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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分個人與政治問題：同運=/=同性
戀者

忘不了理
探討平機會主席的同性戀論述

• 面對個別同性戀者，當然要以平常心
看待，並要包容、關愛

關啟文

• 我對有同性戀子女的家長的一席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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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運的訴求是政治性的，會影響所
有人和社會長遠發展：要全面和理性
檢視其訴求，分辨那些合理，那些不
合理

• 香港性文化學會支持商討式民主，社
會面對重要議題時，應該冷靜和理性
商討，正反的意見都需細心聆聽，不
應因人廢言

• 同運順應世界大潮，傳媒較少批判性
地檢視，但公民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

• 民主社會強調問責(accountability)，
特別是政府和使用公帑的機構，因此
向平機會問責，也只是依從民主社會
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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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評平機會的主席，不代表否定平機
會的工作，而是愛之深，責之切，我
們實在不希望平機會的精神從內部被
扭曲和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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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平等機會的精神，認同提倡男女
平等和種族平等工作，相信他所做的
都是出於關懷弱勢社群的良好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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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一個人的性別、種族、道德立場、
宗教信仰、年齡和性傾向是甚麼，都
應享有同等的基本人權（如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投票權、進出境自由），
和有平等機會享用政府提供的福利
（如十二年免費教育、申請公屋的權
利）。

• 平機會的基本宗旨應該是促進所有市
民的權利，而不應單單為某些特別組
別服務。平機會的工作也不應偏幫某
些族群，或反過來製造對另一些族群
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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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人身攻擊，只會以事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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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機會有否平衡不同基本權利的衝突，
特別是思想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
由和言論自由呢？

• 關於他的同性戀論述，我們有很多疑
問。

• 多元化社會面對很多複雜而富爭議性
的課題，不同人基於不同的道德傳統
和宗教信仰會有不同的看法，若非有
堅實理由，政府都應尊重和容忍，不
應動輒以「反歧視」之名去鎮壓。

• 問題：周主席的立場和態度是否真箇
能保障每一個人的平等，和給不同立
場的人真正的機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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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反歧視作藉口去片面強調事實
的一部份，而壓抑事實的其他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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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證明周主席的同性戀論述必然
錯誤，而是要考察它有沒有忽略合理
的爭議？

• 周主席向公眾發言時，有沒有誤解或
忽視不認同同運者的論據？有否作出
一些沒有根據的斷言呢？

• 周主席個人持甚麼立場是他的自由，
但若以平機會主席的身分和動用EOC
資源，明顯偏向某種有合理疑點的立
場，會否不是對所有市民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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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周主席是在促進哪一種平等，甚
麼人的機會？平機會會否成了同性戀
社運的喉舌，而且它在強加同運的價
值觀於市民身上？

周主席：「任何人都不應受到歧視。」

• 但是否人人都平等，但贊成同運比不
贊成同運更平等？
• 是否甚麼人都有平等機會（包括最激
進和前衛的團體──所謂性小眾），但
性倫理較傳統和「保守」的市民就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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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席：無論怎樣看SODO（即性傾向
歧視法)，「在公眾範疇內免受歧視，是
我們每個人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
• 奇怪邏輯：很多時提到
一些普遍原則（每個人
適用），但只應用到
「性小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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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在公眾範疇內免受歧視」真的
「是我們每個人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權
」，那胖子、持不同政見者、同性戀
異見分子（不認同同性戀和同運者）
，也應「在公眾範疇內免受歧視」
• => 「肥胖歧視法」、 「政見歧視法
」和「同性戀異見歧視法」 ，why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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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席：「同志只能擁有二等公民的身
份，他們較少發言權，在法律上某些權
利被剝奪了」

• 周主席的文章〈性傾向歧視立法──對
家庭價值、言論自由與逆向歧視的影
響〉，提到「嚴重騷擾及中傷的刑事
案件」。

• 初步看來，同性戀者在香港跟所有人
一樣，享有所有世界人權宣言所列舉
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投票權、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等等

• 香港的歧視條例有：騷擾、中傷、嚴
重中傷、歧視性廣告等，

• 請周主席明示：同性戀者被法律剝奪
了甚麼基本權利呢？

• 「嚴重騷擾」究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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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上被歧視=/=法律權利被剝奪，
非同性戀者一樣。

周主席提到有團體反對同性「婚姻」，
慨嘆：「難道只有異性戀者才有家庭？
同性戀者及其他性小眾不也是家庭的一
分子嗎？他們也是別人的兒女、兄弟姊
妹或父母」

• 同性戀者「較少發言權」？打開報章
，聽電台，看娛樂新聞和採訪，都會
聽到黃耀明、何韻詩、趙式芝等同性
戀者的發言。
• 時事特輯不時看到訪問同性戀者和變
性人，有沒有經常聽到反對同性戀或
同運的聲音呢？究竟那一方有更多發
言權呢？

• 團體反對的是更改一男一女的婚姻定
義，而非原生家庭中，作為「兒女、
兄弟姊妹或父母」身份的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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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席認為「性傾向歧視條例是用作保
障任何性傾向的所有人，並非偏袒任何
一方，故不會出現逆向歧視。」

• 同性戀者當然也是（原生）家庭的一
分子，這點跟反對「同性婚姻」的理
據是不相干的。
• 我們認同要尊重同性戀者，若子女是
同性戀者，父母也應接納、愛護。

• 性傾向歧視法名義上有為異性戀者提
供保障，但這不是法例的主要目的。
支持者提出的，絕大多數是同性戀者
的困境。

21

• 逆向歧視指，不少市民只是因為不贊
同同性戀就要面對不合理的差別對待
、非理性攻擊或法律威嚇，而不是因
為他們是異性戀者。

• 就逆向歧視而言，性傾向歧視條例會
否「保障異性戀者免受歧視」根本是
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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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席：「平機會執行反歧視條例十多
年，其間曾引發一些民事訴訟，但至今
並無涉及嚴重騷擾及中傷的刑事案件」
，認為即使性傾向歧視立法，亦不會出
現刑事案件。

• 不贊同同性戀人士的言論自由、教育
自由、宗教及良心自由等普世人權受
到打壓，其平等機會被剝奪。
• 周主席一再向外宣稱性傾向歧視條例
不會產生逆向歧視，但其理由竟然是
一個不相干論點？！
23

24

4

10/3/2015

• 然而，過往平機會執行的是性別歧視
條例、殘疾歧視條例等，這些不存在
巨大爭議，但SODO相關的價值觀，
社會中仍存在普遍爭議。性質相當不
同，不能混為一談。

1) SODO會影響婚姻與家庭制度的發展
2) SODO的範疇牽涉很多具體的行為，
而不單純是一個身分
3) SODO所牽涉的行為具有巨大爭議性

• 故此，由過往直接引申到SODO不會
發生問題，屬於不恰當的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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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ODO會嚴重衝擊其他人權，如宗教
自由、良心自由和言論自由
5) SODO會長遠影響社會道德的發展

6) SODO會深遠影響教育的內容和自由

而其他歧視法大多沒有類似特質（縱使
有，程度也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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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周主席把焦點放在刑事案件上，
也是扭曲了反對立法者的意見。
• 提到逆向歧視時，沒有把重點放在刑
事檢控或「動輒被捕入獄」上。
• 即使歧視法所牽涉的主要是民事訴訟，
往往已給當事人帶來嚴重的精神壓力；
• 故此，在避免引起訴訟的情況下，可
預期會引發寒蟬效應，影響言論自由。
• 民事訴訟的威嚇同樣會構成逆向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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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主席：「有人指斥我曾發表性傾向是與生俱來、
難以改變的言論，更有前同性戀者力證透過輔導，
能改變生活方式，與異性組織家庭。我並不否定
任何人的選擇，但希望大眾明白性傾向並非一種
病，難以透過治療去改變或『拗直』。關於性傾
向治療，無論香港以至世界各地的精神科醫學院，
均曾發聲明指暫無合理的科學證據支持個人性傾
向可被改變。我們不能排除有同性戀者希望尋求
改變，但這必須出於個人意願，而提供『治療』
或輔導的機構，亦絕不可偏離專業精神與操守，
以免誤導及對求助者的身心構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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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已有
科學證據證明
同性戀是

很多人相信「同性戀是天
生」是建基於三個「先天
論」學說：
1)大腦組織 INAH-3 研究
2)孿生兒調查
3)同性戀基因研究

天生的
31

大腦組織 INAH-3 研究
Simon LeVay
LeVay 推論，男同性戀者之所以有同性戀
傾向，乃因他們的INAH-3與女性一樣，
所謂：

「困在男性體內的女性靈魂」

(Female Soul Trapped in Man’s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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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1具屍體作研究樣本實在不足夠
b) 接近一半的死者的性傾向是不明確
c) 「雞先或蛋先」- 愛滋病病毒和療法均可
能影響 INAH-3 的大小及形狀
d) 有科學家認為 LeVay 以量度 INAH-3
的大小作研究方法非最精確的方法
e) LeVay 有關 INAH 部分的發現與其他學
者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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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

Bailey and Pillard
實驗前設：
性傾向由遺傳基因構成，所以同
卵孿生兄弟的性傾向是應該百分
百一樣(因為DNA100%相同)，若
然兄弟當中一個是同性戀，另一
個亦應該亦是同性戀。
35

調查結果 期望結果

同卵孿生兄弟

52%

100%

異卵孿生兄弟

22%

50%

普通兄弟

9%

50%

領養兄弟

11%

1-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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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基因研究
Dean Hamer

孿生兒調查的漏洞
a) 樣本偏誤 (Sampling Bias)
b) 之後在澳洲所作的大型
研究推翻初期結果-concordance只有2024%
c) 同卵孿生兄弟只達 52%「
調諧」(concordance)，不
足以證明遺傳決定同性戀
，反證明後天因素重要。

1993年Dean Hamer研究了76個男
同性戀者的家庭，檢查了這一群男
人的X染色體，發現40對同性戀兄弟
中，33對兄弟的X染色體某區域的模
樣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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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e G, Anderson C, Risch N, Ebers G.的
研究顯示：男同性戀者在Xq28中沒有與
微衛星標誌 (microsatellite markers)的關
聯 (Science. 1999;284 :665–667)
• Xq28並非基因，而是染色體區域中有機會
變成基因的其中一員
• 一個極具可信性的研究--23andMe全基因
組關聯分析(GWAS) 不能印證這個結論
39

• 2005年，根據人類基因組單體型圖
(HapMap)的發表而出現的全基因組關聯
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 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s) 是基因組的路標
• 今天可透過觀察最少50至1百萬個SNPs，
可 比 較 單 體 型 (haplotype) 的 相 對 情 況 ，
如：同性戀 & 非同性戀
41

有關該研究的疑問：
a) 其他同類的研究得出不同的實驗結果
b) 有這染色體標記並不表示就是同性戀者
c) 沒有它亦不表示就不是同性戀者
d) 可能是發展某性格、性情或特徵，而這特質則成為一個
人受同性吸引的原因
38

男同性戀基因研究者Dean Hamer，本
身亦是同性戀者：

「當然不是。我們已從雙胞
胎研究得知性取向的個別差
異中，有一半或更多，不是
來自遺傳。」
40

相關研究可參閱：
Oct 2005: Characterisation of
most of the common genetic
variation present
genomewide in four world
populations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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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有技術能
把個人約50至
100萬 SNPs 記
錄在晶片上

• Wang et al. 在Journal of
Andrology(2012)發表報告： 在361
位研究對象(男同性戀者)及319 位控制
組別(男異性戀者)身上，發現在SNP
rs9333613可推斷出7q36的關聯分析 ，
發現兩者的基因型(genotype)中等位
基因形態(allele)，有明顯的分佈差異，
研究表示SHH基因有機會與男同性戀
傾向相關

只要偵測到50100萬個SNPs
，便可以涵蓋人
類的基因圖譜
43

• Sanders AR et al. (2014). “Genomewide
scan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linkage
for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10.
(doi:10.1017/S0033291714002451)
• 此研究對象為409對同性戀兄弟，2012年
首次在ASHG(American Society Human
Genetic)的年度會議中發表相關結果
45

• “Logarithm of Odds” (LOD)：最低
要求是LOD達3 或以上才被視為有統
計意義
• LOD=3 即表示與基因相關的機率是
1/1000
• 因而Sanders et al 的研究結果被視為
統計意義較為薄弱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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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ers et al 未能找到7q36 及SHH
與性傾向有關的支持證據
• 相反，他們找到 8q12(LOD=2.59) 及
Xq28(LOD=2.76)

46

• 研究由「23andMe」的公司進行，參與研究人
數：23,874人，是迄今為止最大型的研究
• 但並沒有顯著統計結果，即p<0.05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顯示在男或女性上，基因與性傾向
相關
• 詳細研究內容並沒有出版，但Drabant et al在
2012年的ASHG年度會議中以poster的形式發表
• 另亦在網上進行問卷調查，參與人數有18萬人，
有助理解參與者的生活習慣與性傾向的關連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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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andMe亦嘗試尋找女同性戀基因，
但未能找到結果(即不存在)，至今科學
文獻中都沒有有關女同性戀基因存在
的證據

• GWAS用55對加拿大同性戀兄弟進行檢測，結果
亦未能發現有任何性傾向與基因有關的結果
(Ramagopalan et al 2010)。最好數據：
LOD=2.86 (第14對染色體與 SNPs rs760335關
連)
• 即使基因與同性戀傾向可能有關，但明顯不是主
因、亦並非決定性的、及不可逆轉的。而且近年
的研究結果一致地只有低的CR(<20-25%)

49

• 基因論述：Xq28, 7q36, 8q12；中國
研究SHH，沒有一個研究結論是可以
持續印證
• 更大更可靠的研究結論並不支持舊有
的研究結果
• 基因在性傾向所擔當的角色並不顯著，
反而後天因素，如男女角色的不明確、
失衡的家庭的影響 都不能忽視
51

• 周主席聲稱性傾向難以改變，但「不否
定任何人的選擇」，而且「是每個人自
己既選擇」，但性傾向「難以透過治療
去改變」，而且「暫無合理的科學證據
支持個人性傾向可被改變」，但又「不
能排除有同性戀者希望尋求改變」……
• 這些說法，似乎令人感到混亂。周主席
的立場到底是什麼，他認為性傾向是否
可以改變呢？
• 若只是說「難以改變」，那就可同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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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指出：「無人能確定異性戀、
同性戀或雙性戀的成因。…並未有可經重覆測
試的科學研究結果，支持同性戀是有什麼生物
學上的成因。」
http://www.psychiatry.org/mental-health/people/lgbt-sexual-orientation
(accessed September 24, 2013)

• 美國心理學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也指出：「對於個人發展出異
性戀、雙性戀或同性戀的原因，科學家之間並
未達成共識。… 至今仍未得出性傾向由某個
／些因素決定的結論。很多人認為性傾向受先
天和後天因素複雜地影響而形成。」
52

• 周主席說「性傾向並非一種病，難以
透過治療去改變或『拗直』」。
• 現時討論的重點不是同性性傾向是否
病，而是同性性傾向是否可以改變；
即使同性性傾向不是一種病，也不等
於不能改變。
• 關鍵是尊重案主的選擇，為有需要的

人和自願想改變的人提供幫助。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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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心理學家、前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主席Dr. Nicholas Cummings指
出，他和其同事在任職的南加州凱薩醫
院 ，治療超過一萬八千名同性戀者，有
三分之二獲得正面結果。
• 在這些求助者之中，包括那些尋求改變
性傾向的，Dr. Nicholas Cummings和
其同事有份見證著數百名人士能成功改
變性傾向。
55

• Dr. Nicholas Cummings作證指出：
「在今日，性傾向的心理治療及輔導已
經變得高度政治化，同性戀運動成功遊
說公眾，去相信同性戀是天生及不能改
變。」
• 其實這說法並沒有科學證據支持，而令
他感到沮喪的是，包括美國心理學會在
內的一些具規模精神科團體，一直沒有
對以上說法提出反駁。
57

• J. Nicolosi, A. D. Byrd, & R. W. Potts,
“Retrospective self-reports of changes in
homosexual orientation: A consumer survey of
conversion therapy clients,” Psychological
Reports, 86 (2000), pp. 1071-1088.
• 研究曾接受治療的689個男同性戀者和193個
女同性戀者：34.3%轉變為異性戀（完全或接
近完全）；67%以前是（完全或接近完全）
同性戀，現在只餘下12.8%。
• 那些改變了的人且經歷心理和人際狀況的改
善。35%未能成功改變，但大多感到他們的
情緒比前更健全。
5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iOSnFb2OM

56

• 他又批評，將改變性傾向的治療定性為
「不道德」的做法，是侵犯了求助者的
選擇權，並干預當事人的治療方向。
• 反而，對於一些專業團體，如美國心理
學會阻止那些求助者在被告知可能的後
果下，仍渴望尋求性傾向改變的做法，
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58

• Stanton L. Jones & Mark A. Yarhouse, Ex-gay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igiously-mediated change
in sexual orientation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7)的縱向研究方法論相當嚴謹，
主要研究用宗教信仰改變性傾向的努力。77個人完成。
• 結果如下：15%有清楚改變；23%不再受性傾向控制，
能保持貞潔；29%有改進，但仍在過程中；15%沒明
顯改變；4%感到混亂；8%放棄治療，擁抱同性戀身分。
• 他們說：「我們已提供證據，透過參與出埃及的事工，
同性戀性傾向的改變是可能的。…我們也找不到甚麼證
據支持參與出埃及的改變過程是有害的。」
• Stanton L. Jones & Mark A. Yarhous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ttempted religiouslymediated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 Vol. 37 (2011), pp. 40442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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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嶽表示「有前同性戀者力證透過
輔導，能改變生活方式，與異性組織
家庭」，然而周主席接著卻說性傾向
難以改變，那周主席是認定那些前同
性戀者在說謊嗎？還是說他們在自我
欺騙呢？
• 真實改變的案例就是證據的一部分，

• 周主席說性傾向「難以…『拗直』」，
但前同性戀者群體已多次表明，「拗
直治療」對他們而言是一個侮辱性詞
語，也不反映他們的真實情況。因為
一些同性戀者，本於各種個人理由，
並不滿足自己的性傾向，因而自願尋
求輔導，這過程並非「拗直」，而是
生命的成長和更新。也不強求一定要
「直」。

不能用「科學霸權」去抹殺。

61

62

• 他們已比一般同性戀者承受更大的壓

力，是性小眾中的性小眾，為何周主
席不能多點體諒和尊重呢？如他所言：
〈平等由尊重開始〉。

63

64

周主席：「平機會相信，每個人都有自
由去選擇與什麼性別的人結為伴侶，這
是基本人權，不能受到剝削。」
• 事實上在香港，市民已經有自由去選擇與
什麼性別的人結為伴侶和同住，並沒有法
例禁止。
• 假若周主席的意思是指同性「婚姻」的制
度，那他要為他的說法提供堅實證據。
• 首先，根據國際人權法，結婚的基本人權
是指男與女的婚姻，並不包括同性「婚姻」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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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指控非常誤導，因為聯合國的《世
界人權宣言》16條說：
• (一)成年男女，……有權婚嫁和成立家
庭。
• (二)祗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
同意， 才能結婚。
•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
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men and women” 「男 女 」 (只有
這條）
≠ 大部分條文：
每個人；"every human being” ,
"everyone“

67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3條
亦說：
• （一）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
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 （二）已達結婚年齡的男女締婚和成立
家庭的權利應被承認。
• （三）只有經男女雙方的自由的和完全
的同意，才能締婚。」
69

紐西蘭當年不接納同性婚姻，一對女
同性戀者(右Juliet Joslin)上訴到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

68

• 這些條文明白提到「男女雙方」，若結
婚不用論性別，這種提法就完全是多餘
的
• 無論如何，說在四十和六十年代不同國
家的代表已有認可同性婚姻的共識，實
在是難以置信的
• 這種共識在今天也不存在
70

•但按委員會在2002年對《公民權
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解釋，
人權公約提到的婚姻權利是指
「單純一男一女的自願結合」
(Joslin
v.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No 902/1999)
7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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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人權公約》裡面也有婚姻權的
條文（字眼和聯合國的公約也相當相
似），歐洲人權法庭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於2010年的
判決，也表明《歐洲人權公約》並未
賦予成員國有承認同性婚姻的義務：
見崔克與托夫訴奧地利案
（Schalk and Kopf vs. Austria，no.
30141/04）。

• 在2006年，法國的Valérie Gas與其女
同性伴侶Nathalie Dubois向法國政府
申請領養，遭拒絕後向歐洲人權法庭
上訴。2012年3月，歐洲人權法庭也
判決，法國沒有歧視同性伴侶，沒有
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73

• 2014年7月，歐洲人權法庭審理一宗
有關男變女變性人及其妻子的案件中
• 該案判詞第96段重申：「雖然事實上
某些締約國已將婚姻延伸至同性伴侶，
但公約第12條（結婚及組織家庭之權
利）不能被解釋為締約國有責任提供
同性婚姻。」
• 它又在第74段表示：「在允許同性婚
姻一事上，我們不能說歐洲存在任何
共識。」
75

74

• 在「世俗領域」中人權觀也存在多元
性
• 支持者要論證自己對人權的理解，和
解釋這如何能衍生同性「婚姻」的人
權，和如何看其他的「婚姻」人權。
• 隨意把自己的人權觀當作是不容質疑
的普世共識，有很強誤導性。
76

• 同運回答：
• 「就算人權公約沒
有提同性婚姻當作
人權，但人權概念
是可以擴張的，所
以可把同性婚姻加入人權的項目中。」
• 但是：為甚麼要加這個項目？理據何在？
不斷加新的「人權」是好的嗎？
• 特別在婚姻領域，界線何在？
7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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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同運領袖成功爭取同性「婚姻」
後，記者問他：「你下一個目標是甚
麼？」
他答：……

79

80

Polyamory- The Next Big Thing!!!

• 荷蘭同運領袖成功爭取同性「婚姻」
後，記者問他：「你下一個目標是甚
麼？」
• 他答：「三人婚姻」！
靠嚇？但近年多處
已開始有三人婚姻：
荷蘭、泰國、美國…
81

2013年4月，紐西蘭通過同性「婚姻」，當
地有組織馬上爭取多夫多妻制(polyamory)

83

82

• 台灣同運分子張宏誠說得很明白：「
在自由主義以及平等保障的概念下，
所有婚姻形態的可能性都應該被加以
承認」；
「就算是因此承認童婚或近親婚姻，
亦未嘗不可」！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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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周主席澄清，下面哪些「婚姻」
形式是基本人權？標準何在？
•
•
•
•
•
•
•
•
•

(M1) 一男一女的終身結合
(M2) 兩個人（不論男女）的終身結合
(M3) 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的終身結合
(M4) 多男多女的終身結合
(M5) 婚姻不應有年齡限制，小童也有結婚權；
(M6) 近親，父女、父子、母子、母女和兄弟姊妹之間
(M7) 人與非人類動物（甚或其他生物）
(M8) 人與電腦的虛擬人物或機械人
(M9) 人與其心愛的死物（如跑車、結他等）
85

• 周主席在為「性小眾」爭取「平權」，
現時範圍是LGBT。
• 但性小眾點只LGBT那麼簡單？

• 台灣：LGBTQQIA
• 香港中學：Li Po Chun, LGBTQIA+
pride week (Nov 2014)

86

• 【女同學社】：
http://leslovestudy.com/new/ntxs/
• 〈通色通性──性傾向及性別身份認同〉通
識教材（由小曹執筆）
• 性小眾…可以是同性戀者、跨代戀者(戀老、
戀童、戀青少年)、性工作者、嫖客、有婚
外情的人、用情不專的人、色情工業從業
員、皮繩愉虐愛好者(BDSM，俗稱性虐待
(SM)… 以及家人戀(一般稱為亂倫)等。

87

88

• 性小眾包括那些人？
• 小曹提到的性小眾是否都有平權？
• 若否，難道某些要受歧視？和得不到
法律的保護？為甚麼？
• 若是，那是否應制訂一條保護所有性
小眾的平權的歧視法？

• 視性愛一體，講求性排他 => 燃燒著
我們的愛情，令人分分秒秒都在擔心
伴侶偷食，被醋意填滿
• 提倡「開放關係」，即是說愛侶可以
隨意有自己的性伴侶（婚外情）
• 性就是為了愉悅，並且僅此而已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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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若女同學社要求某印刷公司印刷其通
識教材，該公司老闆因為不贊同內容，
拒絕提供服務，應該受到法律懲罰嗎？
• 假若一業主因不認同女同學社的宗旨，
拒絕租物業給她，應該受到法律懲罰嗎？
• 我們認為不應該，因他們也有權拒絕用
自己資源支持他們良心上不能認同的團
體。

• 同樣，市民也有權拒絕為性文化學會印
刷他們不能認同的單張，或拒絕提供租
用的物業。
• 後者事實上曾發生（但可能建基誤解）
• 假若立了SODO，同運團體會受到「保
護」，但家庭價值團體不會受到「保
護」，這又是「平等機會」嗎？
• 反思：甚麼是「性傾向歧視」？

91

92

這是指因著性傾向所作出的差別對待，但這句
話有廣泛涵義，差別對待的緣起可分五大類原
因：
1. 同性性傾向本身，但沒有相關行為。
2. 同性性傾向及相關性行為。
3. 同性性傾向所引致有公共意義及影響公共制
度的行為（例如：同性婚姻）。
4. 同運的行動及意識形態。
5. 崇尚同性性傾向，推動性傾向合理化，或要
求制定強迫平等化的措施。
93

• 在領域1內，差別對待有很大機會是真
正的歧視。
• 然而在領域2-5內，差別對待可能是基
於合理動機和理由，所以不一定是歧視。
• 在消除性傾向歧視過程中，所制定的法
律或措施，本應為處理領域 1的真正歧
視，但在過程中，反過來制裁了那些對
領域2-5有差別對待的人士，即使他們
有合理動機和理由。
• 這便造成種種逆向歧視。
95

94

1. 公民社會出現、不是由法例直接產
生的逆向歧視
2. 由法例直接產生的逆向歧視
• 先舉一些（1）的例子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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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英國，史密夫以私人
時間在facebook留下了一些
溫和的不贊成同性戀言論，
結果被同性戀同事投訴，最
後被公司由物業經理降職至
財務顧問，年薪亦由35,000
英鎊銳減至21,396英鎊，減
幅接近四成。

（平等得過分了）

97

2002年加拿大，Chris Kempling在地區
報紙撰文批評一些同性戀教材。後被教
師公會停職了一個月，
指他的行為對同性戀學
生造成「敵意環境」，
違反了教師操守。但
Kempling是模範教師，
更從沒有學生投訴他。
99

海耶(Robert Haye)
在英國倫敦Deptford
Green School任教
科學
2010年，他回答學生
提問，指同性戀是罪
校方因此開除了海耶。教師公會隨後更禁
止他到其他學校任教，而教育局長亦支持。
101

雖然法庭最後判史密夫得直，但卻無法使他
的公司恢復他的職位及待遇；縱使法庭也為
他不值，亦只能判他獲得98英鎊的賠償，但
他已損失了60,000英鎊。

98

Kempling不服上訴，甚至訴諸法庭，但法庭
認為教師公會保障同性戀學生在一個包容的
環境下學習的做法合理，因此判Kempling敗
訴。
多年來，Kempling仍以專業心理學博士的身
分發表批評同性戀教育的言論，而教師公會
亦不斷傳訊他。直至2008年，他不勝其擾，
決定離開教師公會。
100

• 海耶上訴到法院，2013年4月被法官金
(Mr Justice King)否決
• 這即是說只要認為同性戀是罪，就可剝
奪教學的資格，縱使他是一位合格的老
師，也沒有證據證明他不善對待學生
（包括同性戀學生）
• 不認同同性戀 => 就沒資格教科學？相
關性何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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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一名地產經紀Andrew Ciastek
在派發的物業情報中夾附一張傳單，
內容簡短報導有大學研究指出傳統家
庭對孩子的未來是最好的。

• Ciastek沒有攻擊同性戀者，只是轉載

一些與同運意識形態相左的資料，就
要解僱？與其地產經紀工作有何相關？

• 有法例保護他嗎？

• 一名居民收到後感到受冒犯，向該地
產經紀所屬的地產公司投訴。該大型
地產公司迅即道歉及把事主解僱。

103

2005年美國麻省，David
Parker 6歲的兒子從學校帶
了一套多元叢書回家，
Parker發現當中一本書涉及
同性戀教育，於是向校方要
求每當學校教授同性戀教育，
或討論有關問題時，讓他接
走兒子。
105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
條第四款
• 四.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
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
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 Parker的人權有否受到尊重呢？

107

104

但校方拒絕。有一次Parker
再到學校交涉，並聲言若校
方不給予滿意答覆不會離開。
校方竟報警將Parker拘捕。
Parker經歷交涉、被捕、拘
留，甚至告上法庭，最終也
無法為兒子選擇拒絕接受同
性戀教育。
106

• 同性戀異見人士已成為二等公民，亦
得不到司法保障。
• 最近美國亞特蘭大的消防總長，便因
為私人出版的一本宗教研究
著作，被市長撤職。
•
一本160頁的研究著作，有兩
段提到聖經譴責的不道德的
行為，當中包括同性戀。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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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希是Mozilla的創辦人之一，
而且是JavaScript的發明者，
當Mozilla的CEO原是實至名
歸。然而，因為蘭登•艾希
(Brendan Eich)曾於2008年
捐了1,000美元支持美國加州
「八號提案」，一些Mozilla
的員工抗議他擔任總裁一職。
• 4月3日，Mozilla發表聲明宣
布艾希辭職。

109

• 2015年初在英國，一
名老裁判官，因為相
信孩子需要父母而被
暫停處理家庭案件的
職務，並命令他接受
「平等課程」重新教
育！
111

周主席：「每個人生而為人……不應受到歧視、
騷擾或中傷……每個人均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 然而「每個人不應受到歧視…」是道德要求，能馬
上推論「要立法保障每個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受到
歧視、騷擾或中傷」嗎？
• 若然，要立的就不單是SODO，而是一條「全天候
歧視法」：「不論任何人因著任何理由對任何人作
出歧視、騷擾和中傷的行為，都屬違法。」
• 周主席有提倡這條法例了嗎？
• 為何理據關乎所有人，但提倡時卻忘掉很多人呢

（如同性戀異見分子）？

113

• 同運活躍分子安德魯․蘇利曼(Andrew
Sullivan)不滿迫使艾希下台的抗議：
「整件事讓人噁心──如果這是今天的
同性戀權利運動──比任何人更似宗教
右派那樣狂熱地追捕我們的對手──那
不要把我算在內。」
• Jim Edward批評：「運動的核心是一個
根本的矛盾：艾希的敵人不贊成艾希對
LGBT群體的不寬容。但最終，他們不
能容忍艾希的意見，那些多年來他一直
沒有公開和──人人都這樣說──沒有帶
入工作場所［的意見］。」
110

• 68歲的Richard Page處理收養案件，在
聽取所有證據後，認為比起交由同性伴
侶撫養，孩子更適宜在傳統家庭成長。
• 一星期後，Page被控依循他的宗教信念，
歧視同性撫養的家長。
• 他受訪時表示：「有巨大的壓力逼使你
噤聲，以及依從甚麼被視為政治正確的。
每一個人似乎也可以挺身維護他們的信
念，除了基督徒。」
112

若單單制訂SODO保護同性戀者，卻不
為同性戀異見分子提供相應的保護，這
並非是公平，且有違equal protection
的人權！
• 絕大多數同性戀者可能面對的「歧
視」，明光社或不贊成同性戀的市民
都可能面對。
• 為何只規管前者而不規管後者呢？
• 例子：一個堅定反對同性戀的記者能
在很pro-gay的報章生存嗎？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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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tester rips the pro-marriage sign
of the TFP volunteers

115

Shooting in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 On 15 Aug 2012, Floyd Corkins invaded its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armed with a
9mm pistol, approximately 50 rounds of
ammunition, and 15 Chick-fil-A sandwiches.
• The gunman was confronted by an unarmed
member of the FRC staff, Leo Johnson. Despite
being shot in the process, Leo was able to
subdue the shooter.
• Mr. Corkins later told investigators that he got
the idea of attacking FRC from the SPLC's
website He also had the address of the D.C.based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 another
group listed on the SPLC's "hate map."
116

The Case of Shooting in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FRC)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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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ting in FRC

European Cases

• In a videotaped confession, Corkins
explained he had planned to "kill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smear the Chick-fil-A
sandwiches in victims' faces, and kill the
guard."
• He hoped the shooting would "make a
statement against the people who work in
that building...and with their stance against
gay rights and [for] Chick-fil-A.“
• Mr. Corkins was a volunteer at the D.C.
Center for the LGBT Community.
119

• Belgium
– 比利時反同性戀樞機主教被潑水
– 早前公開發表反同性戀立場的比利時樞機
主教雷納德，週二在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演
講時，遭烏克蘭激進女權主義Femen成員
抗議鬧場，兩名無上裝的抗議者衝上台朝
他灑水，並對他的反同性戀言論大加譴責。
72歲的雷納德因其反同性戀立場惹出不少
風波。他此前接受電視訪問時說：“同性
戀和異性戀是不一樣的，就像厭食症和正
常胃口絕不相同。"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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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立法禁止反對同性戀的人騷擾同性
戀者，也應立法禁止支持同性戀運動的
人騷擾反對同性戀的人，這才是公平。
• 例如：若同性戀者做出用一般人都可預
期會令別人感到冒犯的行為，如衝入教
堂接吻和作出親熱行動、叫口號等，那
也應禁止。
• 若不斷用侮辱性的標籤加予對同性戀異
見人士，也應當作歧視性的中傷禁止。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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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Double Standard
• A breath of protest from a Christian is
examined carefully as a possible hate crime,
while aggressive disruptions of peaceful
Christian gatherings by gay militants are often
overlooked and go unprosecuted.
• in Canada, persons have been convicted
under hate propaganda law any speech that is
critical of homosexual behavior.
• However, extreme hostility toward religious
objections to homosexual behavior is
permissible.
124

Case of the comedian Guy Earle

The Problem of Double Standard
• Let's say two students get into a
disagreement which escalates into a closestanding hostile-sounding argument.
• One is a homosexual and one is a
Christian. Both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but only one is a criminal.
• The Canadian case of Guy Earle illustrates
this point.
125

• Lorna Pardy says she suffered discrimination -and hurt feelings, psychological damage, plus a
loss of self-esteem--when a potty-mouthed
stand-up comic called them names at an
amateur comedy.
• This happened at a Vancouver supper/comedy
club called Zesty's in May 2007. The comic in
question is Guy Earle.
• The women also called Mr. Earle names,
ridiculed his penis size, and told him to "go f--yourself.“
• The B.C.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dealing
with the case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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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the comedian Guy Earle

Case of the comedian Guy Earle

• Local comedians worry their freedoms to poke
fun and mock have been put on trial. "I get
offended all the time but it's just comedy,"
• Salam Ismail is the hapless owner of Zesty's, .
He apologized to Ms. Pardy . He offered to
replace her sunglasses…
• She turned down Mr. Ismail's offer and
pursued her discrimination claim.

• Hunter comments: “Mr. Ismail cannot afford a
lawyer… Ms. Lorna Pardy has a lawyer
representing her at public expense. This is also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rights commissions: a
free ride for the complainant, while the
respondent shoulders his own legal costs, plus
the risk of whatever damages the madcap
tribunal may decide to impose.”
• Ian Hunter is professor emeritus in the Faculty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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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ven Burden (Financial, etc.)

The Problem of Uneven Burden
• the lesbian (Ms. Pardy)’s case is supported by
the society's Human Rights Clinic, funded by
B.C.'s Ministry of the Attorney-General.
• Ms. Pardy had sought $20,000 from Mr. Earle
and $20,000 from Mr. Ismail.
• Both men have already shelled out thousands
of dollars in legal fees and related expenses
before the case was dropped.
129

• Dissenters will have to endure a great deal of
harassment, legal costs, lost time, and much
stress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from unjust
lawsuits. In fact, most defendants charged
under Section 13 can‘t afford a lawyer.
• In Canada‘s “human rights” system, the
government pays all the plaintiff’s legal costs,
but none of the defendant‘s.
• Moreover, because countersuits are not
allowed, there's no way to recover defendant's
legal expenses.
130

周主席：「相關立法不會損害家庭價值
及言論自由，亦不會導致逆向歧視。」
•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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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487 標題：
殘疾歧視條例 憲報編號：
30/06/1997
版本日期：
條： 46 條文標題：中傷

章： 487 標題：
殘疾歧視條例 憲報編號：
30/06/1997
版本日期：
條： 46 條文標題：中傷

• 任何人士如藉公開活動，煽動對殘疾的另一人或
某類殘疾人士的成員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
的嘲諷，即屬違法。
• 本條並不將以下作為定為違法─
– 對公開活動的中肯報導；
– 屬以下通訊、分發或散布的公開活動︰得以在
誹謗的有關法律程序中以絕對特權作為免責辯
護的任何通訊，或對任何具該絕對特權的刊物
所包含的任何材料的分發或散布；或

• 在本條及第47條中，“公開活動”(activity in the
public) 包括─
– 向公眾作出的任何形式的通訊，包括講話、書
寫、印刷、展示通告、廣播、於屏幕放映及播
放紀錄帶或其他經記錄的材料；
– 可由公眾觀察到的而不屬(a)段所提述的通訊形
式的任何行徑，包括動作、姿勢及手勢及穿戴
或展示衣服、標誌、旗幟、標記及徽章；
– 向公眾分發或散布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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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將「騷擾」一詞由公安法中剔除，請參：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戇豆先生-快點侮辱 135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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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英國，69歲的哈蒙德
(Harry Hammond)在街頭傳道
時展示以下標語：
•“Stop Immorality”
•“Stop Homosexuality”
•“Stop Lesbianism”
被控違反公安法第五條中的
「騷擾」罪*
* “insulting”，由於「騷擾」這詞定義過於含糊，條例訂立多年來惹起很多錯誤的拘捕行動，英國已於

• 米亞諾(Tony Miano)來自洛杉磯，是一位
退休副警長。2013年7月1日，他到倫敦宣
講福音。
• 當他說到異性戀與同性戀的不道德性行為
時，一名女士向警察投訴；警察以他違反
了《公安法》(Public Order Act)第5條拘捕
了他
• 米亞諾在警局內接受問話，又要影相存照、
打手指模及作DNA樣本比對。在拘留室拘
禁了七句鐘後獲放。
137

USA Cases
• FREE SPEECH CRIMINALIZED IN PENNSYLVANIA
– In 2004 Michael Marcavage was arrested along with ten
other Christians (including two elderly grandmothers),
and charged with violating Pennsylvania's "hate crimes"
laws, because they carried signs conveying God's love
at a Gay Pride rally. One member of "The Philadelphia
Eleven," Arlene Elshinnawy, 75 year-old grandmother of
three, was holding a sign: "Truth is hate to those who
hate the truth," before she was hauled off to jail by
police officers. Five of them, including a 17-year-old girl,
were bound over and charged with five felonies and
three misdemeanors. They were literally threatened
with 50 years in jail for preaching the Christian Gospel
on a public sidewalk, because it offended gays. After
several months, a judge finally dismissed the charges.
That hate crimes law was later found unconstitutional
by the Pennsylvania Supreme Court,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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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ian Cases

Case of Rev. Stephen Boissoin

• The Case of Rev. Stephen Boissoin
– In Alberta, . Rev. Stephen Boissoin has been
hauled before the provinci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ver a complaint about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Red Deer Advocate (a local
newspaper) published on June 17, 2002.

• complainant is Darren Lund
• Albert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RC)
sentenced Rev. Boissoin to a lifetime ban against
him preaching about sexuality: "cease publishing
in newspapers, by email, on the radio, in public
speeches, or on the internet, in future,
disparaging remarks about gays and
homosexuals."
• The tribunal also ordered Boissoin to pay $5,000
"damages for pain and suffering" and apologize
to L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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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Whatcott一案
加拿大最高法院對William Whatcott
一案的判決
=>只可規管「煽動仇恨」，不可規管
「侮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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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評論界總結
嘲諷？仇恨？寵物也不
安全？罰款加幣七萬？
…

145

Elaine是一位攝影師。
2006年，一對同性伴侶要
求Elaine為她們的結婚慶
典拍攝。但Elaine以宗教
理由，禮貌地拒絕為同性婚慶拍攝。

146

Elaine有惡意歧視同性戀者嗎？
Elaine一向為同性戀者拍攝，只是拒絕拍攝同性婚禮。
•同性戀者有受實質傷害嗎？
該對同性戀者很快找到其他攝影公司為她們拍攝婚慶。

可是，該對同性伴侶控告Elaine性傾向歧視。
Elaine因而被判罰約7,000美元。案件上訴至
墨西哥州終院，最終敗訴。
147

• Elaine在這事上沒得到甚麼利益，反而損失
慘重。
• 她堅持的是自己的信念，是基於宗教和良心
自由的信念，這些都是基本人權和普世價值。
• 從一開始Elaine的行為就不應被標籤為歧視，
她們只是希望可以和平地根據她們的真誠信
仰生活，而不用被逼參與違反個人信仰的典
禮。這樣也不可以？沒有人應該為了要進入
商業市場而被迫在門前先放下個人信仰。
• 為何周主席如此輕視這些「信念」？
• 同樣，市民亦有拒絕為明光社或道德保守人
149
士攝影的自由。

•周主席說：「大家在這個社會一起生活得十分緊密，
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或信念，而是要尊重別人。」
（立場新聞訪問）
•這句話是否也可應用到控告Elaine的同性伴侶上嗎？
148

2013年初，美國一位蛋糕師傅Aaron Klein因
為拒絕為同性婚禮製作結婚蛋糕，同樣被控
違反「性傾向歧視」（In a broad Equality
Ac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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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州
(Washingto
n State) 一
間花店因拒
絕為同性婚
禮提供鮮花，
被控告性傾
向歧視。
• 2013年3-4
月

• 多元社會應該容讓對道德有爭議的議題有不同的
聲音。
• 周主席似乎認為「歧視性」言論都是應受規管的，
若然如此，為何不立一條保護所有人的法例，去
禁制「所有人基於任何理由對任何人的騷擾和中
傷」呢？
• 現在不少人因為別人不認同同性戀就出言侮辱和
中傷，這些不也是「歧視性」言論嗎？
• 然而周主席從來沒有對這些受歧視的人表示過關
心，更遑論提議立法保障他們免受歧視。這真是
「平等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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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主席往往誤解了反對人士的論據。他所提
出的反駁，有些是不相干的論點，也有些只
是攻擊稻草人，周主席是否輕率處理反對立
法市民的意見呢？
• 周主席強調性小眾的平等機會，忽略了持不
同意見市民的平等機會。
• 他對於同性戀異見人士可能會受到權利的剝
奪，似乎關注不足，並非真正照顧所有人的
平等機會。
153

• 周主席又表示：「以『道德』及『良心』作為理由
的歧視行為，不容於社會。」
• 然而《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說：
•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
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
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和戒律表示他的
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 這正正顯示周主席同意透過性傾向歧視法，去懲罰
和打壓那些因「道德」及「良心」不接受同性戀的
異見人士──對「歧視」零容忍！
• 問題是：誰去界定何為「歧視」？令人心驚！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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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
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
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
於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

的承認和尊重，並在一個民主的社會
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
正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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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解和濫用「歧視」的概念。
• 加拿大法學家Dale Gibson：
• 只有當那些差別對待是不合理的，差別對待
才構成歧視。另外，只有那些產生實質影響
（substantial）的歧視，法庭才受理。

法律應關心（甚或禁制）的歧視＝
差別對待
+ 不合理的區分
+ 有實質的影響
+ 不違反別人的基本權利

157

• 用合法的方式表達反對同性戀的自由；
• 不因其立場受滋擾和歧視的權利；
• 不被強逼去用自己的財物認可同性性行為和同性
戀的權利。
• 同性戀權利不是絕對的，當他們的權利與別人的
權利衝突時，沒有理由總是後者讓路。
• 當一些人沒有攻擊和傷害同性戀者，只是行使以
上權利，表達對同性戀的不認同，就要以強制手
法懲罰他們，實在是漠視這些人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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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性戀行為被法律禁制
2) 同性戀行為被寬容（非刑事化／合法化），但
主流社會不認同同性戀
3) 社會對同性戀的意見呈多元化，有人贊成，有
人反對，大家的表達都沒有法律禁制。
4) 贊同同性戀的觀點成為主流，不贊同同性戀的
觀點被標籤為「歧視」，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或
打壓 ）[逆向歧視發生]
5) 不贊同同性戀的言論或行為被法律禁制（或不
同程度的規管）[逆向歧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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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作為人的尊嚴應受到
尊重 [贊同]
2) 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的基本人權（如《世
界人權宣言》所言）應受到尊重 [贊同]
3) 社會應寬容同性戀的傾向和行為 [贊同]
4) 主流社會應把同性戀行為與異性戀行為作出完
全一致的評價 [有保留]
5) 主流社會應把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觀點邊緣化、
打擊甚或懲罰 [反對]
6) 應尊重和接受同性戀社運的訴求（如性解放、
同性婚姻、多元婚姻等） ，並懲罰與同運不合
作的行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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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平機會的抱負「崇尚多元、包容共
濟」。但不單是同性戀者的平等，對這議
題持異議的人也應獲得平等對待。
• 期盼平機會不要在一個有巨大爭議性的社
會議題上，偏向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真
正「建設一個沒有歧視、崇尚多元、包容
共濟的社會，人人共享平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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