助助，，，，而非而非而非而非

給予給予給予給予他們保他們保他們保他們保證證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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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李卓李卓李卓人議員人議員人議員人議員及何俊仁議員提出

類似的意見。 

 

20-7-2007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61/minutes/bc610720.pdf (P.4) 

P.4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b)說明條例草案未有涵蓋同性關係的原因 

 

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 

11-7-2007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1-translate-c.pdf 

P.220 

職工盟職工盟職工盟職工盟的立的立的立的立場場場場一一一一直也直也直也直也是反歧視的是反歧視的是反歧視的是反歧視的，不論是在性別、殘疾、種族、年齡、性傾向性傾向性傾向性傾向、

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方面，均不應有歧視的情況存在。……當局可否不以當局可否不以當局可否不以當局可否不以“斬斬斬斬件件件件

式式式式”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來處理來處理來處理來處理，，，，而是提出一項可以一而是提出一項可以一而是提出一項可以一而是提出一項可以一次過次過次過次過包括所有歧視問題的法例包括所有歧視問題的法例包括所有歧視問題的法例包括所有歧視問題的法例呢呢呢呢？因因因因

為為為為，，，，現時現時現時現時尚尚尚尚有有有有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歧視歧視歧視歧視和和和和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未處理未處理未處理未處理。 

 

1-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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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4 

根本來說，歧視本身便是觀念上的問題，如果不立法便無法改變；立法是立法是立法是立法是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的的的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立了法立了法立了法立了法便便便便可可可可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了了了了。 

當然，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所有所有所有所有形形形形式的歧視式的歧視式的歧視式的歧視也也也也應該一應該一應該一應該一樣樣樣樣。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9-7-2008 

南華早南華早南華早南華早報報報報 CITY5 |  CITY |  By May Chan    

Unionist lawmaker Lee Cheuk-yan(李卓李卓李卓李卓人人人人) said the issue of one-woman brothels 

could be a labour safety issue in light of the series of murders and robberies of 

prostitutes.  

 

東東東東方方方方日日日日報報報報 A31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議員斥警方剝削性工作者 

多名議員不滿當局理據牽強，議員李卓李卓李卓李卓人人人人認為一樓一與一樓二分別不大，「睇唔

到性工作者會因而被操控」，批批批批評當局為兩成受評當局為兩成受評當局為兩成受評當局為兩成受操縱操縱操縱操縱的一的一的一的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就無就無就無就無視全視全視全視全行生計行生計行生計行生計及及及及

安安安安全問題全問題全問題全問題，「警方話為咗免（性工作者）受剝削，但係警方就成為剝削嘅一分子！」 



 

11-7-2000 

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蘋果日報報報報 A01 |  頭頭頭頭條條條條 |  頭頭頭頭條條條條《14團體高調維護妓女尊嚴 （政客比娼妓更污糟）》 

前立法會議員李卓李卓李卓李卓人人人人認為，以弱勢社群來作為政治籌碼正成為趨勢。「性工作者」

只是為了生計而從事有關行業，市民應給予憐憫及寬容。他說，以「一樓一鳳」

為例，她她她她們在們在們在們在住宅大廈內經營住宅大廈內經營住宅大廈內經營住宅大廈內經營，，，，對其他對其他對其他對其他住客確實構住客確實構住客確實構住客確實構成成成成滋擾滋擾滋擾滋擾，，，，但其程度但其程度但其程度但其程度未算未算未算未算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忍忍忍忍受受受受。。。。李卓李卓李卓李卓人人人人更贊更贊更贊更贊成社會成社會成社會成社會討討討討論娼妓論娼妓論娼妓論娼妓合合合合法化法化法化法化，，，，假如假如假如假如道德及道德及道德及道德及技術上技術上技術上技術上可可可可行行行行，，，，監管措施監管措施監管措施監管措施

將將將將更更更更為有為有為有為有效效效效。。。。市民如要道德批判性工作者，應先批判嫖客。 

 

11-7-2000 

星島日星島日星島日星島日報報報報 A03 |  要聞要聞要聞要聞 《劉千石李卓人聯署聲援「性工作者」 鳳姐也怒吼抗議

「政客逼害」》 

參與聯署的人士，包括一些社會團體如新婦女協進會、學聯，以及部分邊緣組織，

如「姐妹同志」及「街角」等。此外，剛卸任的立法會議員如劉千石、何秀蘭、

李卓李卓李卓李卓人人人人及梁耀忠，以及前立法局議員馮智活也聯署聲援。 

 

 

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 

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家暴條例納入同性同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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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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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藉以免除該法例在市民提出的訴訟中

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因性傾向歧視而被裁定違憲的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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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議純粹是讓同性關係人士在遇到伴侶施虐遇到伴侶施虐遇到伴侶施虐遇到伴侶施虐時能以快時能以快時能以快時能以快捷簡單捷簡單捷簡單捷簡單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獲得濟獲得濟獲得濟獲得濟助助助助，，，，而非而非而非而非

給予給予給予給予他們保他們保他們保他們保證證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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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5-4-2006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14 |  輕輕輕輕 ZONE特區特區特區特區《警色情場所放蛇議員促列禁手淫》 

議員何何何何俊仁俊仁俊仁俊仁批評當局「用花言巧語詭辯」，十分可恥。他質疑，臥底毋須待完臥底毋須待完臥底毋須待完臥底毋須待完成成成成

手淫手淫手淫手淫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後後後後才才才才表表表表露身露身露身露身分分分分，，，，除非他們需要以除非他們需要以除非他們需要以除非他們需要以體液作呈堂證體液作呈堂證體液作呈堂證體液作呈堂證供供供供，，，，警方亦可在中警方亦可在中警方亦可在中警方亦可在中途介途介途介途介入入入入

蒐蒐蒐蒐查查查查。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 

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傾向歧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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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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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況應酌情處理，但強強強強調不等於調不等於調不等於調不等於宗宗宗宗教教教教團體便團體便團體便團體便可歧視同可歧視同可歧視同可歧視同

性戀者性戀者性戀者性戀者。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29-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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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9 

本人近來接獲不少投訴，指有妓女在單幢式私人住宅樓宇單位內從事賣淫活動

（俗稱"一樓一鳳"），以致不時有嫖客按錯門鈴、在梯間等候或在附近街道徘徊，

對居民（特別是婦女）造成滋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估計現時以一樓一鳳形式賣淫的妓女人數； 

(二) 過去 3 年，當局每年接獲涉及一樓一鳳的滋擾投訴數字、採取取締行

動的次數、有關的檢控數字及定罪率；及 

(三) 除了警方就妓女在街頭招攬生意和犯罪集團操控妓女賣淫採取打擊

行動外，當局有何措施解決這些活動對居民造成滋擾的問題？ 

P.30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政府沒有針對娼妓及“一樓一鳳”的行動，但正正因

為沒有針對，所以導致這問題不斷惡化，而採取的措施也沒有任何效用。既然賣既然賣既然賣既然賣

淫本淫本淫本淫本身身身身不是一項不是一項不是一項不是一項罪行罪行罪行罪行，，，，政府會否考慮政府會否考慮政府會否考慮政府會否考慮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令這令這令這令這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適當的適當的適當的適當的監管監管監管監管以以以以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所所所所造造造造成成成成

的的的的滋擾呢滋擾呢滋擾呢滋擾呢？？？？例例例例如發牌管制如發牌管制如發牌管制如發牌管制，令這行為受到法例法例法例法例規管規管規管規管，或或或或把把把把賣賣賣賣淫淫淫淫列列列列為非法為非法為非法為非法行行行行為為為為，，，，使使使使

它它它它不會對居民不會對居民不會對居民不會對居民構構構構成成成成滋擾滋擾滋擾滋擾。請問政府會否考慮以發牌形式來規管，或把賣淫定為非

法行為，從而令這滋擾性的行為得到適當的監管呢？ 

 

我是問局長會否以發牌形式規管這類活動或將這類活動定為非法行為？ 

 

30-6-2005 

新報新報新報新報 A03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李少光：一樓鳳僅千人 議員轟低估情況 倡實施發牌制度》 



獨立立法會議員陳陳陳陳偉業偉業偉業偉業，昨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出，他近日收到不少投訴，指有妓

女在單幢式私人樓宇內從事「一樓一鳳」活動，對樓宇內居民造成滋擾，他在會

上向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詢問，當局有否措施解決「一樓一鳳」對居民造成滋擾的

問題。 

 

淫淫淫淫審審審審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14-1-2008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080114.pdf  

P.15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關注到，審裁處近期對同一套物品作出不同分類的多宗事件，反映影

視處完全缺乏協調，也沒有客觀的分類準則。他要求影視處訂立內部監控機制，

避免分類不一致的事件重演，導致或令人覺得存在選擇性檢控。 

P.16 

關於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認為，規管制度應在維護公眾道德與保護

言論和創意自由之間取得平衡。他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審裁處的運作和委任機制，

以及改善分類機制。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戀人戀人戀人戀人〉〉〉〉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P.28 

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陳偉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認為，節目〈同志．戀人〉是真實呈真實呈真實呈真實呈現同性戀者現同性戀者現同性戀者現同性戀者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的社會現的社會現的社會現的社會現象象象象，而

節目《秋天的童話》是一部著名電影。他對廣管局有關這兩個節目的裁決感到失

望，並批評該等裁決引起一些揣測，指政府府府府企圖透過僵企圖透過僵企圖透過僵企圖透過僵化的化的化的化的價值觀和價值觀和價值觀和價值觀和道德道德道德道德標準來標準來標準來標準來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人們的人們的人們的人們的行行行行為為為為。他認為廣管廣管廣管廣管局的裁局的裁局的裁局的裁決決決決會會會會帶來帶來帶來帶來反反反反效果效果效果效果，，，，即社會不即社會不即社會不即社會不穩穩穩穩定定定定、、、、打壓打壓打壓打壓及歧及歧及歧及歧

視視視視少數少數少數少數社社社社群群群群、、、、壓抑言壓抑言壓抑言壓抑言論論論論和創作和創作和創作和創作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就此，他察悉並深切關關關關注廣播機構已進行注廣播機構已進行注廣播機構已進行注廣播機構已進行自自自自

我審我審我審我審查查查查，正如香港彩虹在其意見書內提到，鑒於廣管局向港台發出強烈勸喻後，

訪問被取消。他又鄭重指出，政府政府政府政府透過工商透過工商透過工商透過工商及及及及科技科技科技科技局局局局局局局局長長長長對對對對廣管廣管廣管廣管局的局的局的局的操控操控操控操控，，，，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政政政政治壓迫治壓迫治壓迫治壓迫。 

 

《《《《中中中中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報報報報》》》》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2-5-2007 

星島日星島日星島日星島日報報報報 A21|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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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梁國梁國雄雄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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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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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發生鳳姐連環被殺案，有意見指法例應容許「一樓二鳳」，以保障鳳姐安全。

議員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認為「一樓一」及「一樓二」本質上沒有不同，呼籲呼籲呼籲呼籲當局放當局放當局放當局放寬寬寬寬政政政政策策策策；… 

 

 

11-7-2000 

星島日星島日星島日星島日報報報報 A03 |  要聞要聞要聞要聞 《劉千石李卓人聯署聲援「性工作者」 鳳姐也怒吼抗議

「政客逼害」》 

參與聯署的人士，包括一些社會團體如新婦女協進會、學聯，以及部分邊緣組織，

如「姐妹同志」及「街角」等。此外，剛卸任的立法會議員如劉千石、何秀蘭、

李卓人及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以及前立法局議員馮智活也聯署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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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及何秀蘭、有意參選的‘長毛’梁國雄及‘阿牛’曾健成，

部分聯署者表示，不會因為不會因為不會因為不會因為怕開罪選怕開罪選怕開罪選怕開罪選民民民民，，，，而不支持性而不支持性而不支持性而不支持性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者者者者爭取爭取爭取爭取權權權權益益益益。。。。 

 

 

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 

娼妓娼妓娼妓娼妓 

29-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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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2 

主席，根據局長剛才的答覆，這問題其實並沒有解決。一方面“一樓一鳳”確實對

居民帶來嚴重的滋擾，另一方面，性工作者要謀生，這是事實，而政府現行的處

理辦法引來的民怨也很大，因為問題仍沒有解決。因此，我想透過主席詢問局長，

局長會否就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透過研究來想出解決辦法，然後再諮詢立法會 

 

30-6-2005 

新報新報新報新報 A03 |  港聞港聞港聞港聞 《李少光：一樓鳳僅千人 議員轟低估情況 倡實施發牌制度》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亦批評，政府對以「一樓一鳳」形式進行賣淫活動的情

況視而不見，並指警方一向進行的打擊妓女賣淫的行動，只屬「治標不治本」。

他他他他認認認認為當局應盡快對現有的為當局應盡快對現有的為當局應盡快對現有的為當局應盡快對現有的「「「「一一一一樓樓樓樓一一一一鳳鳳鳳鳳」」」」實施發牌制實施發牌制實施發牌制實施發牌制度度度度，，，，令一直以此方式經營賣

淫的性工作者，免受不法分子操控及滋擾。 

 

21-11-2003 



文匯文匯文匯文匯報報報報 A12 |  香港新聞香港新聞香港新聞香港新聞    

《北角流鶯書店內拉客 一樓一鳳急增逾倍 居民遊行促當局正視》 

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指出：由於現行的法律存在漏洞，一名性工作者於單位內進行「一樓一風」

活動並沒觸犯法律。同時，部分擁有多個單位的業主，為求「快錢」，遂將部

分完整業權的單位，間隔成多個單位出租作為「一樓一鳳」，令大廈居民深受困

擾；連部分以往沒有「一樓一鳳」的大廈，如安寧大廈、恆英大廈、銀輝中心、

僑冠大廈等也出現「淫竇」。他要求當局修改法律，全面取締「一樓一鳳」。 

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續說，他聯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民建聯東區區議會議員顏尊廉及

朱漢華，在區內發起「一人一信」簽名行動，已經在短時間內收集到二千二百多

個簽名；他們強烈要求警方加大警力，掃蕩區內「流鶯」，亦要求當局立法取締

「一樓一鳳」。他透露，將於本周四向東區政務專員及東區區議會主席遞交請願

信，要求當局正視北角區內淫業問題。 

 

11-7-2000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 A07 |  港聞 《性工作者指政客迫害為選票》 

不過，近期十分高調要求警方反娼的民建聯東區區議員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王國興，對聯署聲明表示

不滿。他指北角區近兩年區內的「一樓一鳳」數目，由二十多間增至四十多間，

尋歡客對住戶構成滋擾，他堅持政府應修例，嚴禁住客大廈被用作色情場所。他

說﹕‘我又不選立法會，怎能說我博選票﹖’ 

 

 

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 

淫淫淫淫審審審審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17-10-2007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counmtg/floor/cm1017-confirm-ec.pdf P.38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條例規定，再犯者最高可處罰款80萬元及監禁1年。法例

指“再犯者”的意思是甚麼呢？因為我翻查過一些資料，例如某傳媒雜誌有百多宗

的定罪紀錄，但它的罰款只是由1,000元至5萬元左右。有百多宗犯罪紀錄的，應

否被視為再犯者呢？即局長可否就“再犯者”的定義方面，再向我們解釋一下呢？ 

…可否請局長再解釋一下“再犯者”的含義，怎樣才稱為再犯者，這點可否再解釋

一下呢？ 

 

12-7-2006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712-translate-c.pdf 

P.71 

主席，《壹本便利》第752期的封面及多版內頁刊登了一位14歲少女的性感照片，

事件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至今就上述事件接獲的投訴個案數目，以及有關部門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及目

前的進度； 

(二)過去3年，每年當局接獲媒體利用16歲以下青少年渲染性感或色情的投訴個

案數目；當中因涉嫌違反《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第579章）而轉介警方進

行調查的個案數目、被裁定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390章）的個

案數目，以及在這些定罪個案當中被判處的最高刑罰；及 

(三)會否加強防止媒體利用16歲以下青少年渲染性感或色情的行為，包括檢討現

行的法例；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