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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台灣同性「婚姻」戰鼓再度擂起 
 

  台灣民進黨立法委員尤美女與國民黨立法委員許毓仁分別提出草案，要求制度化同性

「婚姻」和同性撫養（gay-parenting），11 月 8 日已順利通過一讀。以尤美女的草案為例，

它建議將民法親屬篇 972 條文中「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的「男女」兩字修改為

「雙方」，又要求增加「不得以收養者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等為理由，而

為歧視之對待」的條文。 

  2013 年，伴侶盟推動「多元成家」民法修正草案，由於牽涉範圍廣濶，除了同性「婚

姻」外，還包括易結易離的伴侶制度、幾乎任何關係也可登記成為家庭的多人家屬制度，以

及收養制度，引起市民強烈反對，致使 11 月 30 日逼出 30 萬群眾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示威，

令立委尤美女提出，已通過一讀的同性「婚姻」草案亦無功而還。 

  三年後捲土重來，今次他們收起了「多元成家」的旗幟，期望先制度化同性「婚姻」和

同性撫養，日後再爭取進一步「解放」婚姻制度。 

  台灣的維家團體已作出迎戰的準備，發出<婚姻家庭，全民決定>前哨戰緊急動員令，定

於 11 月 13 日再在凱道舉行集會，今次的訴求是提出透過公投決定是否制度化同性「婚姻」。 

  香港的弟兄姊妹請為台灣禱告，祈求華人地區仍能守住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的防線。  

https://taiwanfamily.com/1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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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跨出明天—關心孩子性別成長」公開講座花絮 

 

  由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的「跨出明天—關心孩子性別成長」公開講座已於

10 月 22 日在旺角中僑商業大廈六樓舉行。當天邀得跨性別人士甘希文分享成長心路歷程，

並由資深精神科醫生康貴華講解性別認同的問題，以及關心同行的技巧，讓父母了解如何關

懷出現性別認同障礙的子女。 

Omena：想當女孩不是自己選的 

  甘希文 Omena 分享自己獨特的成長經驗，之前出版了一本自傳《我有過 26 年的男兒

身》。甘希文還很小的時候，已自覺是一個女孩子。縱使收到父母買玩具車作禮物，也只把

它們當玩偶。有一次考試成績很好，甘希文要求父母買一只白色大麻雀「毛公仔」，因為很

羡慕姊姊有很多漂亮的「毛公仔」。甘希文自言說不出為何自覺是女孩，家裡一直主要是爸

爸及哥哥照顧，哥哥教玩汽槍，爸爸帶看星星，都是一般男孩子玩意，但偏偏就是一副女兒

心。 

  甘希文在小學備受欺凌，曾遭同

學把顏料淋在頭上，又試過班上拍大

合照，卻沒有份兒。直至小六，甘希

文看到爸爸的醫科書，發現「性別認

同障礙」的資料，那時，開始萌生長

大後要做手術成為女性的想法。為了

阻止青春期發育，Omena 除了努力保

持驕柔的聲線外，亦試過瞞著父母購

買避孕藥。 

  中學和大學階段，甘希文雖然朋友不多，但總算風平浪靜渡過。畢業後，甘希文在長洲

一所中學當教師助理，攢錢預備做變性手術。在那裡，經歷由男老師的身份，轉變到女老師

身份，期間遇到個別學生取笑，尤幸亦遇到支持者。甘希文寄語家長，須要了解小朋友內心

的想法，他們希望得到別人的體諒。 

康貴華醫生：孩子需要無條件接納 

  康醫生表示，每一個跨性別人士也是一個獨特的人，我們應聆聽他們的故事，了解後才

能幫助他們，與他們同行。然而，康醫生亦提到，近十年性別觀念急劇改變，社會出現一種

去性別化運動，衝擊傳統性別觀念。因此，家長亦須掌握這些議題，幫助子女建立性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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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醫生指出，兒童的心性發展（Psychosexual Development）分開三個階段。出生時

會根據外表賦予性別身份，這個身份是基於生理界定的。然後兒童在 2-4 歲時發展出自我認

知的性別身份，5-10 歲是鞏固期，在這期間，心理性別身份尚有改變的空間。第三階段是

性傾向，約在 10-14 歲形成，15-20 歲是鞏固期。 

  性別錯置的感覺，通常不是孩子有

意識的選擇，很多孩子自然自覺是另一

性別，像 Omena 一樣；然而，這並非

說性別認同是天生。現時科學界並未有

充分證據顯示性別認同是天生的，根據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SM-

V）指出：「心理性別是因各種生理，

心理和人際關係的因素互動形成。」坊

間過於簡化聲稱性別認同是天生，可能會誤導家長以為患有性別焦慮的兒童無法改變，而不

積極尋求協助，錯失了幫助兒童認同原生性別的機會。 

  至於幫助跨性別兒童的方法，康醫生會教導來求助的父母，如何改善與子女間的關係。

有一個四歲孩子的個案，康醫生不是直接幫助有性別認同障礙的兒童，而是接見他的父母。

康醫生鼓勵爸爸多些照顧和陪伴兒子，讓兒子有一個男性家長的榜樣。約一年後，兒子的跨

性別行為改善了，不再說自己是個女孩，願意讓爸爸陪著睡，又願意剪頭髮。然而不是每個

個案都會成功，根據臨床研究，約八成在兒童期有性別錯置感覺的孩子，長大後性別錯置的

感覺會消失，但仍有約有兩成個案會發展成為成人的性別認同障礙；可是，即使不成功，若

輔導後家庭的關係改善了，讓孩子在關懷接納中成長仍有莫大益處。康醫生提醒家長，跨性

別道路不易行，孩子需要父母無條件的接納，不論孩子的性別。 

  接下來，康醫生透過三個真實個案說明幫助孩子建立性別自信的八個重要原則，篇幅關

係，難以一一細述，11 月 19 日我們在港島區還有第二場公開講座，歡迎有興趣人士出席了

解。 

  答問時間，康醫生簡單總結，寄語家長要留心避免性別刻板定型，譬如男孩不可玩洋娃

娃，女孩必須斯文等等，但毋須否定性別是男女二分。另外，要接納子女的性別氣質，避免

性別氣質不符期望便責罵子女，否則令雙方關係更差，或會帶來反效果。家長應知道兒童的

性別焦慮跟成人的性別焦慮處理手法不同，兒童仍可改變，而且，父母子女間的關係比子女

是否要變性更重要，即使父母不認同子女的選擇，也應無條件關懷和接納子女，與他們同行。 

當天講座約 50 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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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性別認同與陳章明商榷 敦請平機會捍衛婦女權利 

 

9 月 20 日，平機會主席陳章明教授於《明報》撰文，建議政府興建更多男女通用洗手

間。1雖然我們對部分跨性別政策有保留，但我們贊成興建更多通用的獨立廁所，方便有需

要的人士使用，譬如照顧小孩的父母、傷健人士或未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等；

因此，我們對平機會建議增建通用獨立洗手間表示歡迎。 

我們對跨性別人士面對的困難深表同情，認同政府應研究措施照顧他們的需要；然而，

對於平機會向政府提出「改變有關要求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政策，以及推行全面的性別認同

法」卻不敢苟同。 

寬鬆的性別認同標準影響婦女權利 

寛鬆的性別認同標準，將造成男／女角色混亂，衝擊社會文化。陳主席提到美國北卡羅

萊納州因為立法規定市民須按其原生性別使用洗手間，保障女士和小孩的私隱和安全，而被

司法部控告性別歧視。然而，陳主席沒有提及的是，差不多同一期間，美國教育部致函各級

公立及資助學校，要求學校推行遷就跨性別學生的政策，包括讓他們自由依據心理性別認同，

選擇男／女生廁所和更衣室等，若不遵從可能會失去聯邦政府每年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資助金

額。奧巴馬政府此舉前後引起共 21 個州份控告聯邦政府，挑戰新指引欠缺法律根據。陳主

席向政府要求的「全面的性別認同法」，已在部分歐美地區引起廣泛爭議。 

寛鬆的性別認同標準——不要求任何變性治療，僅依據個人心理認同界定男／女性別

身份，換言之，一名男性只要自稱認同為女性，便可使用女性專用設施——更會影響婦女

和小孩的權利，篇幅所限，這裡只舉出一間公司推行遷就跨性別人士的政策後，接二連三發

生偷拍案件的例子：美國零售服務巨擘 Target 自 4 月起推出新政策，歡迎跨性別人士依據

心理性別認同使用廁所和試身室，至今約五個月，已發生最少六宗懷疑女性在更衣室被隔壁

男性偷拍的事件。2 

或許有人會說，Target 在全美有接近 1,800 間分店，六宗其實是很少的數目。（但不

是一宗也嫌多嗎？）可是這六宗只是警方公布，傳媒報道的案件，有多少偷窺犯乘規管寬鬆

之便犯案，根本無從得知。又例如美國華盛頓特區一名連鎖超市女保安，因為阻止跨性別女

性使用女洗手間，被控襲擊罪和仇恨罪，倘若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 270 日及罰款 1,500

                                                 
1
 陳章明，〈政府應興建更多男女通用洗手間〉，《明報》，2016 年 9 月 20 日，頁 A25。 

2
 分別發生在德州弗里斯科（Frisco）、新罕布什爾州貝德福德鎮（Bedford）、康乃狄克州南溫莎鎮（South 

Windsor）、麻省利維爾市（Revere）、愛達荷州阿蒙市（Ammon）及最近同樣位於德州的艾布拉姆斯市

（Abrams），詳情請參：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7/21/target 屢發生偷窺事件跨運分子：不關事/；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posts/1183820071640624。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7/21/target屢發生偷窺事件跨運分子：不關事/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posts/11838200716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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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3現時，任何可疑人士進出女洗手間或其他女性專用設施，都會被投以可疑目光，甚

或查問，如同該女保安員所做的。可是，保障性別認同的法例生效後（如陳主席推動的性別

認同歧視法），這種做法已有機會被視為歧視跨性別人士。可預期的後果是日後見到可疑人

士進出女洗手間或更衣室，只好噤若寒蟬，明哲保身。試問，這豈不是猶如撤去保護女性和

兒童免受騷擾和侵犯的基本屏障？ 

敦請平機會捍衛婦女權利 

一直以來，人權都是保障女性和小孩，可是今日，似乎都要讓路給所謂的跨性別權利；

將男人視為男人，女人視為女人，是其所是，難道陳主席認為這些都是「恐懼偏見」嗎？我

們希望陳主席尊重不同意見的市民，透過理性論據遊說市民支持，不要再動輒把「恐懼」、

「偏見」、「無知」這些帶有煽動意味的帽子扣在異見人士身上，或妖魔化異見人士以圖合

理化自己有歪常理的倡議。當跨性別政策影響女性的私隱和安全時，平機會如何平衡不同人

權之間的衝突？在冠冕堂皇的官腔之下，希望陳主席同樣關心女性和小孩的尊嚴和權利。 

篇幅所限，請有興趣的讀者閱讀本會刊於網媒《評台》的另一篇文章〈男人入女廁──

真的是一個假議題嗎？〉，對性別認同和跨性別政策的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

http://www.pentoy.hk/時事/s781/2016/06/30/男人入女廁──真的是一個假議題嗎？/ 

 

【編註：原刊於《明報》觀點版，2016 年 9 月 26 日。】 

  

                                                 
3
 Forbush, F. (2016, July 24). D.C. bathroom assault ruled hate crime. Metro Weekly. 

http://www.metroweekly.com/2016/07/d-c-bathroom-assault-ruled-hate-crime/. 

http://www.pentoy.hk/時事/s781/2016/06/30/男人入女廁──真的是一個假議題嗎？/
http://www.metroweekly.com/2016/07/d-c-bathroom-assault-ruled-hate-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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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性文化消息 
 

【逆向歧視】 

 被罰百萬店主 Aaron Klein 入稟上訴挑戰政府。據傳媒報道，俄勒岡州 Sweet Cakes 

by Melissa 店主 Aaron Klein 夫婦由「第一自由協會」（First Liberty Institute）代表入

稟俄勒岡州上訴庭，挑戰政府無權逼使市民，以藝術創作或言論作出一些違背他們宗教

信仰的事。今年 4 月，Aaron 正式就裁判結果上訴。今次是另外入稟，「第一自由協會」

律師認為法庭的要求影響深遠：「這遠不止兩個人的事，如果它可以發生在亞倫和梅麗

莎的蛋糕店裡，它可以發生在任何商業範疇的任何階層的人身上。政府不應該強逼個人

相信他們不相信的東西，或者，就此而言，因為他們所信而懲罰他們。當某人失去了宗

教自由，所有美國人同受影響。 

 加拿大卑詩省上訴法院判西三一大學勝訴。卑詩省上訴法院判西三一大學勝訴，認為卑

詩省律師公會聲言拒納西三一大學法律學院的學生執業是錯誤的。較早前，另外兩省

（新斯科細亞省和安大略省）的上訴法院已分別判一勝一負。西三一大學已就安大略省

的敗訴，上訴至加拿大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仍未決定是否受理。 

 

【跨性別爭議】 

 麻省性別認同新例，憂影響宗教自由。麻省反歧視委員會最近發出了新《性別認同指

引》，列明一些新例生效後可能會觸犯法例的情況。令人關注的是，指引列明教會也有

機會受規管，只要教會舉辦開放給公眾參與的「世俗」（secular）聚會，譬如歡迎公

眾人士參與的大食會，便可能受規管：「即使一間教堂也可能被視為公共處所，如果它

舉辦開放給公眾人士的世俗活動——譬如意粉之夜。」 

 性別平等？「父親」哺嬰。《時代雜誌》一篇文章描寫一名名叫埃文（Evan）的跨性

別男性懷孕產子的故事，從圖片可見，「他」親自餵哺嬰兒。埃文只是注射男性賀爾蒙

使外表像一名男性（如長出鬍子和濃密體毛），沒進行變性手術，平時是用特製壓力內

衣遮蔽胸部。當停止注射男性賀爾蒙，會再度來經，回復懷孕和哺乳的機能。有人會利

用埃文哺乳的影像挑戰人們「刻板」、二元的想像，希望改變社會的思想，正常化「跨

性別」這概念。然而，我們往往只見倡議，很少聽到理據。最少，現代版的「父兼母職」

會對他們的下一代帶來甚麼衝擊，仍是未知之數。 

 

科技加想像力，的確為人類帶來無限可能性，如一名男子進行很多矯形手術，包括切除

耳朵、紋眼球、殖入星狀裝飾、鑲角等，圖令自己像一只鸚鵡。（上網搜尋「parrot 

man」可找到他的故事）問題是，當一個社會容許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方式時，在甚麼情

況下，可運用公權力逼使整個社會認同呢？回到跨性別的問題，他們要求社會認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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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不屬於他們的身份時，尤其這樣做會影響其他人的私隱權和女性的人身安全權，有充

份的理據嗎？值得我們深思。 

 當地 Target 第二宗偷拍案，德州總檢察長表關注。自 Target 公司 4 月推行新跨性別政

策，容許他們使用心理認同的廁所和更衣室後，德州最近發生第二宗在 Target 更衣室

的懷疑偷拍案，今次位於艾布拉姆斯市（Abrams）。德州檢察總長帕斯頓（Ken 

Paxton）發聲明表關注：「鑑於這次最新的事件，我希望 Target 終於意識到保護其客

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那些他們最脆弱的環境。我及我的辦公室願意提供協助，幫助他

們改善保安程序。」除德州外，自 Target 公司 4 月推行新跨性別政策後，美國其餘地

區發生最少另外 4 宗 Target 更衣室偷拍案。護家組織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AFA）發起杯葛 Target 運動，迄今已累積 140 萬人聯署。Target 公司營業

額大受影響，股價下瀉，但該公司一直拒絕撤回新政策。 

 奧巴馬行政指令：婦女庇護中心必需收容自認女士的男士。一直以來，婦女庇護中心都

有一個規定，只要他們認為某男士進入中心會危害婦女的「健康及安全」，庇護中心有

權拒絕他進入。但奧巴馬政府剔除這個規定，從此以後，接受聯邦資助的婦女庇護中心

都必需收容自認女士的男士，應用範圍還包括有信仰背景的庇護中心及無家者庇護中心，

負責執行的是「房屋及都市局」（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他們指今次是

接納跨性別及性別不一致人士的重要一步。 

 

婦女庇護中心的原意是提供一個地方保護婦女及兒童遠離加害者，基於安全原因，中心

可以按個別情況拒絕收容男士。但如今奧巴馬行政指令卻取消了中心一直以來的規定，

民間組織「美國價值」（American Values）主席形容這是置這些婦女於被侵犯的風險

中。「家庭研究議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高級政策研究員則說此舉會對她們

造成第二次傷害，因為這些婦女及兒童很可能已經是暴力或性侵犯的受害者。 

 加拿大心理學教授拒絕使用跨性別人稱，惹跨性別群體抗議。彼得森批評加拿大聯邦政

府推出草案，建議將「性別認同」和「性別表達」納入《加拿大人權法案》和《刑事

法》。安大略人權委員會則明確將「男」、「女」以外的非二元「性別」及性別光譜納

入「性別認同」的釋義。彼得森表示，性別「非二元」的概念難以理解，性別光譜論亦

沒有證據支持，他拒絕用「they」當單數人稱稱呼學生。可是，根據安省人權法，彼得

森拒絕用跨性別人士選擇的人稱，已構成投訴的基礎。法學教授弗洛克指出強逼別人改

變語言習慣本身已談不上尊重，用公權力強推，更侵犯了市民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美國最高法院受理跨性別學生使用廁所案件。最高法院 10 月 28 日決定受理

Gloucester County School Board v. G.G.一案的上訴申請，意味著最高法院會決定跨性

別學生是否有權使用異性設施，如廁所及更衣室，以及是否有權參與異性活動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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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 

 據警方資料顯示，2015 年強姦案有 70 宗，其中律政司只對 33 宗作出起訴，檢控率不

足五成，而起訴的個案中，只有 10 宗被判有罪；至於「與無行為能力人士（MIP）非

法性交」，能入罪的更只有 2 宗。 

 

【同性婚姻】 

 9 月 10 日，墨西哥全國各地發起遊行支持傳統一夫一妻家庭，據稱遊行人數達百萬，

單是瓜達拉哈拉便有 275,000 人。遊行是反對墨西哥總統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

擬推動同性「婚姻」（包括領養）和在學校推行 LGBT 教育。 

 「母親」改為「分娩家長」，安大略草案改變家庭定義。因為遷就同性伴侶關係下產生

子女的需求，加拿大安大略省正推出草案《所有家庭平等法》（Bill 28），除了將

「父」、「母」改成「家長」外，同性伴侶的另一方會自動成為孩子的家長。新例下，

「母親」會被更改為「分娩家長」（birth parent），而且，只要事前作出書面協議，一

名新生兒童最多可登記 4 名家長。草案在 9 月 29 日推出，極短時間內已通過一讀及二

讀，現正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10 月 17 及 18 日兩天將會舉行公聽會。幾乎沒人注意

到這項扭轉家庭定義的新法例，現時維家團體正緊急動員支持者出席公聽會，反對立法。 

 澳洲的同性婚姻公投，在工黨大力反對下，正式胎死腹中；意味工黨將繞過人民，全力

在國會推動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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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學會消息 
 

1. 11 月 19 日，我們在港島區舉辦第二場「跨出明天—關心孩子性別成長」公開講座，勿

失良機，請推介給身邊有需要的家長、青少年工作者、教師和社工等，報名及詳情。 

2. 學會討論「民事結合」，原刊於《評台》：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9/25/民事結合是解決同性婚姻爭議的出路嗎/。 

3. 維持民主社會健康發展，良好公民質素至為重要，家庭是社會基本單元，為培養良好公

民質素的溫床。全新出版的《民主社會需要道德》小冊子探討民主社會與道德的關係，

歡迎索取。 

4. 我們建立了一個以青年人為對象的性教育網上平台：「戀愛甜甜圏」，歡迎瀏覽： 

a. Web：https://lovedoughnuts.wordpress.com 

b.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ovedonut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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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重整主領聚會的講題，加入跨性別最新發展趨勢及回應同性「婚姻」系列，歡迎

教 會 及 機 構 邀 請 我 們 主 領 聚 會 、 崇 拜 和 主 日 學 等 ， 邀 請 表 格 ：

http://scs.org.hk/form/invite_form.pdf。 

7. 面對拆毀男／女兩性規範的「多元性別論」，以及性解放的挑戰，我們特地製作了全新

特刊《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性解放迷思如何騎劫性別平等教育》，內容介紹台灣

的性別平等教育被騎劫，滲入性解放的元素、詳細剖析「多元性別論」不能自圓其說之

處，又有《科學篇》從科學角度支持男女兩性的分野，以及《香港篇》關注香港的情況

和性教育，歡迎教會索取。 

8. 《逆流而上──回應美國最高法院同性「婚姻」裁決特刊》（教會版）尚有少量存貨，

歡迎教會索取。 

9. 《色情的社會代價》小冊子已經出版，歡迎教會索取。 

10. 《性傾向歧視法與同性戀社會運動——逆向歧視的真實例子》小冊子已經出版，歡迎教

會索取。 

11. 《婚姻值得維護嗎？》2015 年第二版小冊子已經出版，歡迎教會索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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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forms/FQPvbgYHkNH1yjcw2
https://hkscsblog.wordpress.com/2016/09/25/民事結合是解決同性婚姻爭議的出路嗎/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s://lovedoughnuts.wordpress.com/
https://www.facebook.com/lovedonutss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photos/a.420619737960665.90392.420610151294957/939360279419939/?type=1&permPage=1
http://scs.org.hk/form/invite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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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學會財政不敷七萬多元，請代禱求神供應。 

2. 請為學會制定新一年事工方向祈禱。 

3. 台灣同性「婚姻」議案再度提交議會，請紀念。 

4. 請為美國跨性別爭議祈禱，求神興起教會有智慧及策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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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陳婉珊 

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 202-204 號 

 瑞星商業大樓 3 樓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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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10月財政報告 
 

收入項目 HK$ 支出項目 HK$ 

經常費奉獻 750,840 同工薪津 610,554 

「2015 守望家庭」步

行籌款 
19,900 租金及行政開支 292,425 

講座及活動 37,534 講座及活動開支 28,632 

銷售及其他 (*) 57,456 銷售開支 12,546 

總收入 865,730 總支出 944,157 

  盈餘／（不敷） (78,427) 

 

(*) 其他收入包括「鄧侃筠教育基金」奉獻 HK$30,000 支持出版《青少年性教育通識教材》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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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