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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跨性別運動知多 D 

文：陳婉珊（研究主任） 

今期要介紹兩名重拾女性身份的前跨性別青少年的故事。從芸芸「逆轉換」（de-transition，

指放棄跨性別，重新認同原生性別身份的情況）的例子中，筆者首先是被故事主人翁的插畫

吸引的。她們相遇之時，都是「跨男」，當深入分享彼此的經歷感受，才慢慢發覺她們需要的

不是變性，而是源於對成長的困惑。她們現時成立了一個網站，讓其他經歷「逆轉換」的青

少年分享他們的故事——而她們會為那些故事加上插畫，平添色彩。 

由「她」到「他」，再到「她」——兩個歐洲跨性別青少年的成長之旅 

她們的故事，是由《英國廣播公司》

（BBC）訪問和報道的。21 歲的艾莉（Ellie）

出生於比利時。小時候艾莉並沒有性別不安

的情況，但成長的經歷令她討厭自己的女性

身份。因為她愛好男孩玩兒，被其他孩子欺

凌；她也不明白，為甚麼媽媽不讓她像其他

男孩那樣，赤膊出外玩。16 歲時，她決定服

食男性賀爾蒙，以為當個男孩會更好：「我看

了一些服食睪酮的跨性別男孩的 YouTube視

頻，他們從腼腆的女同性戀變成一個超級受

歡迎的英俊男生。我自忖自己也有這種可能

——感覺我應該擁有男性的身體。」 

但當時艾莉想取得賀爾蒙藥物的話，必須得到家長同意。她看的第一個醫生建議她多等

一會，不必急著變性，但艾莉只想到那醫生是「恐跨」（transphobic），二話不說轉去看另一個

支持她變性的醫生：「他告訴我的父母，所有［藥物的］影響都是可逆轉的——這是最大的謊

言。我做過研究，知道這名醫生不可信任。但是我很高興他這麼說，因為那時我的父母同意

了。」艾莉的父親表示，他和太太對女兒要變性感到震驚，想勸女兒多考慮一下，但醫生說

賀爾蒙對他們的女兒有好處，當時他們才無奈接受了。 

艾莉 17 歲時做了切除乳房手術。稍後，當她高中畢業，她去了德國升讀大學。她在那裡

遇見妮爾（Nele）。 

向醫生隱瞞患有厭食症 

重拾女性身份的艾莉（左）和妮爾（右）。（圖：BBC） 

https://www.bbc.com/news/stories-5180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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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 24 歲，生於德國的妮爾不像艾莉那麼「男仔頭」，相反身體的成熟，卻為她帶來很

差的經驗：「我遇上很多被調戲的經歷。我旁邊有一條街，我未試過走到那兒而沒有被男人打

量的。我逐漸意識到，我將所有這些都內化了——在社會上，我被視為一種性感的，男人渴

望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可是妮爾的自我形象並不高，儘管自覺有同性吸引，但卻不敢「出櫃」表示自己是女同

性戀者，怕被朋友嫌棄。後來表示自己是雙性戀，彷彿這樣會安全一點。也許是討厭被男人

注視，也許是不滿意自己作為女性的身體，妮爾想模仿跨性別男生把乳房切除。但當她接觸

愈來愈多跨性別的資訊時，她真的自覺有性別焦躁症：「當時我想，我不必假裝是跨性別的，

我就是跨性別。」她聯絡跨性別組織，對方把她轉介到性別診所。診所醫生沒有懷疑妮爾的

話，很快就診斷她為跨性別。妮爾也羞於向醫生坦白，她患有厭食症的事。因為她怕醫生知

道她有其他精神問題，會停止跨性別的療程。 

一些醫生認為，飲食失調症有機會導致性別焦躁症。英國心理治療師 Anastassis Spiliadis

專門診治患有飲食失調症和性別焦躁症的人，他表示他有很多 20 歲左右的女病人都經歷「逆

轉換」：「他們認為轉變到不同性別可以緩解厭食症和焦躁，但事情要複雜得多。他們後悔服

用睪酮和進行手術。但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其中一些人仍未擺脫飲食失調症。」他認為患有

厭食症或暴食症的人，並不適宜作出不可逆轉的醫療決定——說的是變性的藥物和手術治療：

「我們知道飲食失調會在生物心理社會層面影響人們。那些在醫學上、身體上及認知上受到

損害的人，對自己或身體的看法可能出現扭曲。」 

相遇相知，終明白跨性別只為逃避問題 

去德國讀大學時，艾莉已是「跨男」的身份，起初她適應得很好，身邊的人都讚她轉變

得很成功，因為從外表看不出她是跨性別。然而生命的旅途卻沒有艾莉想像般順利，漸漸她

覺得頂著男生的身份生活怪怪的，譬如她要避談童年的趣聞軼事，免得暴露了跨性別身份：

「當我被視為順性別男人（cis man）時，我感到不自在，而且我開始覺得自己不屬於任何性

別。」 

約會是另一個問題。雖然艾莉是喜歡女性的，但她又不想被視為一般的男性（直男，straight 

guy）。她又無法與順性別男人真正連結上，於是她想到，也許約會另一個跨性別男性會行得

通。艾莉透過約會軟件認識了妮爾，雙方可說是一拍即合。很快她們便同居，在艾莉支持下，

妮爾也進行了乳房切除手術。 

她們脫離跨性別身份的轉捩點，卻是因為艾莉修讀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課時，對跨

性別運動活躍分子與基進女權分子的論戰感興趣，她們開始討論和探索她們的性別認同和成

長歷程。與此同時，她倆都診斷出陰道萎縮症——一種更年期女性常見的毛病，亦是服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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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賀爾蒙的副作用之一。她們獲處方雌激素藥膏，但似乎不太有效。於是她們索性停服睪酮，

她們的身體本來就會生產雌激素。 

但停服睪酮是一回事，轉回女性身份生活又是另一回事。她們都有疑慮，艾莉道：「我害

怕終止荷爾蒙會回復原來的身體，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自然的身體是怎麼樣的，因為我很年青

便變性。」妮爾說：「回轉的念頭令人恐懼，因為我為了逃避自己的問題而轉變。逆轉換意味

著要面對我從未設法克服的問題。」 

結果似乎令她們驚喜。艾莉對於身體線條變得柔和十分受落；妮爾也慶幸自己沒有切除

子宮，能自行生產雌激素，使身體回復女性化的外觀。但不是所有轉變都會重回正軌，妮爾

說：「我的聲線永遠不會回來。我以前很喜歡唱歌，以後再也不會唱歌了。我的聲線變得很單

調，聲帶運作的方式不再一樣。當我打電話給某人時，別人會以為我是男性。」 

重新上路 積極樂觀 

英國巴斯大學（University of Bath）臨床心理學家巴特勒（Catherine Butler）表示僅有的

研究顯示「逆轉換」的情況十分罕見——少於 0.5%，可是現時仍缺乏大型的追蹤研究。在網

絡上卻聚集了一班為數不少的「逆轉換」者。在這領域缺乏研究意味著一班「後跨性別人士」

難以得到支援，他們只能自行組織互助網絡。艾莉和妮爾設立了一個網站 post-trans.com，讓

一班後跨性別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妮爾是專業插畫家，她會為那些故事加入插畫。 

 
妮爾為後跨性別者的故事添加插畫，十分吸引。（圖片擷至 post-trans.com） 

https://post-trans.com/
https://post-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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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和妮爾現正努力適應回復女性身份的生活，暫時無意做手術重建乳房。對於艾莉而

言，她會視之為人生旅程的一部分。而妮爾也顯得沒所謂：「身體會隨著年華老去和意外改變

——我沒有為失去乳房而傷心。」反而從前的男性角色有時會為她們帶來安全感，譬如夜闌

人靜獨自在車站候車，遇上男性走近會令妮爾警覺起來——如果對方認為她是男性的話，便

少了一重顧慮。妮爾一度當上男生還有意外收獲，當她還是女生時，自我形象低落，自覺只

是一個愛畫畫的女生；但當她轉換成男生時，她覺得可以當專業的自僱插畫家：「突然間我想，

『哦，我能做那些事。』我經常聽到跨性別男生感到更加自信。我也有同樣的經歷，所以我

會維持下去。」 

有別於我們以往接觸的「逆轉換」故事，艾莉和妮爾都顯得十分豁達，對於錯誤踏上變

性路而切除乳房，在訪問中並沒有顯得十分後悔，甚至認為在男性角色中獲得益處。愈來愈

多的「逆轉換」故事出現，他們的經歷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包括：大部分小時候沒有性別焦

躁的情況，就算有，都如同其他沒有的後跨性別人士一樣，是在網上接觸到關於跨性別的資

訊後，才有強烈的變性想法。另外，跨性別運動組織都支持他們變性，並告訴他們，如不變

性便只有死路一條。在醫療層面，他們都表示沒得到很詳細的檢查，性別診所醫生很快便給

他們展開變性的「一條龍」醫療程序。當然，這不是說所有的兒童或青少年性別焦躁症都可

以不藥而癒，但是實情似乎是很多兒童及青少年在未經長期和嚴謹的測試下，已開始了不可

逆轉（或至少是未經確切證實可逆的）的變性醫療程序，情況令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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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講下心·講下性」網上聚會四場花絮 

文：鄭安然（生命教育主任，婚姻倫理資源中心） 

  十多個爸爸在疫症蔓延下仍「不停學習」，在 2 月 18 日、25 日、3 月 1 日及 8 日參加了

由本會「婚姻倫理資源中心」及維護家庭基金「好爸爸中心」合辦的「講下心·講下性」爸爸

網上聚會系列 2020，由鄭安然先生及招雋寧先生作主持，把兩間機構的長處，即性教育及父

職研究，結合一起，祝福時下家庭。以下跟大家分享四晚的精華內容和家長貼士。 

第一場主題：「阿仔小便時偷睇隔離，爸爸點做好？」 

  經過當晚主持及參加者的坦誠分享後，各人都分享了一些令他們最深刻的地方。一位爸

爸形容自己本身比較傳統，一直不知如何開口跟兒子談性，但經過當晚後，他加強了自信心。

又有一位爸爸分享，當他知道兒子偷看別人如廁時，知道不需要立即指責他的做法不禮貌，

可以先發掘他背後的原因，表達明白，最後才作出教導。亦有一位爸爸發現，當兒子跟自己

分享被同學欺凌時，原來可以欣賞兒子跟自己分享的做法，以致在日後發生類似事情時更願

意跟自己分享。 

好爸媽 TIPS： 

一、發掘原因 

兒子進入幼稚園至小學階段，會對自己身體好奇，也開始有同性朋友。若兒子看別人如廁，

很多時是基於好奇，沒有惡意。爸爸可以先詢問原因及表達明白，也可分享自己兒時類似經

歷，再給予合適教導。 

二、發掘感受 

若兒子如廁時被同學偷看，然後跟你分享，可以用是非題的方式發掘他的感受。例如：你是

否覺得委屈？無助？讓他回答是或不是。然後再按情況頻密及嚴重性具體處理。 

三、廁所談性 

很多時，父親與年幼兒子一起洗澡或浸溫泉，都是父子親密傾計的時間。兒子或許會好奇你

的身體跟自己身體的不同，然後有很多問題。爸爸可珍惜這段時間，以自然大方的態度回答

兒子疑問，讓兒子心理上預備和期待青春期變化，如跟兒子說：「你將來也會如此，你喜歡嗎？

爸爸會為你的成長感到開心」或「爸爸以前也害怕青春期變化，但後來知道這是正常，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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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適應了，我相信你也可以。」爸爸是兒子第一位男性健康形象的楷模，角色重要，各位爸

爸加油！ 

第二場主題：「阿囡話要做女神——社交媒體與少女自我身體價值」 

  由於反應熱烈，參加名額在宣傳後幾小時內已爆滿，因此我們在當晚加開一場。有爸爸

分享自己就讀小學的女兒喜歡韓星，當她看一些女團 MV 的性感火辣舞蹈，會覺得自己肥胖。

也有爸爸分享當女兒在 Instagram 看到一些女性的性感照片時，會覺得別人很美，有很多讚好，

但自己卻不美，沒有人留意。 

  我們跟爸爸們分享一些男女使用社交媒體及自拍的不同研究，一起進入子女的內心世界，

代入他們的想法。進入青春期的女性開始留意自己和別人，容易在社會單一審美觀的影響下，

不停把自己比下去，然後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因為不符合世界對美女的標準。最後，我

們分享了幾個方法，讓爸爸可以幫助女兒找回自己獨特的美。 

好爸媽 TIPS： 

1. 避免強化女兒比較別人 

2. 幫女兒拆解社交媒體的運作及謊話 

3. 爸爸肯定女兒整個人，包括內在美 

4. 肯定女兒進入成人的階段，送她一份禮物 

5. 爸爸要留意自己對美的價值觀 

6. 抵抗華人喜歡評頭品足的文化 

總結: 爸爸教導女兒「搵自己」，社交媒體教導她追求與別人比較。 

第三場主題：「除咗性器官，青春期會為仔女的身心帶來咩改變？」 

  參加者反應熱烈，我們加開一場。當晚我們談到青春期如何改變子女的身心，特別敏感

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是一個找尋自己的過程。女孩也會變得肥胖，為身體累積脂肪，慢慢發

展成為一個健康和準備懷孕的女性，但「肥就是不美」的文化也會影響女孩自我形象。這些

是青春期可能出現的恐懼，也包括如變聲和初潮等重大變化，令子女不易接納自己，父母可

以分享自身經驗，安慰他們和肯定子女成為成年人是一件美事，爸爸媽媽會感到開心。 

  面對巨大改變，固有的親子溝通方式也會出現變化，變得不簡單，我們建議父母為子女

建立「聆聽」空間，例如一星期抽出一小時，那時父母及子女的說話比例只限於二比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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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談到父親如何影響兒子和女兒看待性和愛的方法。父親身為兒子第一個認識的男性，

可以留意兒子是否開始對女性身體感興趣，例如當兒子不斷觀看女性的乳房（不論是電視、

網上或家人），父親可以跟兒子有一段私人傾談的「男人時間」。然後對兒子說你的觀察，問

他是否對女性乳房感興趣，再坦誠這是正常和真實的現象，這是男性的性慾，爸爸也會這樣，

讓兒子感到安全及感到被明白。進一步，爸爸可以解釋乳房養育生命的重要任務，讓母子有

情感連結，因此讓兒子知道乳房不是一件單單滿足性慾的「物件」，也跟生命有關連。最後，

爸爸可以談到對女性的尊重，雖然想看女性乳房是正常慾望，但爸爸也會迴避不再看，因為

女性會感到冒犯，這樣做也不是尊重女性的做法。我們要尊重女性，就像我們希望別人尊重

媽媽一樣。 

  爸爸也是女兒認識的第一個男性，可以認識男性的性慾，從而判斷男生的好壞，影響女

兒的擇偶條件。主持人鄭安然先生分享自己接觸青少年的經驗，指出女生容易有一個迷思：

只要我願意跟他上床，男友就會愛我更多。但爸爸可以從男性經驗跟女兒分享，事情剛剛相

反，當男友提出性要求，你的拒絕會令他更清楚自己真的愛你。相反，男生若很早跟女友上

床，他會更難分辨自己是否真的愛你，抑或只是單純滿足自己的慾望。同理，女生也會以為

只要自己夠性感，男生就會愛上自己，但爸爸可以分享，男生容易在視覺上受刺激，而且男

生處理「性」和「愛」的感覺是各自分開地專注處理，因此男生的眼球覺得妳「性吸引」，是

不會直接令他的內心上覺得你「真的吸引」，與其穿得性感去吸引男生的眼球，不如建立自信

和內在美，吸引男性的內心，才更長久。 

好爸媽 TIPS： 

1. 接納子女進入青春期的任何變化，包括必定出現的「駁咀駁舌」，製造願意聆聽的空間 

2. 明白子女面對青春期變化出現的恐懼，以自身經驗作出安慰 

3. 爸爸跟青春期兒子分享自己對性慾的真實感覺及如何尊重女性 

4. 爸爸跟女兒關係良好正面影響女兒的擇偶條件，也可以男性經驗分享如何判斷男生真的

愛自己 

總結: 在青春期，父母更需要協助子女「搵自己」，父親更在子女身上扮演不能取代的角色。 

第四場主題：「我仔女只是 0-6 歲，爸爸要咁早做性教育？」 

一開始，主持人招雋寧先生帶領大家討論，歸納了不同爸爸對幼兒性教育的三個普遍看

法。有些憂慮子女太早接受性教育會有反效果，以自身經驗指出他們長大後就自然知道。有

些則等待子女發問後才回答，但很多時不知如何答，最後含糊其辭，把責任交給學校。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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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現時西方性教育的做法為參考，認為愈早給子女知道跟性有關的事情，就愈理想。我們

一一處理這些迷思。 

「愈早教，會否愈早發生性行為？」主持人指出其實不一定，最重要是親子關係及視乎

教的內容是甚麼，若子女跟父母關係好，父母也跟子女分享一些價值，如生命的價值和愛的

意義等，甚至可以延遲青少年第一次有性行為的時間。最重要分享一些適合子女年齡的教導，

除了知識外，就是價值。此外，我們也分享了性教育時機，給各位爸爸有具體參考，多數是

在廁所整理、如廁等時間。 

0 至 6 歲幼兒性教育有以下三大目標： 

1. 子女對自己的性別有自信，明白自己的身體和性別是天父賜予的恩典和禮物。（mother 

make boys, father makes men.） 

2. 子女知道誰是最親密的對象．設定其他人可觸摸的界限。讓孩子一方面滿足對父母身體的

好奇，同時學會保護自己的私隱部位。因為性是人的尊嚴，不能被他人隨意貶損。 

3. 子女知道自己有價值，生而被愛。 

最大目標：讓幼兒感到被愛 

  在最後一次的對談中，不同爸爸都有不同深刻的地方。有爸爸分享自己跟太太和讀小學

的兒子在床上模仿昔日媽媽生子的過程，兒子爬在媽媽肚子上然後往下爬，然後爸爸扮演醫

生，把兒子抱向媽媽說：「太太，恭喜你，生了一個兒子」，媽媽很開心，兒子也覺得有趣，發

現原來自己的出現是會令爸爸媽媽開心，因此自己也感到開心、被愛和有安全感。的確，在

整個幼兒性教育的最大重點，不是用「成人內容」嚇怕子女，而是令子女知道自己是有價值

和被愛。若子女聽完你的教導後感到開心被愛，顯示你的性教育成功。 

  當然，子女有時也會問及父母性器官的功用和名詞。有一位爸爸曾跟兩歲兒子一起洗澡

時，兒子指著爸爸的下體問這是甚麼，然後大力「搣」自己的下體。爸爸跟他說不要這樣做，

要好好保護它，這叫陰莖，是用來「柯尿」和「生 BB」，「爸爸的陰莖會和媽咪合作，因為愛

而結合，然後你就出現啦，從此你就成為爸爸、媽咪和天父最愛的小朋友，你鐘唔鐘意阿？」

兒子展露滿足的笑容，也沒有其他問題。短短的一句回答，正正把「性、婚姻、愛和生育」結

合一起，也是對人性一個整全的理解，真正讓人感到完整和幸福。 

  完成了以上四場的父親親子性教育對談，不斷有不同學校及教會想找我們合作舉辦，如

閣下的教會或學校有興趣，歡迎聯絡鄭安然先生：3165-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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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性文化消息 

 

【逆向歧視】 

➢ 美最高法院受理天主教領養機構拒同性伴侶申請之訴訟。2020 年 2 月 24 日，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決定受理天主教領養機構 Catholic Social Services（CSS）的上訴申請，預期結果

除了決定在美國的宗教背景領養機構，能否拒絕同性伴侶的申請之外，對宗教自由將有

更深的意味。【全文】 

➢ Gavin 是男同性戀者，也是澳洲昆士蘭大學保守派學生組織「自由國家學會」的領袖。他

在一次抗議行動後，遭受到同志的網絡欺凌，並在本周一自殺身亡。該組織的臉書亦一

度被封鎖。【全文】 

➢ 瑞士公投推翻歧視法失敗，憂慮新法帶來逆向歧視。瑞士在 2 月 9 日就「恐同」刑事化

立法進行公投。63.1%選民支持擴大現有歧視法，涵蓋性傾向歧視。該法例有以言入罪的

條文，除了基於性傾向的「歧視」外，「仇恨言論」和任何形式的「侮辱」都將禁止，並

將會被罰款或甚至監禁三年。【全文】 

➢ 芬蘭教會 16 年前反同性戀，現被警方調查。芬蘭福音信義會使命教區正被警察調查，原

因是曾出版基督教對於性關係教導的小冊子，內文提到他們對同性戀、同性婚姻、心性

發展等看法。小冊子名為《祂創造了男性和女性——同性關係挑戰基督教中人性的概念》，

由使命教區旗下出版社在 2004 年出版，即接近 16 年前。芬蘭認可同性關係為合法婚姻

是在 2017 年。教區座堂主任 Juhana Pohjola 是出版社的總編。官方網頁提到 Pohjola「涉

嫌向公眾並於網上發佈這材料」。他去年底被指是對群體煽動仇恨，至今被要求到赫爾辛

基警察部進一步協助調查。【全文】 

➢ 受到同志政客的狙擊，著名的美國傳教士葛福臨原定在英國舉辦的部份福音聚會均告取

消。葛福臨認為根據聖經，性關係應在一男一女婚姻之內。此宣稱受到同運組織的質疑

和譴責。【全文】 

 

【跨性別爭議】 

➢ 美國威斯康辛州 14 位父母入稟提控當地第二大校區麥迪遜（MMSD），指其政策要求教

師在不用知會家長的情況下，容許學生按喜好選擇性別身份。代表一眾父母的律師團隊

「威斯康辛法律和自由（WILL）」在入稟狀上指控，麥迪遜校區的跨性別政府侵犯父母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9/美最高法院受理天主教領養機構拒同性伴侶-陳婉珊/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8/%e3%80%90%e5%8f%8d%e6%ac%ba%e5%87%8c%e3%80%91%e5%b0%8f%e7%9c%be%e4%b8%ad%e7%9a%84%e5%b0%8f%e7%9c%be-%e5%8f%8d%e5%90%8c%e5%a9%9a%e7%9a%84%e7%94%b7%e5%90%8c%e6%80%a7%e6%88%80%e5%ad%b8%e7%94%9f%e8%87%aa/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8/%e3%80%90%e5%85%ac%e6%8a%95%e6%8a%97sodo%e3%80%91%e7%91%9e%e5%a3%ab%e5%85%ac%e6%8a%95%e6%8e%a8%e7%bf%bb%e6%ad%a7%e8%a6%96%e6%b3%95%e5%a4%b1%e6%95%97-%e6%86%82%e6%85%ae%e6%96%b0%e6%b3%95%e5%b8%b6/
https://blog.scs.org.hk/2020/02/12/%e3%80%90%e8%a8%80%e8%ab%96%e5%af%a9%e6%9f%a5%e3%80%91%e8%8a%ac%e8%98%ad%e6%95%99%e6%9c%8316%e5%b9%b4%e5%89%8d%e5%8f%8d%e5%90%8c%e6%80%a7%e6%88%80-%e7%8f%be%e8%a2%ab%e8%ad%a6%e6%96%b9%e8%aa%bf/
https://blog.scs.org.hk/2020/02/08/%e3%80%90%e8%a8%80%e8%ab%96%e8%87%aa%e7%94%b1%e3%80%91%e8%91%9b%e7%a6%8f%e8%87%a8%e8%8b%b1%e5%9c%8b%e5%b7%a1%e8%bf%b4%e4%bd%88%e9%81%93%e5%8f%97%e5%90%8c%e5%bf%97%e5%9c%98%e9%ab%94%e7%8b%99%e6%9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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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照顧子女的基本人權。因為當這些父母的兒女想要變性時，政策禁止教職員知會

父母。【全文】 

➢ 美國女囚稱被跨性別囚犯強姦，現告懲教中心獄警施壓圖隱瞞。愈來愈多男囚犯聲稱跨

性別，然後獲監獄當局批准調到女子監獄服刑——部分是遵照法庭命令，當中不乏重罪

犯或性罪犯。儘管女囚犯擔心自身安全，卻反對無效。2020 年 2 月，一名在美國伊利諾

伊州洛根懲教中心（Logan Correctional Center）服刑的女囚犯提出訴訟，聲稱於去年（2019

年）6 月被強姦，當她作出投訴時，卻被逼否認曾被強姦，後來便被指作出虛假投訴而被

處罰。【全文】 

➢ 美大學教授被逼遷就跨性別學生稱謂，提告不果今被駁回。2020 年 2 月，美國聯邦法官

駁回大學教授控告校方侵犯他言論和宗教自由的訴訟，換言之，申訴人一是依大學政策，

使用跨性別學生認同的性別稱呼該學生，或一律不用性別稱謂，只呼學生的姓氏，否則

將面臨解僱風險。【全文】 

➢ 2020 年 2 月 14 日，英國兩宗關於跨性別權利對言論自由的官司同日宣判，結果迥異。

米勒（Harry Miller）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些耶揄跨性別主義的意見，警察竟因此去到米

勒的公司作出調查。警察雖然查不出非法行為，但對米勒表示，有關言論會以「仇恨案

件」（hate incident）記錄在案。高等法院諾爾斯法官（Justice Julian Knowles）表示，警察

因為米勒的政見，而去到他公司作出調查，是對言論自由的嚴重寒蟬效應。法官道：「在

這個國家，我們從來沒有契卡（Cheka，前蘇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或史塔西（Stasi，德

意志國安機關）。我們從未生活在奧威爾式的社會中。」法官判米勒得直…【全文】 

➢ 前病人醫護家長齊控告，英設獨立調查檢視「跨兒」醫療政策。近年各國青少年（尤以

少女為主）突然自稱跨性別，向性別診所求診的數字大幅飊升。英國公布的數字顯示，

向兒童及青少年性別診所求診的數字，在過去十年大幅上升逾 40 倍。近年全英唯一的，

服務 18 歲或以下青少年及兒童的公營性別診所，屢受質疑受壓於跨性別運動倡議者的壓

力，輕率處方變性藥物給求診的青少年，包括跨性賀爾蒙及青春期阻斷劑。多名診所高

級醫生更因此憤而辭職…【全文】 

➢ 稅務專家：「性別不可改變」，官：「不受保護的信念」。2019 年 12 月，一名因堅信生理性

別不能改變而被解僱的稅務專家，在勞資審裁處被判敗訴。裁判官更稱這種行徑在一個

民主社會是不值得尊重的。然而英國著名女作家 J.K.羅琳挺身支持。【全文】 

 

【宗教自由】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8/%e3%80%90%e5%ae%b6%e9%95%b7%e4%ba%ba%e6%ac%8a%e3%80%91%e5%ad%90%e5%a5%b3%e8%a6%81%e8%ae%8a%e6%80%a7-%e6%a0%a1%e6%94%bf%e7%ad%96%e4%b8%8d%e5%ae%b9%e7%88%b6%e6%af%8d%e7%9f%a5%e6%83%85-14%e7%88%b6/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6/美國女囚稱被跨性別囚犯強姦-現告懲教中心-陳婉珊/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6/美大學教授被逼遷就跨性別學生稱謂-提告不-陳婉珊/
https://blog.scs.org.hk/2020/02/17/英國跨性別權利對言論自由官司-一勝一負-陳婉珊/
https://blog.scs.org.hk/2020/02/06/前病人醫護家長齊控告-英設獨立調查檢視-陳婉珊/
https://blog.scs.org.hk/2020/01/14/稅務專家-性別不可改變-官-不受保護的言論-陳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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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猶太教領袖發出聲明，指必定會抗衡英國教育部，不容許旗下猶太學校教授「同志

生活方式」，並指這是猶太經典《妥拉》所禁止的。據報早前，英國教育標準局（Ofsted）

調查員到訪猶太小學監課，其後警告學校須向小學生教授同志「平權」。猶太正教的辦學

組織「UK 教育（Chinuch U.K.）」隨即發出聲明，堅稱學校不會按教育部的方針與學童探

討同志的議題。【全文】 

  

https://blog.scs.org.hk/2020/02/25/%e3%80%90%e5%90%8c%e5%bf%97%e6%95%99%e8%82%b2%e3%80%91%e8%8b%b1%e6%95%99%e8%82%b2%e9%83%a8%e6%96%bd%e5%a3%93%e6%8e%a8%e5%90%8c%e5%bf%97%e6%95%99%e8%82%b2%e3%80%80%e7%8c%b6%e5%a4%aa%e5%b0%8f%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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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學會消息 

 

1. 【辦公室消息】半職項目幹事余嘉玲小組及半職會計幹事鄭玉琴小姐已分別於 2 月及 3

月到任，願主祝福和使用她們在學會的事奉。【更正啟示】鄭安然先生的新職位應為「署

理辦公室主任」，謹此訂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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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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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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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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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婚姻值得維護嗎？》2015 年第二版小冊子歡迎教會索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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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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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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性文化代禱事項 

 

1. 2020 年學會將會展開多項大型工作項目，求主使用和帥領，並供應所需的人手和資源： 

a. 籌組各界與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姻大聯盟 

b. 籌組維護治療和輔導自由亞洲聯盟 

2. MK 案初審已宣判，法官認為本港憲法清楚只保障異性婚姻，因此駁回同性婚姻或民事結

合的司法覆核。然而此案可能會上訴至終審法院，求主繼續看顧這地，鞏固本地的婚姻家

庭制度和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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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跨性別人士的司法覆核案件初審已被判敗訴，但覆核人士揚言會繼續上訴。求主賜智慧給

法官，肯定兩性制度對香港的重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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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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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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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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2020 年 1月- 2 月財政報告 

 

財政報告  

2020 年 1 至 2 月  

 

收入  HK$ 

經常費奉獻  188,672 

講座及活動  13,000 

銷售及其他 1  1 

總收入  201,673 

  

支出   

同工薪津  125,275 

租金、行政及項目開支  28,912 

總支出  154,187 

  

2020 年 1 至 2 月盈餘  4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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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