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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跨性別運動知多Ｄ 
 

英醫生警告變性藥物每年令數百名兒童承受不育及性功能障礙的風險 

  精神科顧問醫生格里芬（Dr Lucy Griffin）十分憂慮變性藥物對青少年的長期影響。格

里芬醫生是英國布里斯托爾皇家醫院（Bristol Royal Infirmary）的精神科顧問醫生

（consultant psychiatrist），她接受《星期日郵報》（The Mail on Sunday）訪問時表示非常關

注變性藥物對青少年的長期影響。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每年向

數百名青少年處方變性藥物。據《每日郵報》報道，格里芬醫生是國民保健服務旗下首名醫

生，對於急速上升被診斷為跨性別的青少年，獲處方不可逆轉的藥物治療，公開表示憂慮。 

  訪問中格里芬醫生透露，現時只要到國民保健服務求診的青少年聲稱自己是跨性別，便

會獲處方變性藥物，即使他們表現出其他嚴重的精神問題狀況；而且，醫生亦不敢質疑他們

的要求，免得動輒得咎。 

不育、骨質疏鬆及性功能障礙 

  格里芬醫生警告，這些處方給青少年的藥物會導致不育、骨質疏鬆及性功能障礙。有兩

種治療方案最令人憂慮，第一種是「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青春期阻斷劑用

於暫停青春期第二性徵發育，性功能也不會發展成熟。這種藥物用於治療性別焦躁，仍未通

過臨床驗證，屬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但當患者停止使用，藥物導致的效

果可以完全回復。 

  第二種是「異性賀爾蒙」（cross sex hormones），令身體發展出異性性徵，開始變性的

過程。這醫療程序是不可逆轉的，即使日後停藥也不會回復原來性徵。 

  去年英國有八百名對自身性別感焦躁的兒童及青少年獲注射青春期阻斷劑，年紀最少的

只得十歲。格里芬醫生表示青春期阻斷劑原本是用來治療性早熟——兒童過早開始青春期

發育，她道：「青春期阻斷劑不是為了阻止健康的青春期發育而發明的。現在，它正被用於

那些心理的狀況，而背後卻沒有科學研究支持。」現時十分少研究關於長期使用青春期阻斷

劑的影響，但有些研究顯示會導致骨質疏鬆。 

  更令人憂慮的是，當這些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的青少年到了 16 歲，幾乎所有人都即時展

開下一階段治療——男孩獲處方雌激素，女孩則是睪酮。格里芬醫生提醒，這些藥物的影

響是不可逆轉的，伴隨終身：「我們知道，異性荷爾蒙與永久不育有關，患者的性功能也可

能受損。還有其他的擔憂，我們認為［過渡的］女性患心臟病的風險會增加；我們知道她們

有患男性型禿頭和異常脂肪分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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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沉默 抗衡政治正確 

  為甚麼沒有醫生願意出聲？可能跟政治環境有關。格里芬醫生早前出席一個婦女會議，

遭到 30 個蒙臉的跨性別運動示威者搗亂。在英國，基進女性主義者正與跨性別運動倡議者，

為應否將跨性別女性（生理男性）當成真女性發生激烈衝突。 

  然而格里芬醫生拒絕被威嚇噤聲，她透露其他有同樣擔憂的醫生不願意出聲，怕被標籤

為「偏執狂」，甚至被投訴對跨性別青少年進行更正治療，影響仕途。格里芬醫生更感到不

能對這股政治正確的風氣沉默：「孩子不能投票，他們不能離開學校，但我們允許他們作出

關於他們的生育和性功能的決定。我自己的感覺是，我看不到年輕人的健康除了會受到這些

治療傷害以外的其他可能。」 

  其實，格里芬醫生透露的，並非甚麼秘密或新發現，只是政治正確下被壓制的醫學事實。

去年，美國赫鲁兹博士連同兩位專家邁爾及麥休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刊於The New Atlantis

期刊，關注愈來愈多兒童因為性別焦躁的問題被建議接受藥物治療，而且獲處方的兒童年齡

有下調趨勢。他們更進一步質疑，性別焦躁患者停用青春期阻斷劑之後，可以重新回復正常

生理發展的說法。因為青春期阻斷劑原用於治療性早熟，治療女童性早熟是有效的，一般在

12 歲左右停藥，大約 13 歲左右會來經，這與正常女童的發展狀況相若。但用於治療男童則

沒那麼確定，因為較少病例。在性別焦躁的情況更不確定，未有文獻記錄在 12 歲開始使用

青春期阻斷劑的性別焦躁青少年，後來放棄變性程序的身體狀況，以及心理狀況。所以，

「可逆轉」的聲稱是基於推測，而非嚴格的實證科學研究。因此，可說一切是一場實驗。 

新聞：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642577/NHS-sex-change-drugs-putting-hundreds-

children-risk-year.html#ixzz5DMX96yhG 

延伸閱讀： 

〈青春期阻斷劑安全性未經證實〉 

https://blog.scs.org.hk/2017/10/02/青春期阻斷劑安全性未經證實/ 

【原文曾刊於性文化資料庫，2018 年 4 月 23 日】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642577/NHS-sex-change-drugs-putting-hundreds-children-risk-year.html#ixzz5DMX96yhG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642577/NHS-sex-change-drugs-putting-hundreds-children-risk-year.html#ixzz5DMX96yhG
https://blog.scs.org.hk/2017/10/02/青春期阻斷劑安全性未經證實/
https://blog.scs.org.hk/2018/04/23/%E8%8B%B1%E9%86%AB%E7%94%9F%E8%AD%A6%E5%91%8A%E8%AE%8A%E6%80%A7%E8%97%A5%E7%89%A9%E6%AF%8F%E5%B9%B4%E4%BB%A4%E6%95%B8%E7%99%BE%E5%90%8D%E5%85%92%E7%AB%A5%E6%89%BF%E5%8F%97%E4%B8%8D%E8%82%B2%E5%8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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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 

When Harry Became Sally: Responding to the Transgender Moment 
（作者：Ryan T. Anderson, Ph.D.） 

   

整理：陳婉珊（研究主任） 

  同性戀運動已有數十年歷史，大部分港人或多或少也有聽聞，尤其是在網絡世界中成長

的年青新一代，大概不會很陌生。可是，跨性別運動卻是近年才急速冒起，但發展勢頭卻可

用「驚人」來形容。如果筆者三、四年前告訴你，自我認同為女人的男人可以使用女廁、女

更衣室，可以參加女子隊……；或者，跟你說學校會鼓勵小學生探索性別身份，甚至教導他

們可選擇做男孩或女孩……相信你會以為是天方夜譚！ 

  才幾年間，天方夜譚搖身一變，變成事實。怎麼可能？如何發生的？一般而言，男和女

的分野可說是不證自明的，但跨性別運動卻告訴你「眼見不為真，一切在心中」：一個人的

性別取決於他內心的感知或認知，而非客觀生理特徵。問題是，這種完全背離常識的思想是

如何滲透進，甚至藉人權之名盤踞於社會呢？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威廉 E.西門高級研究員韋恩．安德森博士（Dr. Ryan Anderson）是美

國關注 LGBT 運動的學者，曾著有 What Is Marriage? Man and Woman: A Defense（2012，合

著）及 Truth Overruled: The Future of Marriage and Religious Freedom（2015）。2018 年初，

因應在歐美鬧得風風火火的跨性別議題出版了新著 When Harry Became Sally: Responding to 

the Transgender Moment，從文化、醫學及政治層面疏理跨性別運動，是現時少有論述整個運

動的專著。本文將會介紹這本新書的內容。 

  在簡介中，安德森也表示不久前美國人從未聽聞「跨性別身份」，但在一年間，這倡議

已成為一種「人權」。原本與原生性別不一致的性別認同，今日卻被吹捧為「真我」；反之，

不接受這種跨性別主義的人被標籤為歧視別人的「偏執狂」（bigotry）。可是，一個男孩可

以被困在女孩的身軀內嗎？或者，「性別」是在出生時，由醫生指派（assign）給嬰兒的嗎？

另外，現代科學可以「重置」（reassign）性別嗎？在公共政策層面，又應該運用法例強逼

社會接受主觀的性別認同嗎？  

  本書概述了美國跨性別運動的情況。跨性別議題在美國斗然激起大眾關注的，可能是前

奧運金牌選手 Bruce Jenner「出櫃」（公開隱藏的身份），以女性身份接受電視訪問的事件。

一個雄斗斗、充滿力量的運動員，披著國家英雄的形象，突然以女性打扮出現在觀眾面前，

聲稱數十年來都自覺是一個女性，的確在觀感上做成極大震撼。Jenner事件發生在 2015年，

正是美國最高法院就同性婚姻釋憲案聽取口頭辯論前夕，對同性戀運動的發展有甚麼影響？

跨別性運動高速發展，似乎跟政治氣候脫不了關係，是誰在背後撐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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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中收錄了跨性別運動活躍分子的言論，展示他們所運用的語言和策略。其中，一位醫

學教授向法庭提交專業意見稱：「使用染色體、賀爾蒙、內部生殖器官、外生殖器或第二性

徵，凌駕性別認同來分類某人為男性或女性，是違反醫學科學的。」我們不禁問：哪種醫學？

誰的科學？想知他們如何改變社會看性別議題？不容錯過。 

  本書亦記錄了六名變性後後悔的個案。他們訴說沒有得到合適的醫學診斷，但醫護人員

和社會文化卻告訴他們變性是唯一的出路。變性可以解決他們面對的困難嗎？甚至，當他們

後悔，希望重回正軌，又會遇到甚麼障礙？  

  最根本問題就是：我們應如何界定性別？基於生理或是心理？雙性人又屬於甚麼性別？

「性別焦躁」（Gender Dysphoria）是甚麼概念？如果有兒童有「性別焦躁」又當如何幫助

他們？整個性別運動背後是受甚麼思想影響？以甚麼策略推動？它對家庭有甚麼影響？社會

又應如何回應？本書都一一討論。雖然這本書基於美國處境而寫，但仍非常適切香港參考，

畢竟，各地同性戀運動所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程度複製西方成功的模式。對於希望總體了解跨

性別運動，When Harry Became Sally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我們誠意推薦。 

我們特地舉辦了四場研習組，跟大家一起研讀這本書。提一提，5月 31前報名，我們提

供代訂新書服務，詳情請參報名表。（宣傳海報請參下頁） 

 

  

https://bit.ly/2rcJf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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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及報名：https://bit.ly/2rcJf9k  

https://bit.ly/2rcJf9k
http://www.scs.org.hk/images/2018WhenHarryBecameSally.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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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性別友善廁所友善不？ 
 

OY 小編：鄭安然（項目主任）（原文貼於臉書） 

  小編一個女性朋友到台灣工幹及遊玩，剛才

她Whatsapp我，說上了「性別友善」廁所，但

一進去就看到一個男士迎面向她「拉褲鏈」，她

表示「真心嚇親（嚇著）」。小編再問她，原來

這是在西門紅樓的廁所，內有尿兜和廁格，並且

旁邊沒有女廁。 

  這類廁所在西方社會及台灣開始普遍。小編

在想，為何社會一方面高度關注#metoo 事件，

希望保護女性免受性騷擾，但很矛盾地，同時把

女性置於恐懼及冒犯中。而且不止女性，這類廁

所也把男性置於一個動輒得咎的局面，要知道沒

有意圖也可構成性騷擾。（後記：朋友後來告

知，那個男也嚇了一跳） 

  小編不禁想起《男親女愛》的一個橋段，有

一次Miss Mo入錯男廁，遇上剛從廁格出來的阿 Lok一邊拉褲子一邊步向Miss Mo， Miss 

Mo 大驚及立即一巴掌打向阿 Lok，然後大叫色狼和非禮，並向老闆投訴。在老闆房內，老

闆希望息事寧人，Miss Mo 仍怒氣沖沖，阿 Lok 向老闆說，一巴掌算不得甚麼，問題是我

被人打完後好像不對的人是我，然後 Miss Mo 堅持當時真的很怕，阿 Lok 發現幾經解釋都

沒有作用後，最後無奈地說：「不要說了，通通是我的錯。」 這類廁所似乎增加了這種衝

突發生的機會，而且把男女放在危險的處境（被冒犯及被指控）。 

  小編曾看過一段Youtube，是一個年幼曾被性侵犯女士的分享，她說這個經歷令她長大

後即使在「沒有男性」的女更衣室內洗澡，仍需要穿上內衣褲才有安全感，更遑論與男士共

用廁所或更衣室時的感受。小孩進入這類廁所更會處於危險狀態。這個「性別友善」廁所似

乎不太友善，或許，只是對性別多元思想的「友善」。為何不考慮在男廁和女廁外，設立多

一個「多用途廁所」（或其他合適名稱），平衡跨性別人士及其他使用者的權利呢？ 

OY 小編 

*「性別多元思想」指性別不止男女，更像一個光譜，是多姿多采，就如緊貼政治正確的 FB

已提供七十多個性別選項給用戶選擇。  

https://www.facebook.com/hkscs/photos/1752203661468926


 

8 

III. 性文化消息 
 

【逆向歧視】 

➢ 抗議聲下，英戲院拒放映「後同」電影。英國倫敦一套原定於 2018 年 2 月 8 日上映的

「後同」電影《消音者之聲》（Voices of the Silenced），因為受到同運抗議，Vue 電影

院在上映前一天通知取消放映。是「應景」還是諷剌？離開同性戀生活的人（稱為「後

同性戀者」／「後同」）飽受同運排斥，不為人所理解，一齣拍攝他們心路歷程，將他

們聲音呈現的電影，再被同運壓制，使他們再度「被沉默」。 

➢ 礙於反歧視法，婚紗店擬結束營業。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布魯斯堡鎮一間婚紗禮服店W.W. 

Bridal 發出公告將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結業，主要的原因是她們擔心當市議會訂立反歧

視法時，當她們拒絕賣婚紗禮服給同性戀伴侶時會被控告；而且，惡意攻擊亦令她們經

營艱難。麗莎（Lisa Boucher）與母親及兩姊妹共同經營 W.W.婚紗店，她們一家是虔誠

的基督徒。其他州份都有基督徒東主因為拒絕服務同性婚禮而受反歧視法控告，俄勒岡

州一名基督徒糕餅師更因而被罰款逾百萬港元。她們擔心一旦市議會通過反歧視法，她

們會墮入法網。W.W.婚紗店在 Facebook 宣告結業的通知，表明因為信仰的緣故，只服

務合符聖經倫理的婚禮：「我們有上帝和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根據我們的信仰過我們

的生活，我們不會被政府、本地法令或欺凌強迫參與違背我們信仰的事情。」 2013 年，

加拿大也有一間婚紗店拒絕一名跨性別人士試穿婚紗被告到人權委員會。最後達成和解，

婚紗店東主捐款給兩間同運組織。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法對不認同人士的威脅是非常

真實的，有時不用告上法庭，礙於高昂的訴訟費，在調解階段已不戰而屈。 

➢ 澳洲頂尖欖球員捲「恐同」批評。澳洲頂尖欖球員菲勞（Israel Folau）在社交媒體的言

論引發軒然大波，儘管廣受批評，菲勞無意為言論道歉。4 月 4 日，有人在社交媒體

Instagram 問菲勞神對同性戀者的計劃是甚麼，菲勞直答：「地獄……除非他們為自己的

罪悔改並轉向神。」這段對話使菲勞廣受批評，被指是「仇恨言論」。澳洲國家橄欖球

隊（Rugby Australia）翌日發表聲明指菲勞的言論不代表欖球隊的觀點；主要贊助商澳

航（Qantas）亦發聲明譴責菲勞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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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學會消息 
 

1. 本會主席關啟文教授將於 2018 年 6 月到馬來西亞主領短期課程及公開講座，詳情請參

閱報名表，歡迎邀請馬來西亞的親友參加，6月 25日（一）晚上的公開講座費用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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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s/2018_Talk_Malays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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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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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跨性別人士的司法覆核案件正在高等法院開審，求主賜智慧給法官，肯定兩性制度對香

港的重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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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台灣正蘊釀推動同性婚姻公投，求主祝福台灣持續發展符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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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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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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2018年 1月- 4月財政報告 
 

收入項目 HK$ 支出項目 HK$ 

經常費奉獻 409,450 同工薪津 188,609 

2017 守望家庭步行籌款 18,640 租金及行政開支 166,378 

講座及活動 11,645 講座及活動開支 3,640 

銷售及其他 2,507 銷售開支 64 

總收入 442,242 總支出 358,691 

  盈餘／（不敷） 8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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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