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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本 )
致：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
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
各位立法會議員：
懇請從速立法禁止歧視非異性戀者
本㆟為基督教牧師，在教會工作至今已十九年。自 1983 年已關注同性戀非刑事
化事宜，於 1988 年至 91 年間聯同其他團體公開要求將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1991
至 95 年為立法局議員。本㆟對同志課題有少許鑽研，並與同志㆟士（包括海外）
及社團保持聯繫，近年更為同志基督徒團體講道主講信仰課程。雖本㆟並非同
志，但自信對同志問題及處境有㆒定程度的了解及體會。
基督徒反對同性戀，皆因聖經反對。查聖經也反對女㆟講道（提摩太前書 2:12），
故很多教會不按立女性為牧師，但也有教會不照聖經教導按立女牧師，近年本港
有兩間教會開始按立女牧師。聖經也支持奴隸制（以弗所書 6:5-9，參看利未記
25:44-55），認為要順服而不應反抗政府（羅馬書 13:1-2），要生養眾多（創世
記 1:28）
，另外，咒罵父母的、姦夫淫婦、肛交者、獸姦者…㆒律要被處死！（利
未記 20:9-17）今㆝信徒不應盲目㆞遵守這些教導。其實舊約聖經反對的只是男
性之間的肛交，新約聖經時代的保羅只是反對男性或女性的同性性行為而並非同
性之戀情，因為當時根本不知世間有同性之戀愛。而耶穌無談及同性戀。同性戀
是近半世紀才公開㆞以科學方法探究而漸漸被真確認知的。同性戀是否對錯絕對
不能以㆓千年前（即新約聖經年代，而舊約聖經年代則更早）的㆟類知識經驗來
判斷。近年來漸漸有教會接納同性戀者，而 The Episcopal Church of USA （美
國聖公會，網站 www.episcopalchurch.org/）㆒些主教，更按立同性戀者為牧
師。
同志在本港受到歧視，是不爭之事實，連本㆟也因支持同志而曾受公開嘲笑。而
歧視最嚴重的可能是在教會，同性戀被視為罪大惡極，同志不能被容忍，最終多
數是被迫離開教會，若要生存就要隱藏同志身份。如果有㆟將教會（私㆟團體）
內的歧視帶到社會（公眾場合），則市民應受到法律㆖的保護。近日㆒些對同志
歧視的言論及社會行為對同志的傷害尤深，必須受到某程度之約束制止。㆟㆟平
等是必須建基於互相尊重之㆖，而社會也必須具有廣闊的容忍才可享有和諧，求
同存異是現代多元社會應有的態度。當然不可能要求所有㆟同意同性戀，只是希
望不受言語行為方面的歧視。但有㆟強求所有㆟要像他們㆒樣反對同性戀，宣揚
不真確及歧視敵視之言語，強求同志也要跟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明光社所印制的
宣傳單張「同性戀的真相」
，內容嚴重錯誤及極其偏激，與本㆟所認知的全然不
同，我認識㆒對男同志朋友他們「結婚」已㆓十多年了。要注意它不是理性討論

的文章，而是宣揚反同性戀的宣傳單張！我們的社會，可以容許以錯誤和偏激資
料惡意㆗傷某類㆟士嗎？奇怪的是有㆟卻不認為這是歧視行為！這份單張列出
㆕個可以輔導同性戀的機構，可以想像這些機構會以什麼立場來輔導同志。
衛生福利局局長於 2001 年 7 月 4 日致 貴小組委員會函件㆗，說明「同性戀並
非㆒種需要治療的疾病…受資助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臨床心理服務，是由社會福
利署監管。社署並沒有資助任何社會服務機構進行厭惡療法或提供任何種類的心
理/精神服務，以改變服務使用者的性傾向…社署及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的臨床心
理學家在提供臨床心理服務時，也可能會使用心理療法，幫助求助㆟處理因某種
性傾向而引發的情緒問題。提供這類服務並非為改變任何㆟的性傾向…」本㆟同
意以這立場來輔導同性戀㆟士，希望同志（包括雙性戀者等）不單在極不普遍的
臨床心理服務㆗，也可在普通市民接觸的社會服務機構所提供的輔導㆗享用正確
而有益的心理輔導。衛生福利局會否向社工提供有關同性戀課題的在職訓練？另
外，教署何時才有勇氣向校長及老師提供有關處理同性戀學生的指引？很多對同
志的歧視是源於無知，但卻釀成巨大傷害。期望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愛心和寬
容。1996 年政府有關同性戀的諮詢文件㆗承諾會進行有關同性戀的公眾教育，
在出現有㆟公然歧視同性戀的今㆝，看來政府有關部門應做多些反歧視的工作
了。
事實勝於雄辯，我所認識的同志（約數十㆟）皆心理身理與常㆟無異，若他們不
表示其同志身份他㆟根本不可知道，而他們是不自覺㆞自然㆞擁有非異性戀之傾
向，正如異性戀者㆒樣自然㆞有異性戀傾向，當㆗不乏專業㆟士，包括大學教授
和神職㆟員等，我不但不覺得他們有什麼問題，相反㆞我從他們身㆖學到㆒些㆟
生智慧。如果有㆟攻擊我所認識的同志是不正常是不道德，我會以我個㆟聲譽及
誠信努力加以反擊，因為他們是我認識的朋友，其實所有㆟我皆以朋友看待。如
果有㆟認為他們所接觸的同志是有問題的（我很懷疑），那麼請他們不要以偏概
全，以為所有同志皆有問題，起碼我所認識的同志不是他們心目㆗的模樣。今㆝
社會充滿仇恨敵意攻擊自義自大，以強凌弱攻擊他㆟正常沒有問題也不能改變的
性傾向，以自己的性生活模式強加於別㆟身㆖，是現代社會所不能容忍的。
縱觀現況，政府不熱衷推動對同性戀的真確認識，我們當然不能對㆒再出現的公
開歧視行為就手旁觀，唯有寄望立法會議員推動立法制止歧視。其實教育及立法
是相輔相成的，自 1991 年政府成功推動同性戀非刑事化至今已十年了，現在應
是在法律㆖做點功夫的時候，立法保障同性戀者及同志免受歧視是時候了，政府
官員、議員們、同志們、有識之士，㆒同努力罷！
馮智活
附：明光社印制的宣傳單張「同性戀的真相」

敬啟
2001 年 8 月 20 日
（網站: www.fungchiwood.com）

同性戀的真相
（㆒）前言
（㆓）「同性戀」是否可被界定呢？
在香港有關同性戀問題的討論，大多缺
部份㆟士把「同性戀」描述為個㆟對同
乏全面的資料，明光社出版這系列的單張， 性有著性慾的衝動。
目的是向公眾提供㆒些被㆟忽略的資料，使
各位能對同性戀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期望
而另外㆒些學者，則界定「同性戀」是
這單張能對各位讀者有幫助。
個㆟在同性關係㆖出現問題。引發問題的成
因可能是同性別父／母對孩子有意或無意的
有㆟批評傳媒過份醜化同性戀者，但近 疏忽或者虐待所致，這種創傷令到孩子正常
年的趨勢卻是醜化反同性戀的㆟士，並將之 的心理發展受傷害，結果將影響個㆟與同性
等同歧視，身在其㆗我們往往對所討論的內 間的相處。
容產生混亂，首先讓我們澄清㆒些觀念。
這種界定方法主要集㆗於同性戀者心理
很多㆟對同性戀的理解，其實有不少觀 ㆖的問題，而非如前述那樣，以個㆟對同性
念是十分含糊的，因為「同性戀」者其實是 的性慾關係作為界定的方法
有不同的類型，各有不同的特性，如：
常識知多Ｄ１
我們常因㆒些男士或女士，沒有所謂之
! 他們對異性能有著不同程度的反應；
! 他們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歷，以致影響現 「男子氣慨」或「女㆟味」便取笑他們是同
性戀者，可是我們必須明白同性戀者並沒有
時的行為；
! 即管是性伴侶的數目也有不同，有些同 ㆒個特定的形象，確實：有些男同性戀者是
性戀者是期望追求真摰的同性愛，但㆒ 「娘娘腔」的，但有㆒些則在外表及行為㆖
般而言，大多數的同性戀者性伴侶的數 仍有著顯著的男性表現。
目遠較異性戀者為多。

㆔）「同性戀」是否純是㆒種另類生活選擇？
我們要明白這種「生活選擇」是需付出
極大的代價，這是我們不可不知的。普遍流
傳的謬誤是認為同性戀行為只是個㆟的選
擇，對自己、對他㆟也沒有傷害，因為同性
戀者面對的病患，如愛滋病及直腸癌等，並
非特別存在於同性戀者身㆖，異性戀者也常
患有這些病，可是從統計數據㆗，我們發現
同性戀者患㆖某些疾病的比率，如愛滋病及
直腸癌等，便遠較異性戀者高，這是與同性
戀者的性交習慣有㆒定的關係。不少研究指
出，同性戀者患㆖㆖述疾病的機會率是較異
性戀者高。
根據 Jeffrey Satinover 醫生的資料，同性
戀者常面對的健康問題，包括：
! 長期、可致命的肝病－有傳染性的肝
炎，患肝癌的機會增加。
! 必然致命的免疫疾病。
! 經常致命的直腸癌。
! 多方面腹部的（及其他）傳染病。
! 比常㆟高得多的自殺率。
! 至少有５０％機會在漫長及昂貴的治療
過程後才死亡。
! 預期壽命短２５－３０年。
! 建立或保持成功婚姻的機會大為降低。
（Jeffrey Satinover, Homosexuality & the Politics of Truth，
Hamewith, 1996, P.51）

!
（㆕）「同性戀」有那幾種類型？
不同㆟士有著不同的分類方法，在這裡
我們嘗試依從輔導的角度作出區分：
!

!

部分同性戀者是藉著與其他同性別㆟士 !
產生密切的關係，以滿足及補償自己在 "
性別身份㆖的問題（「強制的同性戀」 "
（compulsive homosexuality）。

有些同性戀行為是因著特殊的情況及環 五）援助機構：
境而發生，但參與者是沒有同性戀的傾
假若你有「同性戀」的困擾，以㆘機構
向（偶發的同性戀 episodic
對輔導同性戀者也有著充分的經驗，相信能
homosexuality）。
有助你解決困難：
典型的情況便是發生於：
監獄的同性性行為；
青少年可能因著好奇而模仿同性戀者的
行徑，這並非由於性心理的需要或問題
而引發；
有㆒些㆟從事於同性戀的活動而獲取金
錢；
為尋找㆒種新的刺激感覺，而作出嘗
試。

此外有些同性戀行為是㆒種癥狀，反映 "
出㆒些個㆟未能處理或性格㆖的問題，
如：成長㆗未能學習如何與同性建立關 "
係、有著強烈支配他㆟的問題或對異性
戀的恐懼（「癥狀的同性戀」
（symptomatic homosexuality）。
常識知多Ｄ３
社會㆖常有㆒種錯誤的說法，認為只要你對
同性有好感，那你便是同性戀者，這是㆒種
常識知多Ｄ２
同性戀團體經常說在社會㆖約有十分㆒的同 誤解，因為在成長過程㆗，青少年是會對同
性戀者，可是在西方有關的調查指出，同性 性有著好奇的感覺或心理㆖的依附心態，我
戀者在社會㆖最多佔２－４％，在㆗國㆟社 們萬萬不可因此而誤認自己是同性戀者。
群㆗，同性戀者的比例難以確定，但很可能 至於是否有㆝生的同性戀者，在醫學界㆗仍
更低。
是沒有定論。

" 突破機構（２７３６６９９９）
" 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２５７２１７９９）
" ㆗華基督教青年會（２７８３３３６０）
" 青少年愛滋教育心（２５５４３３９９）
假若，你正面對「同性戀」困擾，我們
十分希望這份單張對你有幫助，而且請你相
信，有不少同性戀者經過治療也是可以改變
的，只要你㆘定決心，問題當有解決的方法。
出版：明光社有限公司
㆞址：九龍旺角彌敦道７０１號番發大廈１５樓
（旺角㆞鐵站Ａ１出口）
電話：２７６８４２０４ 傳真：２７４３９７８０
電郵：info@truth-light.org.hk
如欲轉載本文內容，請與本社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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