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
關啟文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香港的反宗教霸權
香港的反宗教霸權運動
霸權運動
因明光社和教會在近年社會事務的參與，引來一些人（特別是支持同性戀社運的人）的不滿，香港「反保
守基督教派霸權」運動更在 2009 年 2 月 15 日組織了一個「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口號就是「維護公民社
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的路線則是由播道會恩福堂出發，以明光社為終點
明光社為終點。
為終點。出席人數有數百
人。本文對他們的指控作出回應，讓我們把一群持守傳統道德的基督徒簡稱為道德保育派。
以寬大的精神面對攻擊
我們呼籲信徒對各樣攻擊不用過敏，更不可以辱罵還辱罵。自由社會裡人民有反對基督教的權利，但信徒
亦有澄清和回應的權利 。面對一切批評，我們應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理性和平的態度回應。有
一些攻擊純粹是惡意的詆毀、造謠甚或人身攻擊，另一些是不經意的侮辱和鄙視（經常附加於全不相干的
文章或電台節目中）。面對這種攻擊，我們只想提醒明智的市民不可聽信一面之辭，要獨立思考，並查明
事實。
另外有一些批評來自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情操和使命感的文化人，我們相信這些批評源自對一個健全的自
由世俗社會的關懷，這種情操是香港的自由社會核心價值之一，於此我們並無異議。我們重申，我們支持
基本的普世人權、多元的世俗社會和溫和的自由主義，因此我們與遊行也有一些相同的理念。在多元社會
中，不同群體的分歧亦是正常的，但雙方都應嘗試減低不必要的衝突（如惡意的互相攻擊），盡量釋出善
意，與不同立場的人對話。
在下面回應各種指控（主要是根據遊行召集人秦晞輝的聲明和他們的網上資料）。
虛假指控
指控一：
指控一：明光社「
明光社「曾經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曾經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回應：這違背事實，明光社在廿三條立法上並沒有支持政府的建議，而是在第 27 期《燭光網絡》呼籲大家
在討論這課題時要理性討論，不要情緒化地反對立法，應該逼使政府及立法會審慎處理，保障新聞及言論
自由；而我（明光社董事）也曾公開反駁葉劉淑儀對廿三條的辯護（見附錄）。 雖然明光社沒有高調和公
開以機構名義反對廿三條(我們有表示憂慮)，但說明光社「曾經支持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卻是扭曲了明光社
的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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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道德保育派」這個辭語可能比較陌生，但「道德主義」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已被一些人賦予貶義，
但環境保育(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卻一般被視作好事，其實保守派要做的就是要保育良好的文化和道德價值，本
身不能說是壞事。我在這裡創作這新辭，只是希望減少一些人因著用辭的聯想而起的成見。
關啟文，〈中國從未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組織？〉，《明報》，2002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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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二：
指控二：明光社「
明光社「在《家暴條例》
家暴條例》的修訂爭議中表示反對立場，
的修訂爭議中表示反對立場，…漠視同性戀者免於受暴力對待的需要，
漠視同性戀者免於受暴力對待的需要，
正是捨本逐末，
正是捨本逐末，縱容暴力存在，
縱容暴力存在，否定同性戀者保障自身安全的權利。」
否定同性戀者保障自身安全的權利。」
回應：又是莫須有的罪名，我們多次表達並不反對保障同性同居者，我們的主要建議是，在加進同性同居
者時，要修改《家庭暴力條例》的名稱，甚或建議保護範圍覆蓋同志同居人士以外，也應包括其他同住者，
如同住長者。如在 2009 年 1 月 23 日我們在《AM730》登了全版廣告澄清立場。
指控三：「
指控三：「秦晞輝批評明光社拒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有違人權
：「秦晞輝批評明光社拒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有違人權，
秦晞輝批評明光社拒將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有違人權，…明光社其後改口指除非將條例改名為
家居及居所條例，
家居及居所條例，同性戀者便可包括在內，
同性戀者便可包括在內，是混淆視聽。
是混淆視聽。」(《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2009 年 2 月 16 日）
回應：秦晞暉的指控又是不符基本事實，明光社在這點上沒有改口，其立場一直是一致的。明光社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給張建宗局長及議員的信中說：「本社認為任何暴力行為皆是文明社會所不容的，政府亦有責
任保護每一位受虐人士，不論他的身份。因此，… 本社建議政府參考美國麻省的做法…，將條例的保障範
圍擴闊至所有同一屋簷下的人士，包括家傭、業主租客、朋友、同學及任何同居人士等等。」請秦晞輝在
批評別人前先小心查證。
指控四：「
指控四：「這些原教旨主義者自以為
：「這些原教旨主義者自以為… 只有他們才是公義的代言人，
只有他們才是公義的代言人，他們自以為比起異端高一級。
他們自以為比起異端高一級。… 這
種自我膨脹、
種自我膨脹、視《聖經》
聖經》高於一切的特權心態，
高於一切的特權心態，在人人平等的社會面前，
在人人平等的社會面前，正是最大的不義。
正是最大的不義。」
回應：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只有我們才是公義的代言人」，或自以為比其他人高一級，請秦晞暉交待這種
指控的理據。我們從不要求「特權」，也不冀盼神權社會，只是希望能有平等參與塑造民主社會的機會而
已，這就「是最大的不義」嗎？
指控五：
指控五：秦晞暉斬釘截鐵地說：「
秦晞暉斬釘截鐵地說：「不同教徒
：「不同教徒「
不同教徒「able to join hands」的社會不是他們想要的。」
的社會不是他們想要的。」
回應：他是從何得知的呢？事實上，兩年前我已說：「我們希望在價值觀上有分歧的團體，能求同存異，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共同爭取，如平反六四（在今年六四晚會裡，我們也碰到一些同性戀社運領袖和反對
我們的政治人物，但我們都可以一同坐在地上舉起燭光，爭取平反八九民運。），也可以一同關心家庭暴
力和貧窮問題。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而多元的香港社會。」 我希望他對我們作出那麼多論斷之前，可
以仔細看看我們各種文獻。
指控六：
指控六：他們「
他們「反對個別宗教獲得利益及權力輸送。」
反對個別宗教獲得利益及權力輸送。」言下之意就是有些
。」言下之意就是有些宗教獲得利益及權力輸送
言下之意就是有些宗教獲得利益及權力輸送。
宗教獲得利益及權力輸送。
回應：這是很嚴重的指控，一般而言，說政府輸送利益及權力，所指的都是非常不恰當的事，甚至可能牽
涉非法的賄賂。然而如此嚴重的指控卻是完全子虛烏有的，究竟秦晞暉這樣抹黑宗教，到底是說哪個宗教
團體或人士，而又是誰在輸送怎麼樣的利益及權力呢？這指控有甚麼真憑實據？若他不能充分交待，則與
毀謗分別不大。
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抑或是世俗主
抑或是世俗主義霸權
世俗主義霸權？
義霸權？
他們指控宗教右翼「是一群「原教旨主義者」，一群以一己的宗教特殊價值凌駕基本人權價值的 勢力，一
群執著於瑣碎教義而忽略博愛精神的宗教狂熱份子，一群捨本逐末的專制幫兇。」「在近日接連的法例紛
爭中屢見干預，… 政教合一企圖顯而易見。」因此他們要「反對「政教勾結」，反對個別宗教獲得利益及
權力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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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道 德 塔 利 班 ？ 》 特 刊 ， 香 港 性 文 化 學 會 ，2007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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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指出世俗社會與世俗主義霸權的分別。世俗社會所反對的是神權政治和政教合一，神權政治提倡
以政府和法律的力量強加某種宗教信念於整體社會，例如要求所有人民或公職人員相信宗教，這的確與現
代政治的精神背道而馳，也不是我們贊成的。 民主社會雖然是世俗社會（這是說不是神權當道），但卻不
等同世俗主義(secularism) 的霸權。正正因為世俗社會是多元的，裡面有宗教信徒，也有非宗教信徒，若真
正持守民主精神，兩種人都應有平等的權利去參與社會，這樣才是對所有市民開放的自我管治
(self-government)。
因此，「政教勾結」和「專權」都是子虛烏有的指控和毫無理據的標籤，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中世紀
與今天的世界──特別是高度自由和多元、公民社會強大的香港社會──其實有天淵之別。道德保育派當
然不是政治上的當權者，對政治也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分別以司法、行政和立法的權力而論：宗教團體
對政府的司法部門全無影響力，過往很多司法覆核的判決對宗教價值觀就相當不利（如肛交案、《同志．
戀人》事件）；宗教團體亦沒有任何行政權力，在今次《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中，宗教團體是與政府對
著幹，這是哪門子的「政教勾結」？在《家暴條例》修訂（和幾年前反賭波的議題上），與政府「勾結」
的正是自由派！其實我們認為不能因在某個議題上某方的觀點與政府一致，便指責該一方與當權者「勾
結」，因為最重要的是該觀點是否合理，我們不會以盲目附和或反對政府為決定立場的依據。該反的就要
反，該支持的就支持。
在立法程序中，宗教團體的影響力亦相當有限，頂多只是與其他香港公民一樣有表達和遊說議員的自由而
已，說這等同政教合一／勾結，是極之誤導的說法。例如當年賭波合法化的爭議，道德保育派也曾組織過
陣容頗為強大的大聯盟去表達反對意見，包括出席立法會公聽會。結果有目共睹：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真正握有實權的立法會和政府還不是讓賭波合法化了？我們還不是只能眼巴巴看着相關條例通過，看着此
後賭風越趨熾烈而心痛不已？
再論第四權──傳媒，道德保育派並不能像自命開明、進步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對傳媒文化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君不見無數狙擊道德保育派的專欄、論壇文章、電台節目，和網上的辱罵嗎？我們這幾年的經驗告
訴我們，傳媒中能讓我們發表意見的空間非常有限。那請問我們究竟有何權可專？又憑甚麼去實施「獨裁」？
實情是道德保育派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只是位居邊緣的民間社群，就著一些道德議題表達看法，頂多
只能發揮抗衡文化的作用。假如這也算是「政教合一」，和會導致「神權泛濫」，那不單昧於香港社會的
結構，也實在是太抬舉道德保育派了。說到底，「宗教右翼霸權」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根據，只是用來攻擊
和標籤異己的武器。
雙重標準
第一，根據《東方日報》（2009 年 2 月 16 日）的報道，「秦晞輝批評明光社… 召集多人圍堵立法會企圖
向立法會施壓，更是霸權行為。」但有趣的是，「秦晞輝表示正計劃再到立法會示威，抗議「政教勾結」。」
（《蘋果日報》，2009 年 2 月 16 日。）這又使我困惑非常，為何我們到立法會示威就是「霸權行為」，但
秦晞輝到立法會示威則好像理直氣壯，就不是霸權行為呢？看來這是雙重標準。
第二，秦晞輝認為宗教右翼在「作假聽證」，因為他們以「細胞分裂」的手法，以團體、個人名義，重複
到立法會表達意見，要求收緊《淫審條例》。（《蘋果日報》，2009 年 2 月 16 日。）這說法基本上是援引
1 月 22 日《蘋果日報》的文章：（〈民意反擊戰數十代表
促收緊淫審條例〉），它報道了 2009 年 1
月 21 日政府為淫管條例檢討舉行的第二次公聽會，在其中大玩「踢爆」，說一些發言者有多重身份。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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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叫〈人海戰術 以不同身份發言〉的特稿，裡面說：「支持收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團體，
昨以君臨天下的姿態為檢討護航。表面上，昨日的立法會內，民意一面倒要求加強規管，實際上，這是衛
道團體採取「細胞分裂」策略營造出來的。以性文化學會為例，他們不但以學會名義派出事工主任麥沛泉
發言，該會的主席、副主席、顧問等成員，再分別以學者、關注組等身份同場出現，「一開五」地發表同
樣的意見。」
這種針對性分析的目的十分明顯，就是為了打擊「衛道團體」的可信性，但有參與某些組織的人以其他身
份參與公聽會又有甚麼問題？公聽會是一種民主程序，讓每個市民都有機會直接向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
直接表示意見，誰都可以個人或團體身分報名，這是過往公聽會的慣例，也是每個公民的平等權利，為何
要把這種公民權利的行使污名化呢？就以我自己為例，我是性文化學會的主席，但當天我以浸會大學宗哲
系副教授的學者身份發言，這的確是我真正的身分，難道就是因為我是性文化學會的主席而且當天有性文
化學會的代表發言，就可否定我的公民權利嗎？何況我的確提供了一分學術論文，裡面提到不少研究數據
和理性分析。在整個過程中，那樣元素構或「假聽證」呢？實在叫人摸不著頭腦。
再者，這裡提到的甚麼「細胞分裂」和「人海戰術」，一直是同運團體、「自由派」和性解放派沿用的戰
略，《蘋果日報》從來沒有對此置喙，也從來沒有甚麼人權人士批評。我還記得最初出席立法會為反性傾
向歧視法開的公聽會(2000 年 12 月和 2001 年 8 月)，那時只有幾個道德保育團體，但一小撮同運活躍分子
就組成多個團體，再加上以個人身分出席的同運支持者，會場中完全一面倒，親同運勢力的「細胞分裂」
和「人海戰術」非常成功，但從來沒有人說這是假聽證。再以第一次淫管條例檢討公聽會為例，出席的性
解放團體代表其實是一少撮人，但他們也有多個組織，以互相重叠的身份參加公聽會。（其他發言人也有
千絲萬縷的關係。）難道可以說因為幾個發言人都屬於一些組織（如同運的聯盟、專上學生聯會），就不
可以都參與公聽會嗎？不是的。奇怪的是，都是同一種策略，其他團體用就沒問題，「道德保育團體」用
就是陰謀詭計？《蘋果日報》和秦晞暉的偏頗又是叫人震驚！
總結而言，以上那類批評再次反映雙重標準，批評者對一般關社團體（特別是反對我們那些）特別寬容，
而對我們這些「道德保育派」特別嚴苛。或許，對我們手法的責難，說到底也只是因為我們的立場與某些
人的價值觀不符，所以他們就百般找碴，雞蛋裡挑骨頭？我們不是說我們的做法沒有改善的空間，只是希
望所有批評者都持守尊重事實和公平的精神。
第三，秦晞暉認為「基督徒講謙卑，可是這些原教旨主義者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的解釋權，… 他們正是最
大的狂妄。」我只想說，我並不「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的解釋權」，我知道自己是可能會錯的，但每個人
都只能就著自己深思熟慮後而有的信念行動，這並不等如狂妄。道德保育派如是，反對道德保育派的人（如
秦晞暉）也如是，他的宣言不也表明他對人權、平等的信念非常堅定，幾乎可說是絕對的嗎？他又會否不
為意地把自己看作人權的化身，因此把反對者都打成反人權的妖魔，所以「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呢？但
他又如何證明他的信念是正確的呢？高調地勸導別人謙卑，斥責別人狂妄，但又似乎沒有把同樣標準加諸
自身，這樣是謙卑，還是狂妄呢？真正的謙卑是否意味著要拒絕「自以為擁有人權的解釋權」，並要冷靜
反省自己會否誤解了對手呢？似乎又是律己寬、待人嚴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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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遊行的另一個發言人虞瑋倩說：「遊行的目的不是要右派基督徒收聲，只是不願見到一方的聲音太
主導討論。」 實在要謝謝虞瑋倩的「寬容」，看來我們要感激遊行人士還願意「恩賜」我們有發聲的機會？
有趣的是，虞瑋倩的訴求看起來很公允，但奇怪的是當 2008 年 11 月 20 日第一次淫管條例檢討公聽會中，
反對淫審「一方的聲音太主導討論」時（約三十多個單位對三個），她卻沒有表示反對。這段時期，在《蘋
果日報》的新聞版和論壇，在《明報》的世紀版和星期天生活版，和電台、網上討論區等媒體，批判宗教
「一方的聲音[也是]太主導討論」了，她不單沒有表示關注，更是火上加油，藉著遊行加強批判宗教的聲音，
看來她關注的不是公允的問題，而是立場決定一切。若主導討論的聲音是反對「宗教右派」的，她就樂見
其成，若主導討論的聲音是支持「宗教右派」的，她就大力鞭撻。
製造恐慌
秦晞暉認為宗教右翼使「香港步入「黑暗時代」的後塵。」「這令我們想起歐洲可怕的中世紀黑暗時代，
正是神權泛濫，… 如果我們繼續助長這些「右派」的激進行為，香港將會出現嚴重的思想倒退，重蹈以往
中世紀的覆轍。」這其實反映一種中世紀「黑暗年代」的迷思。
批評宗教的人最愛提及「中世紀黑暗年代」，高舉啟蒙運動的反宗教霸權遊行也沒有例外。但中世紀就等
同黑暗年代嗎？其實中世紀大概指古代世界之結束（五世紀）到宗教改革（十六世紀）之間的一千年，抹
黑中世紀是啟蒙運動打擊教會的一個手段，也為啟蒙的必要提供理據：因為中世紀既然如此黑暗，那就有
必要藉著啟蒙(Enlightenment) 帶來光明了！中世紀當然有它的嚴重問題，但近代史學已指出，「黑暗時代」
的標籤其實只是一種過分黑白簡化的思考，對中世紀的成就並不公平。 我不是說中世紀沒問題，只是想指
出我們對中世紀的了解往往過分簡化。
姑且認定中世紀的黑暗好了。但道德保育派何德何能，能使香港倒退回中世紀黑暗年代呢？道德保育派對
社會的影響本就有結構性的限制，事實上頂多是多種「勢力」的一股而已。就著一兩個例子就把香港說成
好像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且絕對不容許「傷風敗俗」的「黑暗」社會，恐怕有誇大之嫌。香港文化和制
度中有不同元素混雜，但主導的是自由思想多於道德主義。現在的香港社會絕不是甚麼中世紀文化一元、
缺乏自由的社會，「黑暗時代」的說法似乎是用來製造「自由恐慌」──這只會導致對道德在自由社會的角
色有非理性的偏見，而這偏見會驅使我們去追尋一個「去道德化」的社會，及最終帶來各種混亂（如性解
放）。秦晞暉指控宗教右派傳教時以製造恐慌為手段，似乎他的手段也是如出一轍。
亂套標籤
亂套標籤─
標籤─誰是香港宗教右翼？
誰是香港宗教右翼？
秦晞暉的文章用了大量情緒化的語言，且把很多負面的標籤不由分說地加諸道德保育派身上，他們都是狂
熱分子，專制幫凶，「民粹」主義者等等。這些標籤有巨大的殺傷力，在現代社會這群人豈不活脫脫是怪
4

5

〈《家暴條例》激發群眾遊行〉，《時代論壇》1121 期，2009 年 2 月 22 日，頁 2。
就如一個非教徒的學者指出：「在現代歷史學的視野中，長達千餘年之久的中世紀已不再是西方歷史的一場可怕的
夢魘。相反，它是一個富有獨創性的文化時代。中世紀的早期的確發生了文化衰退，但這場衰退卻絕不僅僅是蠻族入
侵或者基督教文化專制的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古典文化自身發展的一個必然結局。而在漫長的中世紀裡，基
督教終於逐漸與蠻族融為一體，像園丁一樣小心都呵護著新生的文化嫩芽，終於使它成長為參天大樹。…文藝復興和
啟蒙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形態在成熟時期所進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因此，中世紀是西方近現代歷史最切近的
基礎，把中世紀理解為與現代斷裂的黑暗時代的傳統見解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田薇，《信仰與理性──中世紀基
督教文化的興衰》，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頁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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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妖魔，誰敢與他們為伍！然而這些標籤內容空洞，沒有真憑實據，請明智的市民不要受這些標籤所惑，
必須認識清楚道德保育派的真正觀點和論據，自行下判斷。
例如，「宗教右翼」的標籤是甚麼意思呢？秦晞輝等人沒有為這說法提供清晰的定義。其意圖大體是要為
道德保育派創造負面的聯想。因為在西方傳媒中（特別是美國），「宗教右派」或「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
已是一個貶詞，給人的形象相當惡劣，而布殊被視為「宗教右派」的一員，不少人更對他深惡痛絕，若香
港的道德保育派與這些「壞人」同屬一派，那當然也不是甚麼善類了！
然而把美國政治中的一個標籤移植到香港並不一定合適，恐怕是張冠李戴了，因為香港道德保育派有很清
晰的主體性，沒有盲目跟從西方或美國的模式，主要是針對本地的情況和文化作出回應。香港性文化學會
就絕不會盲目跟隨任何外國的潮流、政黨或政治領袖，以布殊為例，我們認同他反對同性婚姻的立場，但
他的某些言行也令我們一些人感到憤怒，如他的單邊主義、入侵伊拉克等。所以，我們的立場有一些與美
國右翼相同，但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右翼或右派的標籤並不恰當。一般而言，「右派」的標籤給人以下形
象：只關心道德議題，不關心公義和貧窮；只懂倡導一己價值，不懂多元社會的寬容和人權等等。香港的
道德保育派是這樣的嗎？
就以香港性文化學會為例，我們基本上接受民主的理念和普選的訴求，反對專政和不人道的行為，如六四
屠殺等（我們也有透過簽署《六四禱文》去表達），我自己也曾公開批評黃文放，維護紀念六四的重要性
（見附錄）。 我們接受世界人權宣言的共識(但要以常識去理解，而不是後期某些牽強附會的解釋），但也
堅持信仰的角度，不盲從世俗人權運動的潮流，特別是人權運動與性解放的綑綁。我們關心家庭，也關心
家庭暴力，支持男女平等，並反對性暴力(例如為「風雨蘭」的籌款略盡綿力）。我們也關心貧窮，並認為
家庭價值與此是相輔相成的。我們不贊成大規模的福利主義，但也不排除政府積極扶貧，最重要的是有切
實措施能真正達到幫助窮人脫貧。當然，我們一個只有三個員工的機構能作的事情本就有限，但以上右派
的框框的確不符合我們的立場。
此外，明光社被視為右派組織的代表，但實情是怎樣呢？明光社主要關注的是傳媒、賭博及性文化幾方面
的範圍，但這是組織定位的問題，它本來就不是要成為一個有全面社會和政治理念的社關組織，所以沒有
就所有社會議題有機構的立場。但就我所知，裡面的成員大多還是支持民主制度。此外，明光社積極支持
近年的教會扶貧行動，它好幾年前開始已是這行動的執委之一。它也略為關注其他社會議題（環保、廿三
條等），如幫忙派發《絕望真相》影片的門券，和舉行環保講座。當然，由於它關注的重點在社會道德和
性文化方面，資源也很有限，所以不能事事關心。
說到底，這麼多人筆下的「宗教右翼」，究竟是誰？真的在香港存在，還是一些人因著誤解和恐懼幻想出
來的稻草人？抑或是某些人故意製造的負面標籤？
道德保育派「
道德保育派「唯我獨尊，
唯我獨尊，打壓異己」？
打壓異己」？
究竟道德保育派做過些甚麼呢？有用暴力或強大的輿論阻止別人發言嗎？有提倡立法禁制甚麼人的行為
嗎？沒有，他們只是出席幾次立法會的公聽會、約見過相關的議員，在立法會外集會，舉辦研討會、發表
6

7

為著簡化討論，我在這裡順著一般人對「宗教右翼」的理解，但究竟這概念是否真的公平反映美國的教會或道德保
育派的真實立場，則在這裡存而不論。
關啟文，〈紀念六四，合乎理性〉，載《明報》，200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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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呼籲市民向政府和議員反映意見。行動和平合法，語言也力求温和理性、就事論事。假如一個民間
社群按照自己的良心、以和平理性的行動去表達訴求便算是「打壓異己」，那是真正的「多元」、「民主」、
「自由」和「包容」嗎？再者，假如這也算是「打壓異己」，那一些人在報章上和網上對我們這些「異見
者」大肆口誅筆伐，甚至人身攻擊、粗言辱罵，那又算是甚麼？例如一個家教會會長在近期的公聽會表達
了支持道德保育派的立場後，就收到大量辱罵、性騷擾和帶有電腦病毒的電郵，至今已超個一千個，當中
不乏一些人試圖以露骨方法「教育」她認識同性性行為。另一個在電視節目上表示支持管制色情的年青人，
當天晚上已有人找到他電話，他因此被人痛罵一頓。這些滋擾行為或許只是少數反對我們的人的行徑，不
代表所有反對我們的人。但我們從沒有向我們反對的人，做過這些滋擾的事，也原則上反對這種做法。我
們似乎是被打壓的，不是打壓人的。
事實上，至少單就社會、文化上的影響力而論，在今天香港這個自由泛濫的社會裏，道德保育派絕對應該
歸入「弱勢社群」之列。因此，當政府進行諮詢時，我們的確努力把握住機會，積極發言，但這是因為我
們在媒體發言的機會不多，而且這不是每個人都應有的權利嗎？若這也不可以，那道德保育派不就是要全
面封嘴嗎？還是要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我們完全沒有阻止別人發表不同意見，或對他們以任何方式施
壓，這就是「唯我獨尊」？我們實在希望居於文化權力中心的自由主義者們能夠言行一致，真正尊重一下
異見者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的權利，不要去「打壓異己」了。
或許批評者說的不是道德保育派的具體行動，而是說他們提倡某種立場就已算是「唯我獨尊，打壓異己」。
這種上綱上線的指控誠然有點誇大，但我們儘管看看他們的論點。第一，他們認為「反對制定性傾向歧視
法」就是「縱容歧視，漠視尊重異己者的人權原則。」性傾向歧視法是很複雜的問題，它是一條懲罰性和
禁制性的法律，是用來針對和打擊被視為「歧視」同性戀者等的市民的，究竟怎樣才是性傾向歧視？這法
例會否帶來逆向歧視？這真的是平權的保障，抑或是特殊保護（甚或特權）？這些都是關鍵和沒有定論的
問題，我們都曾作出詳細的理性探討， 秦晞暉沒有理性地回應各種論據，就武斷地把罪名加於反對立法者，
似乎只是反映他的既定立場。
他又說將「家庭暴力」改為「家居暴力」，已是「扭曲保障具有親密關係或血緣關係人士的原意。」這裡
說的「原意」不清楚是甚麼，但《家庭暴力條例》原初是在一九八六年制訂，原意是保障有婚姻關係及猶
如婚姻關係的男女及他們的子女，法例條文中並沒有「親密關係」的辭語。其實從人權的角度，單保障「親
密關係」是有問題的。為何「非親密關係」中的受害人就沒有家暴條例所提供的那種民事保障方法呢？為
甚麼沒有親密關係的人就沒有同等保障，這種說法不是歧視嗎？不是說他們的人權不如同性同居者的人權
嗎？又是”All men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再者，為何只有同性同居者之間才有親密關係呢？同
住的金蘭姊妹和劉關張就不能有親密關係？似乎秦晞輝沒有想清楚這些問題就熱切地給對手加上「反人權」
的標籤，這對理性溝通幫助不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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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情況嚴峻，我們也有時會鼓勵市民向議員或政府表達意見（以電郵、信件等方式），黃毓民議員說每天收到多個
電郵，說這是暴力行為。聽到這翻話從這樣一個議員口中說出，實在感到有點滑稽。若市民表達意見時都是用和平和
說理的方法，而不是去謾罵，那實在不能說是暴力。若說數目太多是問題，但民選議員的責任不就是要盡量聆聽市民
的心聲，急他們所急嗎？黃毓民應多謝有那麼多市民向他反映意見，而不是去描黑他們。再者，那些電郵應該沒有他
所喜愛的那類辭語（如「咁多人死，唔見你死」）吧？
參《平權？霸權？—審視同性戀議題》，香港：天地圖書，2005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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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強加宗教價值於社會呢？
誰在強加宗教價值於社會呢？
雖然香港還不是一個完全民主化的社會，但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也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法治，所以一般而
言，誰都不能強逼別人接受其價值觀，當然道德保育派也沒有這種能力。規管香港市民的基本上是法律，
而立法的是立法會，提交草案與否則很受政府政策影響，但立法會議員是透過功能組別和分區的選舉選出
來的，這不是政府可決定的。在整個過程中，市民能影響立法的方法主要有兩個。第一，一些重大的法例
草案通常都會有諮詢期，讓市民透過傳媒、意見書、在公聽會發言、遊說官員和議員等方法，影響政府的
政策和議員的投票意向。第二，在選舉議員時，不同團體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盡力支持某些議員，使他當
選。
原則上，誰都有政治權利用以上的民主方法讓自己的價值觀影響立法的過程。所以與遊行人士一樣，我們
同樣相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只是我們強調這裡的「人人」也應包括宗教人士。
基督徒基於其信念，關注公共事務，行使本身公民權利，只要合乎和平理性的原則，社會人士同樣應予尊
重。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不外乎去信政府或議員表達意見、簽名運動、出席公聽會、遊行集會等，都是和
平理性的行動。相對於熱衷街頭抗爭、破壞議會秩序、動輒聲稱公民抗命的社運人士，基督徒的行動顯然
已相當溫和，並不激烈，如果這樣都容不下的話，則只是雙重標準。基督徒也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他們
依循民主規則所作的事情，是彰顯了(而不是違反)公民社會價值。
因此，指責基督徒在強逼別人接受其價值觀，是不符事實的。基督徒所做的只是用民主方法反映自己的價
值觀，事實上非信徒（如同運組織和性解放人士）都是這樣做，難道偏偏宗教信徒就沒有這樣做的權利嗎？
每個市民都有他獨特的價值觀，為何沒信仰的可用他的價值觀影響公共政策，而有信仰的則不能？這是否
對宗教信徒的歧視？本來宗教信徒有平等參與民主遊戲的權利，這不過是常識，現在一些人貶抑宗教在多
元社會的參與，並全盤否定宗教信念在公共空間產生影響的合法性，這種單單針對信徒的公共參與的態度，
可說是一種世俗主義霸權。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一種世俗主義霸權，較極端的會直接逼害信徒，較溫和的則
會禁止宗教信徒作黨員或幹部，看來在「自由」社會裡，也有些人對宗教的態度與共產黨無異。
世俗主義者為了合理化他們對宗教的排斥，於是提出在世俗社會裡，用非宗教理由支持一種公共政策（無
論符不符合宗教觀點），是合理的，但反過來用宗教理由支持一種公共政策，若缺乏了非宗教理由，就不
是合理的。這種說法明顯對宗教理由和非宗教理由作出區分，也對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有不同的看待，
除非有很強的理由，不然就是對宗教的歧視。究竟有甚麼問題是宗教觀點獨有，而非宗教觀點則完全沒有
的呢？究竟有甚麼理由相信宗教觀點特別可疑呢？有些人說宗教觀點會挑起紛爭，但一些非宗教觀點，如
愛國主義、極端人權思想、同志運動意識形態等，同樣引起爭議和紛爭，而一些宗教觀點，如關心窮人等
則不見得會引起太多質疑。或許宗教思想都是非理性的迷信，而非宗教思想則是理性的知識吧？這說法是
赤裸裸的反宗教意識形態，是西方啟蒙運動的遺產，若以這為現代社會的基礎，只是另類的「政教合一」，
何況「非宗教思想」其實是包羅萬有的組合，包括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等自由派鄙視的信念，難道都一
定合理和可取嗎？或曰宗教觀點不是普遍被接受，但其實這視乎在那個地方，而且絕大部分非宗教思想也
不見得有普遍認受性。我沒有說所有宗教觀點都可取，但獨獨針對宗教觀點，有好的理由嗎？
把宗教價值與世俗價值截然二分和對立是不必要的，就以《家暴條例》和《淫管條例》的爭辯為例，有不
少非宗教／世俗市民也相信色情有害和應受規管，或支持一夫一妻制，難道遊行人士也要說他們亦是「以
宗教價值專制」嗎？抑或宗教人士不可以提倡一夫一妻制，但非宗教人士就可以？其實一夫一妻制本就是
8

回應「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關啟文博士)

現時法律的基礎，也是香港政府的政策，而且廣為香港市民接受；再者，中國並不是宗教國家，但它不也
接受一夫一妻制嗎？難道這又是反映以「以宗教價值專制」嗎？簡而言之，把近期的爭辯化約為宗教右翼
因著獨尊聖經而干預政治，實在是難以成立的。
道德保育派在危害公民社會嗎？
道德保育派在危害公民社會嗎？
說道德保育派會危害公民社會是嚴重的指控，這論述的最終目的可能是合理化對道德保育派的全面封殺。
安徒說公民社會「具備包容差異、促進溝通、不斷反思的機制，在爭議中為社會謀取共識，而不是以隨意
的公權力、單一的長官意志、獨斷的教條和民粹式的多數壓力，強行為社會訂定道德準則。」 這話說得不
錯，但香港的道德保育派不見得有違反這機制，以明光社為例，它一直關心民意所向，事實上也沒有能力
強制與絕大多數民意違背的政策，更遑論是道德標準了。它提倡政策時，會盡量使用沒有信仰背景的市民
原則上也可接受的公共論證（請細閱明光社的網頁），從沒有直接援引教義或經文去推演出立場，如何能
說是把「獨斷的教條」強加市民呢？它有時會鼓勵
它有時會鼓勵 群眾去表達意見，
群眾去表達意見，但所用的手法與同志團體支持性傾向
歧視法，
歧視法，或民主派爭取普選無異，
或民主派爭取普選無異，如發動七一遊行，
如發動七一遊行，強調五十萬市民的聲音，
強調五十萬市民的聲音，這些是否「
這些是否「民粹式的多數壓
力」呢？若都不是，
若都不是，那為何要特
那為何要特別針對道德保
要特別針對道德保育派的社會運動呢
別針對道德保育派的社會運動呢？
育派的社會運動呢？這是不是宗教歧視，
這是不是宗教歧視，或世俗主義霸權？
或世俗主義霸權？
說到底，道德保育派也是公民社會中多元的一元，與其他不同意見的群體用同樣的方法參與「那在爭議中
為社會謀取共識」的機制而已。有甚麼問題呢？
「公民社會」主要指那些非官方和人們自發組成的組織和團體，透過這些組織，人們走在一起，滿足自己
和社會的需要。公民社會佔領了個體和國家中間的領域，可說是個人與國家的中介結構 (mediating
structure) ，有些人稱之為民主社會的第三條腿（另兩條腿是市場和國家）。著名社會學家伯格(Peter Berger)
和著名天主教政評家紐候斯(Richard John Neuhaus) 指出，最重要的中介團體包括家庭、鄰舍組織、宗教團
體和志願組織等。 而 Gertrude Himmelfarb 指出公民社會的討論是與道德問題分不開的，我們需要的是能
培養德性的公民社會。 把公民社會與道德和宗教對立，是沒有必要的。
結語
總括而言，我們的立場如下：
1) 反對神權社會，因為宗教與權力的掛鉤的確容易造成宗教的腐化和權力的濫用，最後對真正的宗教信仰
和社會也沒有裨益。
2) 提倡包容的世俗社會──它既不強制也不排斥宗教價值，更不排斥或貶抑宗教群體的參與。
3) 反對排斥宗教的世俗主義霸權(它往往以極端的自由主義作包裝)，我們不同意世俗主義價值理所當然就
是現代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也提防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會濫用權力，並做成對社會的危害。我們也憂
慮自由的激化最後只會摧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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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文化戰爭與道德聖戰〉，《明報》，2007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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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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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右派」的干預？抑或是世俗主義的盲點 研討會

「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的指控是難以成立的，它裡面有不少虛假指控和雙重標準，對民主社會的運作的
理解不太準確，似乎背後反映一種對宗教的偏見。遊行強調「理性」、「包容」和「不可以訴諸仇恨」，
但它真實表現出來的精神和氣質是否真的如此？這留給眼睛雪亮的市民自已判斷吧。雖然我不贊成遊行的
宗旨，但我尊重他們表達言論和遊行集會的權利，而秦晞輝作為中七生已敢站出來，實在是年青有為，我
也相信他的動機是良好的。他很重視獨立思考，我也很讚賞，希望秦晞輝繼續持守這原則，開放地聆聽多
方的意見，我相信他將來對社會必定能作出更大的貢獻。
附錄
紀念六四，
回應黃文放
紀念六四，合乎理性——回應黃文放
合乎理性

黃文放認為支聯會舉行的紀念六四活動是非理性和不實事求是的(參 6 月 3 日和 4 日的《明報》副刊)，我在
這裡回應一下他的批評。首先，他認為六四已經成為歷史問題，而「實事求是的人都明白，歷史問題只能
由歷史去解決。什麼叫歷史解決？就是等到條件成熟時，才冷靜地去總結。」他相信整個中國社會有個共
識，就是「不願意糾纏十一年前的往事，破壞政局和社會的安定。」黃文放多次以內地人民的共識來壓支
聯會，儼儼然以他們的發言人自居，但究竟他如何得知十二億人的意見？又是誰授權他作內地人民的代表？
我只知道以丁子霖為首的「六四」受難者群體正在控告李鵬，及要求政府徹查「六四」事件。黃文放似乎
認為不用計算她們的意願在共識之內，但難道她們不是內地人民？或許大多數內地人民不同意她們的做
法，但這就能否定她們(和我們)表達訴求的權利嗎？退一萬步說，縱使內地人民有「擱置關於『六四』的爭
論」的「共識」，我們也不可忘記真正的共識要建基於真誠和理性的溝通，但這種溝通需要一個不受權力
嚴重扭曲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在中國是不存在的。
黃文放根本不懂紀念「六四」活動的意義，它的基本意義就是透過集體和象徵性的行動，去為「六四」的
死難者表達對公義的訴求。這有甚麼非理性呢？黃文放認為這代表參加者不明白「歷史問題只能由歷史去
解決…就是等到條件成熟時，才冷靜地去總結。」(其實這講法非常空泛，何時才是「成熟時機」？其實黃
文放只是想說現在不是「成熟時機」吧了！)這批評是不相干的，因紀念「六四」活動的目的根本不是去全
面解決「六四」問題。我想帶領和參加的人從沒有視自己做「內地人民的『民主救世主』」，這種批評只是
曲解和「扣帽子」。我們有的更多是無奈感，但我們仍相信回憶的重要性，與專制的抗爭往往就是回憶與遺
忘的抗爭。黃文放以中國的穩定作大前提，但紀念六四真的會令中國不安定嗎？燭光晚會已舉行了多次，
不見得已令中國大亂吧？總而言之，他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他自以為比別人理性的優越感也是全無根據
的！
黃文放常常強調要冷靜總結歷史經驗，似乎只把「六四」看作一個抽象的問題。但我珍惜參加燭光睌會的
機會，因為它提醒我不可忘記在「六四」中受苦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今年丁子霖談到：「您們手中那如星
空般閃爍的點點燭光，您們那發自肺腑的悲壯歌聲和吶喊聲，使我猶如置身於你們的隊伍之中，我為此而
激動，為此而落淚，我從心底裡感到莫大的安慰。」我差不多每年都參加燭光睌會，雖然激情的確減退了
不少，但心底仍有一份深沈的悲哀與憤怒。我也不期望這些活動解決了甚麼大問題，但只要能帶給一位受
苦的母親一點安慰，不已是充足的理由嗎？我明年仍會在維園搖動燭光。黃文放為何不放下他的反支聯會
情意結，與我們一起紀念六四呢？
(關啟文，〈紀念六四，合乎理性〉，載《明報》，2000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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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未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組織
中國從未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組織？
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組織？─葉劉淑儀的錯誤

關啟文，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
政府在 9 月發表的《實施基本法 23 條諮詢文件》有不少灰色地帶，例如其《摘要》21 點提到，若香港某「組
織從屬於某個被中央機關根據國家法律，以該組織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在內地取締的內地組織」，那香
港政府就有權禁制。不少論者認為這會破壞兩制的精神──因為已變相讓北京插手干預。面對這質疑，葉
劉淑儀在 11 月 23 日由基督教舉辦的論壇中重申這答案：「中國從來沒有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在內地
取締任何組織，就算法輪功也不是用這理由禁制的。」她說這是一位中國法律專家告訴她的。
除了可以指出，中國政府以前大多數是以「反革命罪」打壓民間組織或民運人士的，我更認為葉太的說法
根本在事實上是錯的。中國曾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105 條(反顛覆國家法)鎮壓中國民主黨。查建國
和高洪明等在 1998 年籌組中國民主黨，1999 年 7 月 1 日查和高被逮捕，8 月 2 日北京法院的判詞(一中刑初
字第 1258 號) 說：被告人「積極參加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其行為均已構成顛覆國家
政權罪，應依法懲處。」查和高分別被判處九年和八年有期徒刑，及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他們的「罪證」
全都是他們的言論：提倡「結束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多黨制衡的民主憲政體制」，以及批評現時中
國政制是「獨裁的專制」。他們沒有提倡用武力推翻現有政權。
葉太多次強調不會把內地標準引入香港，但從以上例子看，一旦《摘要》21 點成為法律，在香港提倡和平
演變、反對一黨專政的民主運動很難不受株連。再者，法輪功等過往是否因國家安全為禁制，並不重要，
因為若法例生效，將來中國政府只要抓著一些事故，如法輪功成員再次包圍中南海、自焚、干擾電視台、
入侵國防電腦等，宣佈法輪功危害國家安全，那香港的法輪功也難逃厄運。
葉太的言論或有錯誤，但我卻不認為要盲目反對她的說話，把她妖魔化或白癡化。例如她說過民主政制不
一定是萬應靈丹，因為希特拉就是透過民主選舉上台。這講法當然不全面，但若考慮到只是在論壇中的即
時發言，也不能說是歪曲歷史，甚或說她令香港蒙羞云云。A. Bullock 指出，希特拉自從 1923 年政變失敗
以後一貫採取「合法性」策略，在 1933 年 3 月 5 日的大選，他已獲得 44%選票，及國會 534 席中的 288 席，
其後 3 月 23 日，國會通過〈授權法〉把大權全都移交內閣，也「保持了合乎憲法的門面」(《希特勒與史大
林》，台北：聯經，1998，頁 341)。希特拉當然在之前和之後都用了些不民主的手段，但難以否認，善用
民主制度，也是他能上台的主因之一。
在香港，不是也有一些候選人縱使被傳媒揭穿失職之事實，仍能透過民選成為議員嗎？民主派人士應彰顯
民主人格，有自我反省、願意接受批評和尊重對手的精神，不用過份美化民主政制，卻可指出民主政制是
在眾多有缺陷的制度中，壞處最少的一個。
(明報 2002-12-05 , 論壇 , 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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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性文化學會
回應 2 月 15 日「維護公民社會價值，
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
反對宗教右翼霸權」遊行的聲明
遊行的聲明
本會一直關注《家庭暴力條例》修訂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並秉持基督教信
念，透過社會討論，發表意見。對於今日有組織以「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
遊行，並表達對基督徒維護家庭價值、反對色情，積極關注公共政策的意見，有以下的回應：
尊重表達意見的權利，
尊重表達意見的權利，反對無理的指控和標籤
反對無理的指控和標籤
在多元的公民社會裡，本會尊重不同意見人士均有表達意見的權利，無論任何聲音，只要合
乎和平的原則，社會應容許有表達意見的空間。本會持守理性對話的原則，歡迎別人對我們
的批評和意見，事實上對該遊行表達的基本價值，如包容不同聲音、理性、開明、自由、平
等、公義、博愛等，我們完全贊成。
可惜的是，不少指控都是子虛烏有。例如所謂「政教勾結」和「專權」，就純粹是一個毫無
理據的標籤，宗教團體對政府的司法部門全無影響力，過往很多司法覆核的判決對宗教價值
觀就相當不利；宗教團體亦沒有任何行政權力，在今次《家庭暴力條例》的修訂中，以及數
年前的賭波合法化，宗教團體是與政府對著幹，這是哪門子的「政教勾結」？對立法機構中，
宗教團體的影響力亦相當有限，頂多只是與其他香港公民一樣向議員表達和遊說而已，將這
些行動等同強制別人接受宗教價值，更是誤導的說法。至於所謂「宗教右翼霸權」的說法根
本沒有事實根據，只是用來攻擊和標籤異己的武器。
基督徒行使公民權利，
基督徒行使公民權利，關注公共事務，
關注公共事務，社會應予尊重
與遊行人士一樣，我們同樣相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這裡的「人
人」也應包括宗教人士。基督徒基於其信念，關注公共事務，行使本身公民權利，同樣只要
合乎和平理性的原則，社會人士同樣應予尊重。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不外乎去信政府或議員
表達意見、簽名運動、出席公聽會、遊行集會等，都是和平理性的行動。
相對於熱衷街頭抗爭、破壞議會秩序、動輒聲稱公民抗命的社運人士，基督徒的行動顯然已
經非常溫和，一點也不激烈，如果這樣都容不下的話，則只是雙重標準。基督徒也是公民社
會的一部分，他們依循民主規則所作的事情，不但沒有違反公民社會價值，更是彰顯了公民
社會價值。
維護家庭為人權公約確認的普世價值
《世界人權宣言》說：
「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
《公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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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等，都
一再強調維護家庭這種國際義務。基督徒關注家庭價值，正正基於這種既合乎聖經，也合乎
人權公約的普世價值，發起遊行人士以為維護家庭是以「
《聖經》的價值蓋過一切」
，明顯忽
略人權公約對維護家庭這種普世價值的堅持。
基督教團體對《
基督教團體對《家暴條例》
家暴條例》的修訂建議合乎公義、
的修訂建議合乎公義、博愛及平等精神
維護家庭價值的基督教團體，一再澄清並沒有反對保障同性戀同居人士，只是要求將包括他
們在內的同居一室人士，也得到同等的法律保障，特別是有需要的同住好友、金蘭姊妹、同
住長者，這更合乎博愛和平等人權的精神。本會反問，只容許同性戀同居者納入《家暴條例》
，
排斥其他有需要人士獲同等的法律保障，又是否合乎博愛、包容的精神？這些有同樣需要的
同住好友、金蘭姊妹、同住長者，難道遊行人士認為他們不是人？沒有人權？他們的暴力問
題不需要零容忍？我們希望遊行人士不要再誤解甚或扭曲我們的立場。
無論如何，歡迎他們與我們親自對話，雖然我們在立場上有些分歧，但我們誠心希望爭議中
各方都真正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共創和諧的自由社會。

2009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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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很需要你的支持及回應！

本人希望關注及參加香港性文化學會的活動：
本人希望關注及參加香港性文化學會的活動 ：
□ 收到香港性文化快訊及電子通訊。
□ 以禱告守望香港的性文化，及儘量出席香港性文化學會的祈禱會。
□ 參與研習小組 （聚會大概每月一次。就著以下幾個性文化課題作資料搜集和探討。）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
本人願意奉獻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 ：
□ 一次過奉獻港幣 _________元
每月 定期奉獻，
定期奉獻 ， 加入成為『
加入成為 『 文化勇士』
文化勇士 』 與我們同心同行
□ 每月定期奉獻
□ 其他：HK$_________
□ $1,000
□ $500
□ $200
□ $100
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
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 ：
□ 經常費
□ 同工薪津
□ 事工拓展
□ 研討會
□ 出版事工
奉獻方法
□
□
□
*

每月自動轉賬 (只適用於定期奉獻，請即填妥「直接付款授權書」
直接付款授權書」，並寄連同回應表寄回本會)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 」 (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
直接存款到匯豐銀行戶口 178-894630-838 ( 請 將 入 數 紙 連 同 回 應 表 傳 真 或 寄 回 本 會 )

本會已成為慈善免稅團體，奉獻壹佰元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

本人只需要收取「全年奉獻收據」而無須寄上一次性奉獻確認通知。
(

□

此收據將於財政年度完結後一個月內寄出)

本人需要每次奉獻皆獲發收據，請郵寄給我以作奉獻確認。

姓名： ( 中 ) 先生 / 女士 / 小姐
( 英 ) Mr. / Ms. / Miss
職業：
機構：
教會：
事奉崗位：
電話：(手提)
(辦)
傳真：
電郵：
地址：

住宅)

(

個人資料聲明：
個人資料聲明：您的資料只供本學會和法律授權可接受人士使用)
查詢電話：
電郵地址：
查詢電話：3165-1858
電郵地址：info@scs.org.hk 網 址：www.scs.org.hk

(

培育整全心性

共建健康家庭

日期

day

日

month

月

year

年

Date

Direct Debit Authorisation

Name of Party to be Credited (The Beneficiary)

收款的一方（收款人）

Hong Kong Sex Culture Society Limited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

My/ Our Bank Name and Branch

本人(等)的銀行及分行的名稱

#My/Our Name(s) as recorded on Statement/Passbook
#
( )

本人 等 在結單／存摺上所紀錄的名稱

+Limit for Each Month +

每月固定奉獻限額

Bank No.

直接付款授權書

Branch No.

分行號碼

Account No.

004

178

894630-838

Bank No.

Branch No.

My/ Our Account No.
( )

銀行號碼
銀行號碼

戶口號碼

分行號碼

本人 等 的戶口號碼

My/Our Address as recorded on Statement/Passbook
( )

本人 等 在結單／存摺上所紀錄的地址

+My/Our Signature(s)

+

本人(等)的簽署

#Name of Debtor (if other than Account Holder)
#
(
)

債務人的姓名 若非戶口持有人

此欄由香港性文化學會填寫)

Donor's/Debtor's Reference (

For Bank Use Only
Remarks

1.

聯絡電話號碼

Contact Tel. No.

+EXPIRY DATE (if applicable)
+
(
) dd/mm/yyyy

到期日 如適用

銀行專用

#Please write in Block Letters. #

條款及細則

X

Authorised Signature with
Branch Chop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I/We hereby authorize my/our above named Bank to effect transfers from my/our account to that of the above named beneficiary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instructions as my/our Bank may receive from the beneficiary and/or its banker and/or its banker's correspondent from time to time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amount of any one such transfer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indicated above.
( )
( )
( )
( )

本人 等 現授權本人 等 的上述銀行，〈根據收款人或其往來銀行及／或代理
行不時給予本人 等 銀行的指示〉自本人 等 的戶口內轉賬予上述收款人，惟每次轉賬金額不得超過以上的限額。

2.

I/We agree that my/our Bank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ascertain whether or not notice of any such transfer has been given to me/us.
( )
( )
( )

3.

I/We jointly and severally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overdraft (or increase in existing overdraft) on my/our account which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any
such transfer(s).
( )
(
)
( )

4.

I/We agree that should there be insufficient funds in my/our account to meet any transfer hereby authorized, my/our Bank shall be entitled, in its discretion,
not to effect such transfer in which event the Bank may make the usual charge and that it may cancel this authorization at any time on one week's written
notice.
( )
( )
( )

本人 等 同意本人 等 的銀行毋須證實該等轉賬通知是否已交予本人 等 。

如因該等轉賬而令本人 等 的戶口出現透支 或令現時的透支增加 ，本人 等 願意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本人 等 同意如本人 等 的戶口並無足夠款項支付該等授權轉賬，本人 等 的銀行有權不予轉賬，且銀行可收取慣常的收費，並可隨時以一星期書面通
知取消本授權書。

5.

This direct debit authorisation shall have effect until further notice or until the expiry date written above (whichever shall first occur). I/We agree that if no
transaction is performed on my/our account under such authorisation for a continuous period of 30 months, my/our Bank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direct debit arrangement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me/us, even though the authorisation has not expired or there is no expiry date for the authorisation.
(
)
( )
( )
( )
( )

本直接付款授權書將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或直至上述到期日為止 以兩者中最早的日期為準 。本人 等 同意如本人 等 已設立的直接付款授權的戶口連
續三十個月內未有根據本授權而作出過賬的紀錄，本人 等 的銀行保留權利取消本直接付款安排而毋須另行通知本人 等 ，即使本授權書並未到期或未有註明
授權到期日。
6.

I/We agree that any notice of cancellation or variation of this authourization which I/We may give to my/our Bank shall be given at least two working days
prior to the date on which such cancellation/variation is to take effect.
( )
( )
( )

本人 等 同意，本人 等 取消或更改本授權書的任何通知，須於取消／更改生效日最少兩個工作天之前交予本人 等 的銀行。
附註

+Notes +
1.

This Direct Debit Authorisation will be cancelled automatically on the date included in the box marked "Expiry Date". If you wish the Direct Debit
Authorisation to have effect indefinitely (or until cancelled by you) please leave box blank.
(
)

本直接付款授權書將於「到期日」
到期日」一欄中所填寫的日期自動撤銷。如閣下意欲直接付款授權書無限期有效 或直至閣下予以撤銷為止 ，則請將該欄留空。
2.

Please ensure that you sign the form in the usual way that you would sign on your Bank Account.

3.

The transaction of your donation shall be performed within the last week of each until we received further notice.

4.

This direct debit authorization shall have effect within four weeks after we received the authorization form.

5.

Donations are tax deductilbe with official receipts.

請保證貴戶在此授權書內的簽名，與銀行戶口所簽者完全相同。

台端以銀行自動轉賬，有關捐款將會每月之最後一個星期內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更改或終止參加。
此授權書會於本會收到閣下之授權書表格後四個星期內生效。
有關捐款均可獲發收據作申請扣減稅項。

**Please complete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Hong Kong Sex Culture Society, Unit 206, 2/F., Cheung Fung Commercial Building, 21-25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
,
21-25
2 206

請填妥此授權書後交回 香港性文化學會 九龍長沙灣道

號長豐商業大廈 樓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