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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交合法年齡判決」號外 
8 月 24 日夏正民法官涉及肛交的合法年齡的判決影響深遠，我們希望你抽幾分鐘看以下簡短

的分析（較詳細討論參附檔），和支持我們的聯署行動。社會未來的發展方向，視乎香港市民

的抉擇和回應，性革命來勢洶洶，我們不應再沉默了。 

一、引言： 

今年 8 月 24 日，高等法院大法官夏正民裁定《刑事罪行條例》118 條有 4 條法例違憲，其中

3 條涉及嚴重猥褻，而 118C 則涉及肛交的合法年齡。裁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特別是對法官

裁定 118C 所規定的肛交合法年齡(21 歲)較陰道性交之合法年齡(16 歲)為高，是違反《基本法》

及《人權法》裡在法律面前人人平等此公平原則，要求劃一處理。 

目前合法的陰道性交的年齡為 16 歲，中四學生已可滿足此要求。屢有報章報導發現有心智未

成熟的中學女生從事色情行業，諸如網吧、私鐘妹等，社會已甚為關注。若將肛交的合法年

齡降至陰道性交的年齡，則中四男女生已能合法進行高危性行為，社會對青少年的保護將進

一步倒退。 

二、報章評論簡述 

在高等法院作出裁決翌日，四份報章以今次事件為社論的主題，其中三份並不認同夏正文法

官的裁決，並認為政府應該就案件上訴，以正視聽。 

明報社評1指出，法例禁止２１歲以下人士進行肛交，條例是同時適用於男性及女性。即使實

際上男同性戀者會受到較大影響，指稱法例歧視他們實在欠缺理據。不同國家是有權按其道

德風俗，定出性行為的合法年齡。社評指，由於民眾基本權利已有保障下，法院在沒有民意

基礎下，實在不宜經常運用憲法詮釋權變相立法，代民眾和議會作道德抉擇。明報社評明確

表示，“假如按這邏輯發展下去，很快便會走到由法院宣布同性戀婚姻合法化的地步，對社

會倫理會造成很大衝擊＂，並指政府應作上訴。 

星島2及文匯3的社評亦指，法例原為避免心智未成熟的青少年，參與這種高危性行為，即使在

保障公民性取向的同時，亦要保障宗教自由，應避免出現“小眾獨裁＂情況。 

雖然有評論指，法庭今次裁決並不代表鼓勵青少年進行肛交。不過，經濟日報4當日的報導，

引述今次成功上訴的申請人表示，沒有法例限制，今後將可放心尋覓同性伴侶及發展關係。

有社工坦言，沒有法例的阻嚇，心思未成熟的青少年在這方面將面對更大的危險，令輔導工

作更添困難。 

                                                 
1 明報日報, 社評, 2005 年 8 月 25 日 
2 星島日報, 社評, 2005 年 8 月 25 日 
3 文匯報, 社評, 2005 年 8 月 25 日 
4 經濟日報, A22 版, 題為“勝訴人: 威脅少了 放心覓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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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報5引述傳染病專科醫生勞永樂指，肛交比陰道交感染性病、愛滋病的風險較高，因為「肛

門唔係性交器官，彈性同組織都同陰道唔一樣，出現創傷、黏膜爆裂的機會比較大。」 

明報6報導，由香港人權監察委託美國專家撰寫的報告指出，本港現時部分法例及制度，與人

權公約存在牴觸，專家提出三項建議。首先，要將合法性交年齡同等化，將男同志肛交合法

年齡降為與異性戀者同一歲數；其次，是爭取反性傾向歧視的立法…….第三，是爭取社會建

立「同性伴侶」制度，這類似同志婚姻制度，讓同志也可享有異性婚姻者的同等權利，包括

申請配偶免稅、伴侶探視權、申請公屋等。而經濟日報7引述性權會主席邵國華指，政府應盡

快就性傾向歧視立法，否則司法覆核將陸續有來。 

三、判詞值得商榷之處 

118C 直接歧視？ 

夏正民大法官認為 118C 對男同性戀者構成直接歧視，然而政府指出，法例不單禁止 21 歲以

下男性進行肛交，也禁止未滿 21 歲的一男一女肛交(118D)，因此不存在歧視男同性戀者的問

題。(判辭段落#124-25) 夏正民指出由於年滿 21 歲的男性與未滿 21 歲的女性進行肛交，只有

該名男性違法(118D)，一名年滿 21 歲的男性與一名未滿 21 歲的男性進行肛交，則雙方都違法，

這種差別對待顯示 118C 構成直接歧視(#127-28)。 

夏法官指出兩條法例(118C 和 118D)的不對等之處後，就馬上得出「118C 出了問題」的結論，

是有基本的推論錯誤，因為歧視的問題可以出在 118D。一個解決方案是修改 118D，把涉案

雙方都判違法，那夏法官的反對理由就不能再應用。 

118C 間接歧視？ 

(#134) 118C 條剝奪 21 歲以下的男同性戀者以唯一方式進行性行為的權利，但異性戀者卻可以

自由性交(陰道性交)。(#135)所以，118C 條歧視了男同性戀者的性傾向。雖然 118C 與 118D 表

面上的確是一視同仁的法律，然而它的後果卻對某些少數群體(男同性戀者) 特別不利(adverse 

impact)，所以仍然是「簡接歧視」。(#139-141) 

夏法官「男同性戀者唯一的性交方式是肛交」這說法有很強誤導性的。按同志自己的意見，

如李文照在《香港同志情慾物語》（1998）說：「事實上，在外國及本地的一些調查中，肛交

並不是男同性戀最普遍的性行為模式，特別是東方社會的香港，肛交率更加偏低。」（頁 160）

同志健康促進會的單張〈是非攣直〉就說：「男同性戀者未必個個都喜歡肛交；擁抱、愛撫、

接吻和口交都可以是同性性行為的模式。肛交亦非男同性戀者的專利；異性戀者同樣可以肛

交。」夏法官其實大大誇張了 118C 條對男同性戀者的不利後果。除了肛交不是男同性戀者的

唯一性表達方式之外，要注意現在爭議的是肛交的合法年齡的差異，而不是對肛交的長期禁

制。法例若出於考慮肛交與陰道性交的風險不同，而對兩者的合法年齡作出不同裁決，並不

能一口咬定是間接歧視，因為兩種性行為根本就不相同。 

                                                 
5 成報, A03 版, 題為”醫生: 肛交風險高 慎選安全套” 
6 明報, A03 版, 題為”同志爭平權第一步 或抓訴訟潮” 
7 經濟日報, A22 版, 題為”訴訟恐續來 促修訂性歧視例” 



香港性文化學會電子通訊 二零零五年八月卅一日 

 3

四、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學會緊急呼籲 
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學會緊急呼籲 

要求就「肛交案」上訴：一團體一信及簽名聯署行動 
 

致各界人士： 

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於 8 月 24 日裁定，禁止 16 至 21 歲男同性戀者性行為的《刑事罪行條例》

第 118 條，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我們認為有關裁決漠視肛交本身的高風險，以及漠視對一

些 16 至 21 歲之間，心志未成熟青少年的保障。由於政府至今仍未提出上訴，我們恐怕此判

決成為定案，後果將不堪設想，為此，我們現發起兩個行動： 

 

行動 1)： 一團體一信行動 

各團體自行將意見書以團體名義以電郵或傳真形式，要求政府就有關判決提出上訴，信件內

容可參考聯署聲明及明光社致律政司司長梁愛詩的公開信並作適當修訂。如想了解最新及更

詳盡之資料，可瀏覽明光社 www.truth-light.org.hk 

及香港性文化學會 www.sexculture.org.hk 之網頁。 

 

律政司司長辦公室 

電郵：sjo@doj.gov.hk 

傳真：28773978 

 

行動 2) 聯署簽名 (費用全免) 
我們希望收集要求政府上訴的簽名，越多越好，假如政府於 28 日上訴期限前，仍未提出上訴，

我們會將收集的簽名交到律政司司長辦公室，以反映市民的訴求。 

 

如有問題，請致電 27684204，聯絡范小姐。 
2005 年 9 月 1 日 

 

 
明光社 

網址：http://www.truth-light.org.hk 

電郵：info@truth-light.org.hk 

電話：2768-4204 傳真：2743-9780 

 

香港性文化學會 

網址：http://www.sexculture.org.hk 

電郵：info@sexculture.org.hk 

電話：3165-1858 傳真：3105-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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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署聲明內容 

降低肛交合法年齡 漠視青少年人福祉 
 ----要求政府立即上訴 聯署行動 

不良的濫交風氣，與直腸內的糞便，同樣危害心智未成熟但對性好奇的青少年！ 
我們尊重法治，但法官亦須尊重社會的倫理道德、公共衛生，以及青少年的福祉！ 
8 月 24 日，高院法官夏正民以「性傾向歧視」為理由，裁定禁止 21 歲以下、16 歲以上男性

與男性肛交的法例，是剝奪男同性戀者進行性行為的權利，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對

此我們深表遺憾，希望特區政府會就有關裁決提出上訴並修訂條例中不清晰的地方，以免高

危的肛交風氣在心智未完全成熟的青少年之間蔓延。 

我們認為： 

1.) 法官不應漠視肛交的高危，將肛交與陰道交劃上等號 

肛交本身是高危行為，對身心構成傷害，所以法律給予更嚴格的規限。肛門設計不是用來性

交的，此外，肛交者，尤其是受納的一方，比正常人更易出現直腸癌、失禁、腹瀉、肛裂、

細菌入血等問題，這並非戴上安全套就能避免。以機械式的平等觀念，將肛交與陰道交劃上

等號而漠視其風險，對公共衛生將構成嚴重影響。 

2.) 降低肛交合法年齡，削弱對青少年保護 

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這次判決，備受非議，無論在法理上或社會層面而言，將造成極嚴重而

深遠的負面影響。因為一旦容許 16 至 21 歲男性進行肛交，意味就讀高中、仍在青春期的男

孩子，將不再受到法律所約束，以及給予機會一些 21 歲以上的成年男士，誘使青少年與他們

進行高危的肛交，有關決定難以得到社會大眾（特別是關心青少年健康成長的家長及教師）

的支持。 

3.) 變相由法官立法，間接架空了民意  

我們要強調，市民基本權利已獲保障，現階段法院根本無必要過度“釋法＂，廢除原有保護

青少年免受性罪行侵擾的法例。現時的情況，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法官兼任立法會議員的角

色，變相立法，卻沒有充份照顧社會及青少年人福祉，亦毋須諮詢市民意見，如此下去，法

庭亦可繞過立法機關，以「性傾向歧視」為理由，宣佈同性婚姻合法化。 

4.) 政府應立即上訴，推翻不合理裁決 

律政司司長梁愛詩已表明，會研究判詞，再考慮上訴抑或修改法例，而政府最遲應在九月二

十日前提出上訴申請。為了香港的下一代，也為著香港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們謹此呼籲大家

參與今次的聯署聲明，要求政府就今次案件上訴。在收集各位的簽名後，我們將盡快交予政

府有關部門，並要求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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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署表格 (費用全免)                回  條 (傳真號碼：27439780) 
個人聯署：降低肛交合法年齡 漠視青少年人福祉 要求政府立即上訴  

1 14 27 40 

2 15 28 41 

3 16 29 42 

4 17 30 43 

5 18 31 44 

6 19 32 45 

7 20 33 46 

8 21 34 47 

9 22 35 48 

10 23 36 49 

11 24 37 50 

12 25 38  

13 26 39  
   注意事項： 
＊ 請填滿一頁才另開新頁，以方便統計人數 
＊ 如不敷應用，請自行影印或在明光社網頁下載 

（由於時間緊迫，請盡早回覆，最遲於 9 月 20 日中午前傳真回本社） 

聯絡人：                  電話：                  

電郵：                                                     

查詢電話：２７６８４２０４   傳真號碼：２７４３９７８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