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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跨性別運動知多Ｄ 
 

新青少年性別焦躁研究引發爭議 呼籲聯署支持學術自由 

  英國婦女及平等事務部大臣（Minister for Women and Equalities）莫佩琳（Penny 

Mordaunt）指令官員調查為何在過去十年，到青少年性別診所求診的青少女大幅上升 40

倍——由 09-10 年度共 40 人，躍升至 17-18 年度的 1,806 人。（所有 18 歲以下青少年升幅

則為 26 倍，十年間由 97 人升至 2,519 人。而且，其他歐美社會亦發現相若趨勢。） 

  八月中，美國布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行為及社會科學系利特曼博士（Dr Lisa Littman）

發表了一篇同儕評審（peer-reviewed）研究，記錄了家長報告青春期子女突然出現性別焦躁

的情況。有別於之前已有廣泛研究的兩種性別焦躁症：一種是童年時出現性別焦躁的情況，

稱為「early-onset GD」；另一種是青春期後才發病，稱為「late-onset GD」。今次研究的類

型稱為「速發型性別焦躁」（Rapid-onset Gender Dysphoria, ROGD），是在青春期發育期間

或稍後才突然發病的現象，而且在兒童期並沒有性別焦躁的症狀表現。 

  上述研究在相關討論區及用「滾雪球」的方式招募那些子女突然在青春期表示患有性別

焦躁的家長參與問卷調查，最後獲得 256 份由家長填寫的有效問卷。以下是部分研究的發現： 

➢ 近 83%為青少女（與歐美社會性別焦躁個案急升，且大部分為女生的情況吻合） 

➢ 大部分（62.5%）在出現性別焦躁前已診斷出最少有一種精神健康問題或神經發展

障礙 

➢ 「出櫃」（聲稱自己是跨性別）後，那些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與家庭的關係惡化 

➢ 22.7%表示不相信非跨性別人士 

➢ 25%減少與非跨性別的朋友往來 

➢ 49.4%與家人疏遠 

➢ 46.6%表示只相信跨性別群體，有關於性別焦躁的資訊 

➢ 有 22.3%的青少年在網上獲取資訊，要怎樣說才能讓醫生處方賀爾蒙（例如某些用

語會讓醫生界定他們有自毀傾向）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情況是出現社交感染的情況，在 125 個家長知道子女密友圈（friend 

group）情況的回應中，有 36.8%表示那小圈子內的大部分成員均「出櫃」為跨性別。家長

形容有一種朋輩壓力，「出櫃」為跨性別認同的，會受到小組內其他成員歡迎；相反，那些

沒有性別認同問題的成員則會受取笑。其中一個案例顯示，4 個 14 歲女孩一起上堂，當教

練「出櫃」後，一年內 4 個學生全都宣稱自己是跨性別。另外也有個別例子是交到新朋友後，

不再認同自己是跨性別，但都要求家長為他們轉校重新開始，因為怕被從前的同學群起責難

及欺凌；其中一人更表示如果不離開，會有朋輩壓力進行醫學變性。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6172097/Investigation-ordered-number-transitioning-referrals-increase-four-thousand-cent.html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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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出現社交感染，利特曼博士亦推斷 ROGD 是青少年忽略自身創傷而使用了錯誤處

理機制（maladaptive coping mechanism）。ROGD 的情況與厭食症（anorexia nervosa）有很

多相似之處，譬如雙方都以女性患者為主、在青少年階段發生、高智商等。厭食症已知有社

交傳染的情況出現。當沒有正視自身的創傷或其他情神問題，而採取了不合適的處理方法時，

反而令精神健康惡化。因此，當醫生評估青少年求診者是否患有性別焦躁時，應該要留心求

診者的成長發展階段、有沒有受次文化影響，以及有否刻意隱瞞父母的情況出現。 

  利特曼博士嚴謹地記錄了這種新現象的一些面向，非常值得參考，也再次對變性風潮及

激進的跨性別運動敲響警鐘。這份研究自然有其限制，包括只有家長角度及使用滾雪球樣本

收集方式，因此無法測知社會感染的程度有多深，以及以變性作為自我問題的處理機制，到

底有多廣泛被使用，日後仍須進行更多相關研究。 

  然而，上述研究發表後，隨即受到跨性別運動倡議者強烈批評。原本布朗大學關於這份

研究的新聞亦撤回，並表示會重新檢視這份研究；同時間，刊出這份報告的網上期刊 PLoS 

ONE 亦表示會調查這份已刊出的研究。 

  一班家長隨即在網上發起聯署，要求布朗大學及 PLoS ONE 維護學術自由，保護旗下學

者。聯署不足一天已超過一千人參與，直至本文執筆之際，聯署已超逾 4,500 人。聯署者更

包括業界權威的醫生及研究員，另外各大傳媒亦紛紛報道事件，包括《經濟學人》、

Quillette、Medscape 等，更多可參看這文章。但布朗大學及 PLoS ONE 至今沒有進一步回應。 

  我們呼籲大家花點時間了解今次事件，參與聯署，支持利特曼博士及研究性別焦躁症的

學術自由。 

要求布朗大學及 PLoS ONE 維護學術自由和科學探究自主的網上聯署： 

https://www.ipetitions.com/petition/brown-university-and-plos-one-defend-academic 

泰晤士報調查發現 市政設施更衣室性侵犯案近九成於不分性別更衣室發生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調查發現，不分性別（unisex）的更衣室，對婦女而言，比單

一性別（single-sex）的更衣室更危險。近九成在市政府轄下公眾泳池及體育館的更衣室發生

的性侵犯、性騷擾及偷窺案件，在不分性別的更衣室發生。 

  《星期日泰晤士報》根據資訊自由法例（freedom of information (FoI) laws）向市政府取

得的資料顯示，2017-18 年間，在市政府轄下公眾泳池及體育館共收到 180 宗性侵犯、性騷

擾及偷窺案件的報告，當中 134 宗在更衣室發生，其餘 46 宗分別在泳池、球場、走廊、停

車場或不肯定確切地點發生。並非所有事件均有報警。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18/09/01/why-are-so-many-teenage-girls-appearing-in-gender-clinics
https://quillette.com/2018/08/31/as-a-former-dean-of-harvard-medical-school-i-question-browns-failure-to-defend-lisa-littman/
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01017
https://4thwavenow.com/2018/09/04/controversy-intensifies-over-littman-rogd-study-petition-now-signed-by-3700-no-word-from-brown-university-or-plos-one/
https://www.ipetitions.com/petition/brown-university-and-plos-one-defend-academic
https://www.ipetitions.com/petition/brown-university-and-plos-one-defend-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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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那 134 宗在更衣室發生的風化案報告中，近九成（120 宗）在不分男女的更衣室發

生，只有 14 宗在男或女更衣室發生。數字反映性別友善廁所對女性並不友善。 

  因為迎合跨性別運動倡議者的要求，以及減省職員成本，市政府轄下不分性別的更衣室

愈來愈多。儘管跨性別運動的倡議者聲稱將洗手間及更衣間改變成對跨性別人士更友善並不

會做成任何問題，但卻與現實數據不符；美國及台灣均錄得因為跨性別友善政策而發生的性

侵犯案件。「婦女公平競賽」發言人表示：「一個供婦女更衣的空間，當然要單一性別的。

這是顯而易見的、基本的保障。」 

【原刊於「性文化資料庫」，2018 年 9 月 5 日】 

英醫生：性別生理決定 新部門中止合約：違平等法 

英國《電訊報》報道，一名公營部門醫生接受培訓，準備調任「英國就業及退休金事務

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殘疾評估主任（disability assessor）一職。

培訓導師要求在填寫報告時，要依據病人認同的性別為準，該醫生認為這樣做有違自己的言

論和宗教自由而拒絕，最後被 DWP 終止合約，指有違平等法例。 

麥克勒斯醫生（David Mackereth）在國民保健署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工作

了 26 年，主要在急症室駐診。2018 年 5 月，麥克勒斯醫生開始受訓，準備成為「英國就業

及退休金事務部」的殘疾評估主任。殘疾評估主任的工作是評估傷殘福利申請者的情況，然

後撰寫報告。導師告訴麥克勒斯醫生填寫報告時，需以申請者自我認同的性別為準（而非客

觀生理性別）。 

麥克勒斯醫生表示他認為性別應該由生理及基因決定，反對基於申請者認同的性別作準。

導師向中介公司報告，中介公司回覆謂 DWP 堅持填寫報告時，必須依據申請者認同的性別

作準，否則「根據《平等法 2010》可能被控騷擾罪」。麥克勒斯醫生坦言基於良心他無法

依從這指示，因此工作合約被中止。 

「我並非攻擊跨性別運動，我只是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及信仰自由的權利。」麥克勒斯

醫生表示：「我認為我不應該被逼使用特定的代名詞。我不打算讓任何人感到不安；但如果

讓某些人感到不安會導致醫生被解僱，那麼社會必須檢視我們要往哪裡去。」麥克勒斯醫生

相信神創造人成為男和女的樣式，儘管他可以默不作聲保住工作，但他認為是時候發聲；他

也憂慮其他專業人士會因堅信性別應由生理界定而失去工作。 

DWP 發言人表示他們是依法辦事：「麥克勒斯醫生在受訓期間明確表示他會拒絕使用

與他個人對生理性別看法不相符的代名詞。我們希望所有評估員能夠具敏感度地進行評估並

遵守《平等法 2010》。」 

https://blog.scs.org.hk/2018/09/05/泰晤士報調查發現-市政設施更衣室性侵犯案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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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為甚麼我們一直反對將「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加入歧視法的受保護特徵——從

這例子可見，一個醫生，儘管他反對性別應由主觀心理認同界定，他只能昧著良心依從，否

則便可能工作不保。這種法例強逼人指鹿為馬，根本是不公不義的法律。歧視固然不應該，

但對於一些有爭議的特徵，反歧視法卻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我們應該另外尋求平衡雙方權利

的政策照顧有需要的 LGBT 人士，這樣才最符合社會長遠利益。 

【原刊於「性文化資料庫」，2018 年 7 月 10 日】 

加拿大青年改性別求付低廉車險費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Alberta）青年申請更改性別身份只求年省 1,100 加元汽車保險費用。 

  拒絕透露身份的「大衛」二十出頭，向記者坦言利用法律漏洞省下一筆汽車保費，他本

身沒有性別認同的問題。曾有駕駛事故記錄的大衛，想買一部新的「雪佛蘭」汽車，保險公

司向他報價一年保費約需$4,500 加元。他得知若他是女性的話，每年保費只需約$3,400 加

元——因為統計數字顯示 25 歲以下的男性事故風險較高，故此他們一般要付更高保費。 

  大衛知道申請改變性別身份要有醫生證明，「這很簡單，基本上我只是提出要求，並且

告訴他們我認同自己是女性，或者我想認同為女性，他給我寫了我想要的那封信。」甚至，

醫生證明的規定已於 18 年 6 月 8 日取消，阿爾伯塔省成年人現時更改性別標記已毋須醫生

證明，而且可選擇「性別 X」。 

  大衛將醫生證明連同其他申請文件寄給政府，幾星期後他便收到標註為「女性」的新出

生證書。大衛意想不到整個過程如此簡單，更為他成功越過制度省下一筆金錢而非常高興，

他對記者表示：「我是一個男性，百分百；但在法律上，我是一個女性。我這樣做只為了較

便宜的保費」。 

  大衛表示他無意突顯要更改性別身份有多容易，或批評、揶揄跨性別權利，他只是針對

保險制度。歐洲法院早於 2011 年已下令業界在汽車、人壽及醫療保險計劃中取消性別的考

慮。加拿大保險局發言人表示聽聞有人會利用更改性別的漏洞少付車險費，但不知有多少個

案，只重申作出虛假聲明等同發假誓，有機會影響日後購買保險的申請，或其他生活範疇。 

  如果從「用者自付」的原則，保險公司向較高危的群體收取較高保費，而免除從其他群

體的收費中補貼，倒是無可厚非。從各種跨性別爭議事例來看，取消兩性界線，最終還是女

性要付上代價。 

【原刊於「性文化資料庫」，2018 年 7 月 31 日】 

  

https://blog.scs.org.hk/2018/07/10/英醫生-性別生理決定-新部門中止合約-違平等/
https://blog.scs.org.hk/2018/07/31/加拿大青年改性別求付低廉車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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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心回意轉：一位女同志不可思議的信主過程》 
 

文：鄭安然（香港性文化學會項目主任、婚姻倫理資源中心生命教育主任） 

  在今早的「 港九培靈研經會 」上，鮑維均

博士分享了一位女同志教授 Rosaria Butterfield 

的見證，本會也有她見證的中文譯本，稍後會總

結這書內容跟大家分享，以下作一些關於她的簡

介。 

  Rosaria 在 28 歲時「出櫃」承認自己是同性

戀者，也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及提倡酷兒理論的活

躍份子。她取得英國文學及文化研究的哲學博士

學位後，在美國的雪城大學英文系任教，也負責

任教女性研究的課程。她曾形容，整個同志運動

在校園的巨大影響力，是她有份創造出來。 

  她出版過很多學術文章及書籍，如一本叫 The Politics of Survivorship: Incest, Women's 

Literature, and Feminist Theory （暫譯：《倖存者的政治：亂倫、女性文學及女性主義理

論》）的書。她的研究興趣集中在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及 19 世紀的英國文學。 

  她在 1999 年在大學得到終身教席，同年成為一個基督徒，在 2001 年結婚。 

  她出了一本書，英文叫 The Secret Thoughts of an Unlikely Convert: An English Professor's 

Journey into the Christian Faith（《心回意轉：一位女同志不可思議的信主過程》）。在書中，

她分享了一個由「後現代女同志教授」轉變為「改革宗長老會牧師太太及全職媽媽」的過程。 

  其後，她發展了一個事工，常常跟學生接觸，也不斷在教會及大學分享她的經驗。她現

在跟丈夫及子女一同生活。 

  她沒有以「前同志」自稱，也不認為基督徒應該自稱為「同志基督徒」。身為一個教英

語的教授，她說一個形容詞的工作，是要改變那個名詞。她指出：基督教最重要的目的不是

把同性戀轉變為異性戀。這看法忽略了悔改及向罪得勝是神的禮物，也忘記了我們即使仍在

性的試探中，仍能成為基督的身體。否則，這只是現代版的榮耀神學。（小編按：對比改教

前羅馬大公教會的榮耀神學） 

  若大家有興趣，可以購買她的書，我們稍後也會詳細向大家介紹她的書。  

【本文原刊於 Facebook，8 月 7 日】 

https://www.facebook.com/hkbibleconference/?fref=mentions&__xts__%5B0%5D=68.ARAP3oO0oHRQGEDI0sIo5wI7pEIcDF7bEVF_NNbnOGmxGavkTJrOqnYJwSY66N7kjUuaI16HTGSjFfJSCuEa9rNtXT9zF8pnU4OgLFaCkjg7OccDMknN_QfQCpADLYkIYEkVCwiGoMrLlR2NuQOTXayvmtC-PD54plTaa4NLd_f2O9WnEkzd5g&__tn__=K-R
http://logos.com.hk/bf/acms/content.asp?site=logosbf&op=search&type=product&match=exact&field=code&text=RT408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photos/188912952444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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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當哈利變成莎莉》——反思跨性別議題」研習組第三講花

絮 
 

整理：陳靈騫（香港性文化學會項目幹事） 

  緊接著首兩場的「《當哈利變成莎莉》——反思跨性別議題」研習組，第三場已於

2018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舉行，當天約 50 人出席。是次研習組邀得伯特利神學院系統

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主講《當哈利變成莎莉》一書的第三章〈逆轉變者訴說他們的故事〉，

以及本會研究主任陳婉姍女士主講第八章〈影響公共利益的政策〉。 

第三章：逆轉變者訴說他們的故事 

  在進入第三章內容以先，李少秋博士以重生身體的聖

潔作引入並分了五個部分來說明，從而帶出身體的重要性，

不論任何人和性別都是寶貴的，以扣連第三章的重點內容。 

  李博士先以二元學說道出身體是聖潔的，很多事物都

是分開兩邊，就如男和女丶身體與靈魂一樣，兩個性别是

互相補足，兩者都同樣重要的。基督教著重身體，有身體

便可認識上帝，因祂是道成肉身來拯救我們。聖餐說明了

身體的重要性，主的身體，基督的血為我們而傾流，不論

物質或靈內，聖餐可讓我們整個人投入。身體能經歴靈性

的活躍，性是上帝奇妙的工作，通過性行為產生了有上帝

形象的新生命，一個身體碰上另一個身體是神聖相遇，基督教的婚姻裏，一男一女結合，赤

身露體並不羞恥。身體在家庭更是全人的投入，我們不是透過思想而是身體認識上帝，以身

體與人交流丶接觸，將上帝的見證帶到人前，身體讓我們可參與上帝的工作。 

  李博士接著以「變性風雲」為命題深入講解第三章的內容，帶領與會者逐一探討章節中

不同逆轉變者的個案。他指出「逆轉」即是假若原生性別是女性，然後變為男性，最終又變

回女性，這便稱為逆轉變者。第三章一共有六個逆轉變者例子，頭四個也是青少年，在十多

歲的時候已經歴性別認同障礙。故事一的主角 Ria Cooper 原是男性，在 12 歲時認為自己是

活在錯誤的身體當中，因此年僅 15 歲便開始逆轉自己的性別，成為英國最年輕的變性者。

另一些例子如 Max 和 Crash 則想變成男生，因為她們覺得女性是被眨低和被玩弄的，Crash

更因媽媽的自殺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希望變性能為自己重拾自主權。而另一個故事主角

Carey 更視自己的身體為敵人，30 歲時開始以男性身份生活，亦有的因為是童年陰影如曾遭

性虐待而希望轉換性別。以上的例子都一一反映出逆轉變者變性的原因丶經歷及感受，可是

伯特利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李少秋博士 



 

8 

很多都發現其實以另一個性別生活並不是預期般開心丶快樂和受認同，不能單憑感覺便衝動

行事，因此再逆轉回原來的性別或仍處於性別不安的狀態。 

  一位與會者問到若在街上碰見跨性別人士，我們可有怎樣的反應？李博士認為當然是以

友善的態度對待他們，不論對待任何人丶動物及植物也應如此。台下的關啟文教授也回應表

示特別是基督徒更應加倍用友善的平常心，不可與他們對立，否則令他們更覺受傷害，其次

亦會加強倡議立反歧視法的壓力。 

  李博士一開首帶出基督教如何看重身體，不論男女，上帝同樣視為寶貴。反觀書中的例

子，逆轉變者受著社會文化的影響丶性別認同障礙或自身過去傷痛的經歷等都令他們不認同

甚至很討厭自己的身體，因而想以變性來處理自己性別不安的問題；後來發覺變性沒有解決

他們原本的問題，新身份甚至帶來更多問題，因此要回復本來的性別身份，可惜身體已受損

害。李博士藉此寄語信徒應給跨性別者多一分關懷，如同上帝，不論我們是誰也會記起丶看

重我們每一個，願信徒都能以神的眼光去憐憫跨性別者。 

  綜觀第三章的內容，是很好的真實故事讓我們對逆轉變者有更深的認識及了解，李博士

認為若作者能親自專訪這些逆轉變者，而不是只從網絡上徵引資料，相信第三章必定更有說

服力。 

第八章：影響公共利益的政策 

  自美國 2015 年開始跨性別運動的發展，縱使未普及全球，此運動對該國的公共利益政

策已有著重大的影響。於 2016 年，美國當時的奧巴馬政府發出新指引給全國公立學校，重

新詮釋教育條例修訂條款 Title IX 內的「性別」概念，這原為保障女學生得到平等教育和待

遇而設立的條款。新指引表示校方不能再規定跨性別學生只能使用獨立洗手間，也不用學生

出示證明，學生可依性別認同自由使用。奧巴馬政府的大力支持為跨性別運動助燃。 

  第八章內容主要以意識形態灌輸丶私隱丶安全丶平等和反歧視法強推正統思想這五方面

續一闡述。 

  首先，如何意識形態灌輸？就是以反欺凌為名，在學校推行一套性別認同的政治正確語

言來打壓異見，強逼所有師生必須接受性別認同概念，家長無權反對。有教師不認同此意識

形態便遭針對或解僱，學校在幼稚園階段已開始灌輸學生讀相關意識形態書籍。家長知道後，

反對並不讓子女上這些課，同時非常擔憂子女的學校生活，例如要和異性共用洗手間和更衣

室丶要學習沒有科學根據的性別理論及恐怕子女因為沒有依照跨性別學生指定的人稱而受罰

等。可是性別認同政策未必真的能幫助跨性別兒童，反之可能將他們不必要地送上變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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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過去的臨床研究顯示約八成跨性別孩子成長後，性別焦躁的感覺會自然消退，不再跨性

別。 

  除此之外，性別區隔的設施是為了保護身體私隠，若洗手間及更衣室可供跨性別者共同

使用，私隠便可能不受保障，一些曾受性侵犯的婦女反對讓跨性別人士使用異性設施。同時

性罪犯會利用性別認同政策，更易達到目的。犯罪學專家表示並非假設跨性別人士會犯案，

而是一般男人可聲稱跨性別進入女廁。為性罪犯提供新辯護理由，更難證明犯罪意圖，性別

認同政策令婦女和兒童受侵害的機會提高。例如英國市政府轄下設施更衣室 17-18 年度有

134 宗性侵犯報告，當中九成來自不分性別的更衣室。 

  性別認同政策同時亦會帶來不平等及逆向歧視的問題，例如在運動競技中，女生與跨性

別學生作賽不公平，一些真實例子如跨性別人士使用健身中心女更衣室引起爭議以及曾受性

侵犯女性，入住婦女庇護中心，被逼與跨性別人士同房，抗議不果反被逼遷等情況發生。 

  以上種種都反映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及問題，作者安德生認為性別認同歧視法並非保障基

本人權，而是強推一種激進的意識形態給社會，用一種新的正統觀念取代傳統信念，因此建

議政府：性別認同不等於性別，所以不應該將之納入受歧視法保護的特徵，其次性別區隔的

公共設施應該以生理性別劃分，有性別認同障礙人士應獲得其他合理可行的措施幫助，而私

人機構亦應該被容許有自己的政策，同時法庭不應僭越立法機構制訂社會政策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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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性文化消息 
 

【逆向歧視】 

➢ 佩奇案最新發展：2015 年，我們曾報道過英國家事法官佩奇（Richard Page），因為認

為孩子較適宜在有父有母的家庭成長，被暫停家事法官職務。隨後佩奇更被服務了二十

年的公營醫療機構暫停非執行董事一職。佩奇向勞資審裁處申訴遭歧視被駁回，現獲准

上訴。佩奇法官堅信孩子最適宜由有父有母的家庭照顧，合乎一直以來的科學證據，以

及常識直覺，可是卻不容於同性戀「平權」運動的意識形態。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因為堅

守信念，不屈於主流意識形態而被趕出專業領域。這種「一言堂」式的發展誠非追求自

由多元的民主社會之福。依英國社會及司法系統的發展方向而言，佩奇法官的案件也許

未可樂觀，然而我們的關注並非全無意義，希望在香港的我們最少能有所警剔，反思所

謂的「平權運動」到底正在帶領我們往哪裡去。 

➢ 曾受性侵加婦投訴被逼與跨性別者同房，反被指歧視。37 歲的漢娜（Kristi Hanna）之

前曾遭受性虐待，有酗酒及吸毒問題，正住在 Jean Tweed Centre——一間專門協助有濫

藥、精神及賭博問題的婦女的臨時收容所。根據漢娜向安大略人權審裁處（Human 

Rights Tribunal of Ontario）作出的投訴所述，收容中心分配一名未做變性手術的跨性別

人士與漢娜同房，導致她出現壓力、焦慮、強姦回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

狀及失眠。漢娜曾與那跨性別人士同住兩個晚上，對方的言行令難娜不安及驚恐，她遂

向收容中心反映。可是收容中心職員卻表示這一切關乎包容，如果無法容忍便只有離開

一途。收容中心提出可幫漢娜換房，但那間房由於相連走火通道，連可以關上的門子也

沒有，因此漢娜拒絕了。在離開收容中心前，漢娜已住了七個月。 

➢ 烽煙未息：美國蛋糕師 Jack Phillips 再涉歧視訴訟。一名名叫斯卡迪納（Autumn 

Scardina）的律師致電菲利普斯的蛋糕店 Masterpiece Cakeshop，要求訂製一個外面是藍

色，裡面是粉紅色的生日蛋糕，目的是慶祝生日及「出櫃」紀念（他於生日公開跨性別

身份——由男性變為女性）。接電話的店員得悉訂製的蛋糕是慶祝變性時，她拒絕了斯

卡迪納的訂單。隨後斯卡迪納再致電蛋糕店，向另一店員提出相同要求，同遭拒絕。後

來斯卡迪納向科羅拉多州民權分部（Colorado Civil Right Division）投訴遭性別認同歧

視。2018 年 6 月 28 日，事件發生後一年，民權分部總裁埃萊斯（Aubrey Elenis）發出

立案判決（Probable Cause determination），裁定 Masterpiece Cakeshop 違反了該州歧視

法，勒令雙方進行調解。 

➢ 一對結伴 37 年的女同性伴侶想申請入住一家以基督教信仰營運的長者之家，卻被院方

告知不符合規定，拒絕申請。該對女同志現入稟法庭控告長者之家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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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 

➢ 家長反對建功，加安大略省廢除激進性教育課程。安大略省教育部長湯普森（Lisa 

Thompson）於 7 月 11 日公布，廢除 2015 年推出的性教育課程指引，新學年學校的性

教育課程將會暫時回復 1998 年的指引。教育部同時著手進行廣泛諮詢，徵詢家長意見，

製訂新性教育課程。2015 年性教育課程廣受家長質疑不適合學童之發展階段，如三年

級（8、9 歲）教同性戀及性別認同；11、12 歲教自慰；再高一年級的內容甚至包括口

交及肛交。課程還建議七年級學生（約 12 至 13 歲）帶備避孕套，以備「不時之需」；

八年級學生開始規劃個人性活動；六年級便會被告知男、女以外的六種性別（gender）。

的確，家長教育權是國際人權標準，從《世界人權宣言》到《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ICESCR）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等國際人權公約

均肯定家長擁有對子女的教育權。學童的性教育，應充份諮詢家長意見。與此同時，加

拿大的例子讓我們見到，家長的聲音是重要的。作為家長要留心學校把甚麼教給我們的

孩子，當政府或校方要把不適當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孩子時，家長必須組織起來發聲反對，

甚至善用「手中的一票」，要求從政者守護善良風俗、守護孩子。 

【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治療】 

➢ 新研究再證同性性吸引治療（SOCE）有效。一項同儕評審（peer-review）的新研究發

現，在 125 名曾經過性傾向改變的努力（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的男

平信徒當中，大部分向異性性吸引、性身份及性行為轉移，而且有高效應值（effect 

size）；在減少自殺可能、抑鬱和濫藥，以及增加社會功能（social functioning）及自尊

上，亦錄得一般至顯著效果；再者，幾乎所有人表示完全沒有不良影響或只有輕微影響。

研究結論表示 SOCE 對平信徒非常有幫助，但不適用於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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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學會消息 
 

1. 歡迎學會新同工項目幹事陳靈騫（Rachel）到職，願主恩佑及帶領陳姊妹的事奉。 

2. 10 月 9 日（二）有最後一場《當哈利變成莎莉》——反思跨性別議題」研習組，當天

請得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物科技部老師吳庶忠博士及本會主席，浸大宗哲系教授

關啟文博士分別主講《當哈利變成莎莉》第三及第七課，歡迎報名出席。 

3. 學會最新出版《婚姻的社會價值》（Why Marriage Matters）小冊子。此小冊子由多位

研究家庭的學者撰寫而成，從多項社會科學研究歸納出三十項結論，論證健康的婚姻關

係，對男女雙方及孩子以致社會整體，皆有重要的公共利益。完整、有血緣關係且已婚

的家庭，是家庭生活的最高標準。孩子在這種家庭模式下成長，不論經濟、社交和心理

各方面，多數有出色表現。現時備有電子書，可供網上閱讀。 

4. 得到「鄧侃筠教育基金」資助，婚姻倫理資源中心推出「珍愛『升呢』——青少年情性

教育課程」，教材會以「拍拖與戀愛」作主軸，讓青少年了解「愛」是一種需要建立的

能力，像打機一樣需要「升呢」 (升 level)，預備將來的美滿關係。核心課程共四課，

另有其他單元講座，歡迎學校、教會聯絡我們同工，度身訂造適合 貴團體青少年需要

的課程。 

5. 守望者計劃：面對未來艱鉅挑戰，我們期盼更多弟兄姊妹興起成為「文化守望者」，我

們希望大家參與「禱告守望」、「事工守望」和「財政守望」，詳情按此。 

6. 性開放的思想不斷在學界和年青人中發酵，影響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性」

在有理——青少年性教育通識特刊》概論青少年性教育現況，並提倡全人生命教育，歡

迎教會索取。 

7. 《婚姻值得維護嗎？》2015 年第二版小冊子歡迎教會索取。 

8. 我們的電子書資料庫已全面開放，歡迎瀏覽及下載，網址：http://issuu.com/hkscsbooks。 

  

https://bit.ly/2rcJf9k
http://www.scs.org.hk/b5_products01_details.php?product_id=21
http://www.scs.org.hk/form/reply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issuu.com/hksc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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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性文化代禱事項 
 

1. 「性別承認」公眾諮詢完結，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將會整理市民意見和研究下一步行動，

求主賜智慧給小組成員，辨清意識形態與客觀真理的分別，捍護香港的兩性制度。 

請禱告記念： 

a. 求主保守政府能有智慧處理性別承認事宜，回應性別認同有障礙人士需要的同時，

維持社會行之有效的兩性制度。 

b. 求主保守香港不要放寬現時改變性別身份的標準，也注意跨性別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2. 跨性別人士的司法覆核案件正在高等法院開審，求主賜智慧給法官，肯定兩性制度對香

港的重要。 

3. 婚姻倫理資源中心正開展性教育事工，求主使用，讓更多人得到祝福。 

4. 台灣於 11 月 24 日舉行選舉投票，下一代幸福聯盟成功推動三項關於家庭價值的公投，

包括婚姻定義公投、適齡性平教育公投及婚姻以外形式規範同性結合公投，求主祝福台

灣持續發展符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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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陳婉珊 

地址：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184-190 號 

龍祥大廈 9 樓 A 室 

電話：3165-1858 傳真：3105-9656 

網址：www.scs.org.hk  電郵：info@scs.org.hk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kscs  

「性文化資料庫」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00am－6:00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如希望認識我們更多，請瀏覽

我們的網頁，我們是很需要您

的支持，請即登入我們的網頁

下載及填妥回應表郵寄或傳真

給我們，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

的事工！謝謝！ 

VII. 2018年 1月- 8月財政報告 
 

收入項目 HK$ 支出項目 HK$ 

經常費奉獻* 884,600 同工薪津 390,976 

2017 守望家庭步行籌款 18,640 租金及行政開支 271,643 

講座及活動 25,545 講座及活動開支 9,555 

銷售及其他 28,669 銷售開支 4,753 

總收入 957,454 總支出 676,927 

  盈餘／（不敷） 280,527 

 

✽ 經常費收入包括 2018 年 6 月份收到「中國播道會港福堂 2018 年全年奉獻 HK$100,000」

及「中國播道會恩福堂 2018-2019 年度奉獻 HK$65,000」 

http://www.scs.org.hk/
mailto:info@scs.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