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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是非男女」系列就像是我的孩子，每次生產時都讓我痛不欲生。懷胎十月孕育著

我對每一冊內容的期許，期待著寶寶的出生，會帶來許多人的祝福。亦因為任性，

第一個寶寶在沒有父親血脈的繼承下，誕生成為一本簡單通俗的重要參考文獻，為

華文世界帶來一本一般人能夠看得明白的跨性別資訊手冊。

既然闖出了一片天地，亦沒有看到有後來者，就希望能夠延續一開始時的方向，寫

出一系列針對社會大眾的跨性別手冊，亦希望能夠籌募得到資金，將暫時三本的中

文手冊翻譯成為英文版本，讓西方國家一方面能夠通過這個系列的手冊了解香港跨

性別族群狀況，亦能補足國際上於這方面的資訊不足。

感謝一直以來支持跨性別資源中心的基金會、企業及個人，特別是一直以來支持

此手冊出版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其同事、Astraea正義女神基金會、高盛集團、  

澳新銀行集團、富而德律師事務所及Mr. Peter Siembab。感謝社會上很多很有心

無論認不認識我但一直支持我工作的人士，我身邊無數的朋友，我的家人和親戚！

我的中學同學及我的親戚實在太可愛！您們的不離不棄讓我能夠支撐到今天！我在

同志運動的戰友們也真的在有聲無聲中推了我一把，沒有大家，我沒可能走到今

天！感謝Mandy Lee經常照顧我的肚子及聽我哭訴！感謝我的隊友Jamie及新加入的

老朋友Charissa願意陪我傻和陪我夢想！也感謝民主黨內很多黨友的鼓勵及支持，

容讓我成為一個政治素人，容讓我夢想以政治改變社會，讓更多人活得更好！多謝

卿姐邀請我加入民主黨，縱然路不好走，但我絕不後悔！

梁詠恩 Joanne Leung

2016年生日後兩天寫於家中

P.S. 今天收到一位跨性別朋友離世的通知，願以此書紀念過往分別離開我的幾位

友人，亦希望此手冊，能夠讓更多的跨性別朋友，在以後的日子裡活得更好！誠心

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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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誰為男女定分界？是上帝嗎？是人類的生殖器官嗎？到底什麼是男？什麼是女？

一般人認為男女有別，不容越界。但事實是我們在一般生活、社交、文化、宗教及

情感等互動中所認知及理解的所謂「性別」，均與人類的生殖器官無關。

跨性別（Transgender）是近代才發展出來的概念，隨著越來越多跨性別個體的現

身及主流媒體的報導，大眾已比較認識及接受這個身份。2016年2月上映的電影「

丹麥女孩」轟動世界，獲多項奧斯卡提名，艾莉西亞維坎德（Alicia Vikander）

更憑該劇獲頒最佳女配角獎項。事實上，遠古社會對性別及性愛的理解並不如現在

一樣。但我們只能夠從零碎的歷史痕跡中想像人類過往對世界事物的理解。今天，

跨性別者就像是重生一樣，經歷了對性別身份的否定及掙扎，勇敢地活出一個真實

的自己。社會又能否透過TA1們的故事，尋回一個失落已久，人類對性別理解的原

始藍圖。

導讀
本手冊是跨性別資源中心出版的「是非男女」系列之第三本，第一冊「跨性別本土

閱讀手冊」講述香港跨性別群體的發展歷史、現況及基本概念。第二冊「跨性別家

長手冊」圍繞家長與跨性別子女的相處及關係。而本冊主要闡述社會如何接納及平

等對待跨性別人士，活出更和諧有愛的社會氛圍。

本手冊不會大量重複上兩冊的內容，建議讀者先從第一冊開始閱讀，雖然第二冊主

題為孩子與家長的關係，但非常適合一般大眾了解跨性別人士怎樣面對家庭壓力及

成長所遇到的種種困難與感受。所有手冊均可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如需要書籍作傳

閱或收藏，可聯絡本中心免費索取。願此手冊能夠令社會人士更明白跨性別群體的

處境，在改善TA們的生活狀況及減輕TA們所承受的壓力的同時，也讓社會人士與這

個隱蔽但為數不少的群體接觸時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與衝突。

1 在這裡我們會以 ”TA” 這個詞語代替「他」或「她」，TA的讀音跟「他」或「她」一樣，但
沒有性別之分，以避免不斷重複使用「他」與「她」。我們也希望藉此帶出如何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尊
重各人的性別表達及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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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能成為跨性別同盟
感謝您願意成為跨性別的盟友(Trans Ally)，作為支持者不是要完全理解、明白或

認同什麼是跨性別，最重要的是接納與包容與你不一樣的人，認同每一個個體都是

獨特的、尊貴的，在社會上有與生俱來的權利與義務，不應因為不同的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歧視！

跨性別是什麼？
跨性別（Transgender）英文簡寫為TG，基本的定義是任何人不接納或不認同自己

的原生性別（出生時的性別），或不認同社會賦予TA的性別規範，均是跨性別人

士。TA的狀況可以呈現或表達於其對自身性別的心理認同、對身體的期望、社會性

別身份、家庭角色、性行為模式、性別氣質表達及衣著等等。但不是每一個符合以

上定義的人也認同自己是跨性別人士，我們需尊重個人的身份認同， 不可隨意將

標籤加諸別人身上。一般估計人口中每300-500人就有一位跨性別人士。

Transgender這個英文字是美國的維吉妮亞·普林斯（Virginia Prince）在1970年

代創造的，與Transsexual（變性者）這個名詞作對照，指出那些並不希望進行手

術「改變生理性別（Sex）」及／或那些認為他們是處於兩個社會性別（Gender）

中間的人。隨著社會對跨性別群體的理解及群體的演化，跨性別這個名詞更進一步

發展成社會上對性別理解的一個運動方向。

跨性別群體中的個體會因著其不同程度的困擾、掙扎、需要、取向、條件及環境因

素，選擇自己的定位與身份，一般較為人熟悉的是「變性欲者」及「易服者」。前

者被一般大眾稱為「變性人」或「換性人」，英文是”Transsexual”，簡稱TS，

正確定義應為有強烈及持續改變性別欲望的人士，所以並不一定是指完成了性別重

置手術的人士。坊間常以「人妖」一詞稱呼變性人，應注意「人妖」這個名詞帶有

貶義，應避免引用在跨性別或變性人身上。再者「人妖」多指泰國從事舞台表演的

變性藝人，其獨特之處在於外貌非常女性化，但仍保有男性之生殖器官。

「易服者」通常是指完全沒有或沒有強烈改變性別慾望的男性，會部份時間或全時

間穿著女裝。反之女性有類似情況一般不會被定義為易服，因社會普遍接受女性穿

著男裝或中性打扮。有不少市民會將這種身份說成「易服癖」，但這個詞語帶有病

態意味，不應用於跨性別人士身上。易服者的「易服」是基於需要，而不是癖好。

據了解，易服人士對易服的需要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因為扮演男人壓力太大，易

服是一種抒壓方法；有的是因為美感；有的是性別上的認同；有的是對社會性別二

元的一個挑戰，可謂各適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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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人士可以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2、泛性戀3、無性戀，甚至是不作定義
或不知道。跨性別人士面對的是自身的「性別認同」，而異性戀、同性戀等面對的
是愛慾對象的性別，稱之為「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身份關係，在此我們
會以「性/別身份」這個名詞代表。我們也會以「同志」代表跨性別和同性戀等擁

有不同性/別身份的人士。

跨性別與同志群體
跨性別與同性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群體狀況及特質亦多有不同。跨性別是指一個
人在其自身性別上的認同與社會上大多數人不一樣。而同性戀、雙性戀、泛性戀及
無性戀等的身份是指該人在性與愛方面，其對象是何種性別。雖然兩個概念指的是
不同特性，但在同志群體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特性、身份常會交叉存在。畢竟人
性都是立體及多樣化的，跨性別與同性戀的身份可以並存。況且這兩個身份定義也
沒有一刀切地完全分割，同性戀和異性戀，跨性戀和非跨性別中間都存在著一定的
模糊性，就好像光譜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是0和1的分別。

「同志」一詞於80年代在香港出現，原意指同性戀者，及後發展成為一個
對”LGBT”4以至“I”5身份的總稱，也普遍於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
等華人社會中被使用。早於西方及華人社會仍未普遍認識跨性別這個身份的年代，
一般生理男性喜歡男性都被視為男同性戀者。就算是後期跨性別這個身份比較被認
知後，部份喜歡男性的跨性別者仍然活躍於男同志圈內，或對外以男同性戀者的身
份生活，因這樣比較容易找對象及發展關系。直到近年（西方世界要比香港發展早
至少二十年）跨性別群體越來越成熟，人們及群體內對其身份的認同比較明顯，跨
性別這個身份才變得比較清晰及突出。

跨性別群體在不同國家與文化下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差別，有些國家的跨性別群體相
對於整個同志群體來說比較壯大及主導，但觀乎華人社會中，跨性別群體都是比較
隱蔽，及多數由其他同志群體帶動發展。

2 雙性戀（Bisexual）指一個人不只對單一性別，而是對同性或異性皆會產生愛慕情緒，並容
易被他們的身體吸引的傾向。曾經與同性及異性有戀愛關係並不代表TA就是雙性戀者。同樣地，沒有與
多過一種性別的戀愛關係，亦可以自我定義為雙性戀者。

3 泛性戀（Pansexual）指的是一個人的愛慕對象並沒有性別的條件限制。簡單說，TA愛的就是
一個人類而已。跟雙性戀的分別在實際上很模糊，因一般人以為性別只有兩種，而泛性戀這個詞語在近
年才較多被討論。

4 LGBT是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者的英語簡
稱，也會寫成GLBT，拼寫出來是對這四個群體一個聯合的意義。中文裡沒有直接的翻譯，但比較對應「
同志」這個意思。群體裡也有認為「同志」這個名詞沒有包含「跨性別」，所以也有「同志及跨性別」
等的不同表述。

5 I 於這裡是 Intersex 的簡稱，單獨用一般會寫成為 IS。意指身體狀況不能清楚地被界定為
男性或女性的生理結構，涉及性徵、生殖系統及染色體，而與人為的改做、手術，以至心理認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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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櫃�(Come�Out)
出櫃（Come Out）的意思，在同志群體當中指向某些人公開自己的性/別身份。出

櫃對同志來說很多時都是一個不得已的行動，是擔心及冒險的。

出櫃的主要面向有以下幾種：
向朋友出櫃：作為同志，所遇到的壓力不小，同志身邊亦未必有同志朋友支援。

當同志還在性/別疑惑及仍在探索時，未進入群體當中、未找到相關的服務機構支

援時，TA很需要朋友聆聽TA的想法，TA通常會找較為可信的，或者與TA沒有太大關

連的朋友傾訴心事。

向家人出櫃：有小部份同志因其性/別身份，可能會跟家人關係較為疏離甚至不

和。但家人始終是家人，亦有很多同志跟家人關係都如一般人親密，隱瞞其性/別

身份對於TA們來說會很難受，最終希望家人能夠知道及接納。家人的接納對同志有

極大的影響，能夠讓其積極面對人生的起跌及感受。傳統家庭也會對子女的婚姻關

係有期望，經常是當事人的壓力來源。所以同志很多時候都希望能夠跟家人出櫃。

（關於家人關係，請參閱「是非男女」第二冊之「跨性別家長手冊」）

向同事或公司出櫃：同志如能夠正面對待及肯定其性/別身份，並相信公司及

同事抱持接納的態度，才會勇於向同事出櫃。相反，在沒有一個安全的空間，一般

同志都不太願意冒險，賠上自己的事業及晉升機會。

向教會出櫃：很多同志其實都隱藏在教會中。同志也有如一般人一樣有不同的宗

教信仰。有的是因父母關系，從小在教會環境裡長大，有些因不同原因進入教會群

體。無論怎樣，除非教會在同志議題上沒有歧視，否則同志信徒很可能因教會的教

義而選擇離開或跟教會出櫃。不幸的是，有些教會會因此而強迫其改變，又或者要

求TA不可告訴其他教會內的信徒，而讓TA們一心追隨信仰的熱誠受到傷害。

向公眾出櫃：向公眾出櫃或稱全公開指不介意任何人知道其性/別身份，而並非

指在公眾途徑如媒體上公開自己的身份。通常願意公開出櫃的同志，都非常接納自

己的身份，亦有能力及準備面對一切的攻擊和挑戰，有非常正能量的思想。公開出

櫃也是一種很有力的倡議及運動工具，但一般當事人需要對社群有很深的理解，豐

富的論述基礎及面對公眾時的演說能力及感染力。若說話含糊，邏輯及思路不清，

很容易變成為群體內外的攻擊對象。

被出櫃：意思是在當事人未有準備下，由其他人公開了TA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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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跨性別法律權益及倡導時間軸
* 由於資料不全，以下時間軸只顯示我們暫時能夠搜集到的內容

1. 1985年香港進行首宗變性手術。

2. 1986年瑪麗醫院成立性別認同小組，由吳敏倫帶領向全港欲接受性別重建手術

的人士提供一站式評估服務。成員包括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內分泌科

醫生、婦科醫生、泌尿科醫生、心理衛生社會工作者、遺傳學醫生、矯形外科

醫生及律師等。

3. 1988年袁維昌醫生開始在香港提供性別重置手術。

4. 1998年博益出版由葉家明及李佩恩著作的《變性邊緣人》。

5. 2000年寬頻上網逐漸普及，易裝者(crossdresser)群體開始在網上聚集起來。

6. 2000年前後有幾位於香港接受變性手術的人士，由醫生穿針引線下，組成了聯

絡小組（TEAM的前身）。

7. 2002年首個具規模的易裝者論壇 「hkcdfamily」出現。

8. 2003年6月電台節目主持人洪朝豐推出新書《繾綣男女》，當中訪問了十位分

別有變性慾、已經變性及喜歡穿女性服飾的變裝男性。

9. 2003年群體內開始使用Transgender「跨性別」這個名詞，當時有部份變性欲

者會以跨性別來與易裝者區分。

10. 2003年跨性別群體及學者成功向入境處爭取刪除身份證明文件上更改性別的記

號。

11. 2004年變性人的聯繫小組，註冊成為非牟利團體「跨性別平等與接納行動」 

Transgender Equality and Acceptance Movement (TEAM)。

12. 2004年在群體開始討論就變性人婚權向政府提出司法覆核，但一直未能覓得訴

訟人。

13. 2005年隨著吳敏倫醫生退休，當時唯一提供性別重建手術評估的瑪麗醫院性診

所宣布結束服務。

14. 2008年「跨性別資源中心」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 (TGR) 成立。

15. 2008年W小姐就變性人婚姻權入稟法院，向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16. 2009年W小姐案件開審，藉著社會的廣泛討論，「跨性別資源中心」主席

Joanne開始在媒體上大量曝光，以第一身講述跨性別女同志基督徒的故事。跨

性別資源中心亦開始發展不同的群體服務、公眾教育及倡議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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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0年W案件初審敗訴。

18. 2011年W案件上訴敗訴。

19. 2011年 跨性別資源中心出版「是非男女：本土跨性別閱讀手冊」。

20. 2012年4月入境處收緊變性人更改身份證性別的要求，申請人必須已完成強制

絕育及重建生殖器。

21. 2013年5月W小姐案件於終審法院勝訴，法院於7月頒令，給予政府一年時限修

改法例讓變性人享有更改性別後的婚姻權利，及促請政府制定全面的「性別承

認法」，並以英國相關法律為參考藍本。

22. 2013年6月政府成立「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當中成員包括Joanne、小

曹、陳志全議員等各同志代表。

23. 2013年「爭取性傾向歧視條例陣線」及「香港性少眾聯盟」 Hong Kong Queer 

Alliance (HKQA) 成立，針對歧視法加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保障，跨性別資源

中心為HKQA聯盟其中一員。

24. 2013年跨性別資源中心、其他同志團體及關注的法律人權組織紛紛舉辦不同的

研究會及進行遊說及倡議工作，準備面對政府提出的法例修訂。跨性別資源中

心與同志團體取得共識，共同爭取變性人獲取新法律身份時免除手術的要求，

及認同變性人婚姻為異性戀婚姻，並不是同志婚姻的踏板。

25. 2014年1月平等機會委員會展開「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

份歧視的可行性研究」。

26. 2014年2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婚姻修訂草案，並成立政府內部高層的「跨部門

工作小組」，研究「性別承認法」的可行性。但政府提出的修訂草案只作低度

諮詢，香港唯一提供變性手術的袁維昌醫生是專家意見的唯一提供者。草案內

容粗疏，以致支持及反對變性人權利的人士及團體均強烈反對，引起香港社會

對跨性別群體的的第二次廣泛討論及輿論報導。

27. 2014年2月跨性別資源中心、粉紅同盟及大愛同盟組成策略陣線，於立法會婚

姻修訂草案公聽會上表達意見，同場亦有不少反同人士、同志團體及其他三位

跨性別人士發言。可惜當時其他跨性別人士提出之意見偏向支持變性手術是必

要條件。及後歌手何韻詩與Joanne成為媒體報導焦點。當時最早在香港提供性

別重建手術評估的吳敏倫醫生及施行手術的袁維昌醫生，就婚姻修訂亦在立法

會內激辦，前者反對性別轉換必須施行手術的條件，後者堅持須要性器官重建

及違反聯合國及國際組織一直倡議禁止的強制絕育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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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4年3月TGR及TEAM獲「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6發信支持，向政府表明對

跨性別人士權益的立場。

29. 2014年3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委託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顧問）進行一項「探

討性小眾在香港有否遭受歧視」的研究。

30. 2014年3月及10月Joanne及粉紅同盟成員到日內瓦聯合國向CEDAW7委員以口頭陳

述香港跨性別被壓迫的狀況。

31. 2014年期間，跨性別資源中心與粉紅同盟聯合開始對游離派議員的遊說工作，

及會見了提出婚姻修訂草案的保安局高層官員，希望能令政府不向建制派議員

施壓通過草案。

32. 2014年7月，由於政府未能在終審庭給予的一年限期內通過修訂草案，遂發公

告確認所有與W小姐有相同情況的變性人，即已完成政府規定整套變性手術，

無論是男變女或女變男，均可根據更改後的性別與異性在香港註冊結婚。

33. 2014年10月立法會對婚姻修訂草案進行二讀，因大多數議員反對而未獲通過。

34. 2015年 W小姐代表律師正準備為未做變性手術的女跨男Q先生進行司法覆核。

35. 2015年 跨性別資源中心出版「是非男女：跨性別家長手冊」。

36. 2015年12月31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表了歷時2年多的工作報告，提出多項保

障性少眾免受歧視的建議，唯未有對立法諮詢訂出確實時間表。

37. 2016年1月26日平等機會委員會公布「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

份歧視的研究」的結果。

6 Harry Benjamin 於1979年成立「班傑明國際性別焦慮協會 」(Harry Benjamin International
Gender Dysphoria Association)， 一直在國際上主導及推廣對變性人士的醫療護理， 2007年更名為
「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 WPATH)

7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英語：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CEDAW）是一項有關婦女權利的國際公約。聯合國在1979
年12月18日的大會上通過該有關議案，並於1981年9月起生效。該公約確立規則，保障婦女在政治、法
律、工作、教育、醫療服務、商業活動和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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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友（守護天使）
跨友的概念是由「跨性別資源中心」率先提倡，指跨性別人士的朋友或盟友。跨性

別人士在成長中每每因為傳統的道德及倫理價值觀，受到來自於自身和外界很多不

同大小的壓迫與歧視。漸漸形成對別人的不信任或防衛，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人接受

及明白TA們的認同，以至在生活上每個層面都可能會遇上不同程度的困難。跨友的

概念是讓社會上更多人能夠明白跨性別的概念，明白這個群體中的特性及TA們每天

在生活中的難處，作為TA們的支持者及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讓其他人更明白這個群

體，從而消除不必要的傷害及歧視，讓跨性別者能夠更有自信解開自我身份認同的

迷思，選擇一條最合適自己的路。若身邊有跨性別者的朋友，作為跨友，最重要的

是陪伴與聆聽，跨性別者身邊可能沒有太多能夠坦然相處的朋友，一位信任得過的

跨友絕對是TA們身邊的守護天使！

無論你身邊有沒有跨性別或同性戀者，或者不知道有沒有這類人士，你都可以根據

一些簡單原則，作為你日常的性/別敏感生活態度。過去你沒法知道身邊到底有沒

有TA們的存在，更何況跨性別及同性戀很多時候根本就沒法從其外表或打扮分別出

來。沒有可信任的環境，這一群人都未必願意公開其性/別身份；有沒有這樣的空

間，就全靠你們。

「宜」
 » 耐心聆聽TA的故事，持開放態度準備挑戰自己的性別認知及虛心學習。 

 » 主動問當事人希望怎樣被稱呼。 

 » 說一些鼓勵的說話，如：「無論你是什麼性別，都是我的好朋友」、「公司要

求的是一個人的工作能力，而非TA是什麼性別」… 

 » 與當事人溝通中，對社會上已公開同志身份的公眾人士多作正面評價。 

 » 將同志友善的刊物、標誌等放在當眼地方表示對性/別友善。

 » 友善地向身邊朋友宣揚反歧視訊息，多了解人權意識及同志平權的意義。改變

是來自愛和分享，不需要強迫與責難。

「忌」
 » 不應判斷或討論別人的性/別身份，到底是不是同志。 

 » 若某人告訴你TA的性/別身份，請尊重TA對自己的理解，切勿批評或予以否定。 

 » 若你知道某人的性/別身份，除非得到當事人的允許，否則請不要隨便告訴他

人，乃至是其家人。 

 » 若TA對自己性/別身份感覺模糊，切勿要求或幫助TA作選擇，性/別身份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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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對某些人來說是有可能隨時間、環境或情緒等條件而變動。性/別身

份也可以是不肯定或不被定義。 

 » 不應經常或過份強調性別的二分及一般對性別的刻版印象，如「男人就要堅

強」、「女人要似返個女人」等。 

 » 縱然想表達接納或友善態度，應盡量避免經常提及當事人的性/別身份，除非

TA主動提及，應如看待一般人般看待TA。 

 » 如未清楚對方情況，應避免隨便對別人以性/別話題開玩笑，及留意別人反

應，對性/別有適當的敏感度。 

 » 縱然社會一般認為加上如「先生」、「小姐」等稱謂是一種禮貌，但對待同

志，應先了解當事人是否喜歡。 

 » 不要假設在戀愛或婚姻關係中的另一半一定是異性，對話如：「你女朋友做什

麼工作」也可能會令場面尷尬。可多嘗試用「伴侶」、「Partner」、「另一

半」來取代。 

 » 不應以為對方是同性，就可以有任何肢體接觸。相反地，不應以為對方認同的

性別與你一樣，就可以沒有顧忌。 

 » 不應隨便問當事人以前的名字、或要求看以前的照片，除非你知道對方不會介

意。有部份跨性別者對自己過去的性/別身份對非常介意，甚或厭惡，不小心

提及可能會對TA造成傷害。 

 » 不應隨便詢問當事人的性別或性器官狀況，更不應評頭品足。 

 » 跨性別者對自身的打造與性別表達的理解因人而異，於性別之探索及轉變歷程

亦不盡相同，不應預設認為跨性別者就應達到怎麼樣的一個標準，或應看起來

要像另一個性別，也不應強迫其改變設合社會標準。

跨粉
「跨粉」就是跨性別粉絲(Fan)的意思，就是對跨性別者有傾慕，或是會愛上TA們

的人。任何人在情感或性的吸引上，對跨性別者、或性別表達模糊的人，有持續的

情感聯繫，比如莫明的欣賞、愛慕、迷戀或衝動等，都可視為跨粉。此等情感狀況

可以是比較平淡的，又或是有強烈吸引的。跨粉當中有定義自己為異性戀或同性

戀，但也有不少為雙性戀或泛性戀。

跨粉確確實實存在著我們身邊，只因為過往跨性別群體處於比較隱藏的狀態，

想愛及追尋TA們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看不到跨性別人士的存在，也讓跨粉潛

藏的愛慾沒法被揭示出來。其實，在西方社會裡有類似的身份定義，如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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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rer、Trans Chaser、Tranny Chaser及Trans Fan等。但這一類定義都非常狹

隘，指的是認同為異性戀的男性，沉迷戀慕稱為Shemale或Ladyboy的跨性別者，亦

即仍保持陽具功能性，但外貌包括胸脯都非常女性化的跨性別人士，香港一般稱之

為人妖。到現時為止還未有比較正面的中文翻譯，但近年於中港台地區，有較為活

躍的這類性工作者，會正面地自稱為人妖。一般於跨性別社群內，較不喜歡將這類

身份定義為同類，因其不希望別人會將色情、性工作、及帶有陽具等的標籤跟自己

的身份拉上關系。

跨粉這個身份是由本機構主席梁詠恩、深圳夕顏文化傳播中心的小林、及台灣中國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林純德先生於2015年4月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希望

能夠提倡一個更正面及兼容的定義，在跨性別這個非二元的性/別身份越來越被看

見的同時，令全人類在情慾探索的路途上，開拓一個更寬闊的空間，讓愛與被愛的

個體在茫茫人海中能夠相遇。

跨粉的論述文章可於本機構網站上下載：

http://www.tgr.org.hk/跨粉

遇到歧視時的應對方法
無論在公共場合，或者是私人空間，當遇見陌生或認識的人士被歧視或欺凌時，都

應該予以協助，特別是因為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上被侮辱，TA們更需要別人的幫忙。

以下是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及建議，給大家參考：

 » 除非在緊急或危險狀況下，並不需要惡言相向，也不必跟歧視者理論。如有需

要，可喝令對方停止，再報警求助。但要小心當事人會否介意警方介入，甚至

有否媒體到場，令當事人的身份曝光。

 » 一般情況下，可走到雙方中間，然後以肯定及友善的態度告訴歧視者不應這樣

做及立刻停止其行為。

 » 因當事人的身份，通常都不希望將事情鬧大，所以我們務求讓歧視者盡快離

去，然後才慰問當事人，及看看有沒有其他需要。

 » 如歧視者與當事人是認識或有工作等的關係，應多給予關懷及支持，有需要可

轉介至本中心或其他機構跟進協助。

 » 如是在公共場合遇上陌生的當事人，我們並不建議您與TA交換通訊資料，除非

您是社工或輔導人員，或者您對當事人有一定的了解及信任。

 » 行事時要顧及自己和TA人的人身安全，先觀察當時環境有沒有其他途人能夠協

助，歧視者的態度、人數、情緒、力量等的客觀條件，評估過後才作出適當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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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遇歧視者比較凶惡，可裝作附近途人是認識的，或詢問其他人歧視者的行為

對不對，或叫旁邊的人代為報警。

 » 行事前可先開手機錄影模式，記錄現場情況以備不時之需。如忘記先開錄影，

也可裝說已經錄影，以作阻嚇之用。如有一人以上，應邀朋友錄影，然後自己

上前處理，錄影者可離遠一點點，但也要讓歧視者知道有人作記錄，令對方知

難而退。

以下是一些給大家參考的說話，主要是向著歧視者說的：

 » 「請問發生左咩事呢？」

 » 「我唔知道你地係咪識既，不過我覺得你以佢既XXX黎當眾侮辱佢係唔o岩既！

呢D係佢既個人取向，並唔影響你架！」

 » 「我係異性戀既，不過我並唔認同你既做法，請你即刻停止！」

 » 「我唔識佢，但係請您唔好再侮辱佢，每個人都有尊嚴既，佢既取向唔應該比

您欺侮！」

 » 「唔該即刻停止，如果唔係我會報警！」

向著當事人說：

 » 「洗唔洗幫您報警呀？」

 » 「唔需要理佢，我地走…」

 » 「發生咩事呀？班朋友等緊您呀！我地走啦！」

若當時是在店舖或服務使用上，情況又不至於太惡劣，只是有點麻煩或態度不好等

的對待，又或者當事人被質疑是男是女時，可以這樣協助：

 » 「您見佢咁梗係女/男啦！重要問？」

 » 「買野o者，男同女都係咁買架啦！快D做生意啦！」

 » 「有錢比您賺都要問咁多野？」

 » 「佢要果件我都想試喎，可唔可以攞埋比我呀？」

 » 「（對當事人講）小姐/先生（以TA的性別表達為準）您著得幾好睇喎！（對

服務者講）您話係唔係呀？」

以上的方法，是讓店舖或商店的經營者看到，其他人都不覺得有問題，而將事情淡

化。這樣通常可以化解尷尬情況，亦沒有必要證實當事人是否跨性別或同性戀者，

當TA或自己離去時，亦毋須多加解釋，微笑一下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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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去洗手間的問題
跨性別者不論有否完成性別重置手術，有個別都會部份時候或全時間以相反的性別

生活，上洗手間都是TA們必須處理及面對的困難。部份外表已經非常自信及沒有人

能夠分別出來的跨性別者，雖然有可能仍未更換身份證上的性別，但一般都沒有太

大問題。但一些可能是初作生活體驗、未進入賀爾蒙療程、未有很大自信等的TA會

在洗手間問題上遇上難題。須知真實生活體驗對道跨性別者來說都是必須的、難得

的過程。TA們以相反性別表達時，都過著平常人一般的生活，吃、喝、如廁都是必

須的。當TA們以其認同性別生活時，應該以當時的性別去選擇合適性別的洗手間設

施。反過來，如果TA們以相反性別表達時，卻以原來的性別如廁，問題必然更大，

也會引來其他設施使用者不必要的恐慌。

當然，我們明白到女性會有所擔心，但我們真正要擔心的，應該是有沒有人在洗手

間內作非法或危害TA人的行為，而並非到底是不是一位似乎是男性的人進入女洗手

間。所以當我們遇到有關情況時，需觀察那人有否不軌企圖，還是只是簡單的使用

洗手間，如是後者，便不用大驚小怪，報警或通知管理員。其實，有很多跨性別者

外出時，都會盡量忍耐，少喝水，又或者找有殘疾人士洗手間的地方活動，避免影

響其他人或遇上問題。

跨性別資源中心一直倡議設立更多無性別洗手間設施，不單適合不同人士使用，如

如殘疾人士、帶小朋友的父母、性別氣質比較模糊的使用者，同時舒緩男女廁格比

例失衡的問題，更可以增加殘疾人士洗手間的使用率。有女士會擔心安全及衛生問

題，事實上人流比較多及有男性可以出入的洗手間，必然比女廁安全。而衛生問題

並非只源於男性使用，我們應該從教育及設施設計方面下功夫，讓更多人能夠受

惠。現時在不少國家，包括中國大陸、歐美、日本等地，已在不同私人及公共空間

實踐無性別洗手間達二十多年以上，特別是在院校方面，而本地亦有某些場所及餐

廳設有此類洗手間。我們的建議並非全面取替男、女廁，或強迫改建現時設施，只

希望社會能夠多作討論，以及在新的建築裡考慮及實踐這個理念。

願景與責任
我們的願景，並不是要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必然接受跨性別或是同性戀。社會需要接

受的，是每一個人的不一樣！每一個人都可以以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去展示與表達，

不同的個性、特質、樣貌、體態、愛好、取態、信仰、性傾向及性別認同，造就了

一個多元而美麗的世界。世界從來都不是單一的，人類也從來不是！多樣化帶來不

一樣的啟示與進步，最重要的原則是互相看見、接受彼此的差異、尊重和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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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責任並非單單做到以上的原則，而是要在生活裡實踐一個更和諧公義的世

界。願宣揚愛與包容，幫助弱勢群體發聲，追尋別人的公義，以自己的行為與生命

作見證，都能成為我們每天的使命！

將來，我們亦希望反歧視法及性別承認法能夠起到更大的教育及保障作用，讓每一

個人在不同範疇下，也能夠自由地在不影響別人下活出自己真的一面。

不同領域狀況

校園

在校園裡，一般會遇到對跨性別及同性戀者的歧視與欺凌，會有以下層次：

• 同學之間

• 老師對學生

• 學生對老師

• 家長對老師

• 學校社工對學生

• 學校信仰對學生/老師

• 學校規則對學生/老師

被歧視的對象以學生為主，偶爾亦有老師遭受歧視。先說同學之間的歧視與欺凌，

一般學校也會偶然出現同學之間的欺凌情況，男校比較嚴重。有些時候同學只是調

皮、貪玩，或是要表現自己的男子氣概而欺負比較軟弱的男同學。至於女校，似乎

大家都習慣女同學之間表現得比較親暱，甚至有同性性傾向。而性別表達上較為中

性或男性化的女同學反而大受歡迎，成為眾同學的偶像，所以歧視情況不常見，反

而需要留意感情及學業問題。

同學和老師都應該正面教育同學關於歧視(Discrimination)、尊重(Respect)、性

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與及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的原則，以下會以DRSOGIE簡稱這幾個概念。學校裡的老師及同學，作

為跨性別同盟的角色更為重要。當同學看到別的同學作出欺凌行為，可以當面友善

地指出這類行為並非強者或大丈夫所為，邀請其他同學與其成為好朋友，讓TA得到

保護。也可告訴適合的老師或社工處理。有些時候老師會擔心學校的取態及同學的

感受而盡量不提SOGIE。其實愈不提，同學就愈不可能理解不可以歧視或以這個話

題開玩笑的原因。所以我們應該小心指出性別氣質與性傾向及性別認同並不完全對

等，同學亦需尊重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及傾向，盡量避免直接指出同學是什麼身份，

也要讓校方明白這並非鼓吹跨性別或同性戀，而是教育同學反歧視與欺凌行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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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校社工有歧視或不接納情況，應提醒TA應遵守社工的專業操守，若不合適應

將同學轉介至適當的社工跟進。

我們在不同的情況下，可以用很多方法將焦點轉到DRSOGIE上，但並不建議以說謊

來表達別人或自己的清白。當然這是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長

久在這些擔驚受怕的壓力底下，會影響工作表現及個人情緒。不如想辦法改善環

境，及讓所有人都活得更加快樂，在有限制的情況下，找尋自己的一片空間與出

路。

若老師被學生取笑，可以大方地以這個作為對DRSOGIE概念的教育機會，而不需刻

意說出TA或是自己的性/別身份。若學生能夠理解及明白老師的教導，TA回家後便

會成為老師的教育使者，不需要直接由自己處理家長的歧視問題，除非TA向校方投

訴。

若學校於信仰上、校規上、或校長處理上出現問題，應先嘗試溝通，及在校內物色

支持的力量，與校方交涉。因為一開始就將校方問題放上檯面，很難有商討及讓步

的空間。我們的目標是透過溝通讓其他人能夠了解及明白DRSOGIE，最終令問題有

所改善。衝突與對抗未必是最好的方法，但溝通過後仍未能讓對方改變，就可能要

尋求其他幫助或法律意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介入，甚至訴諸法庭。在討論時，

亦應提醒大家，除任教宗教科目，老師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與教學質素無關，也不

會影響學生的性取向。但歧視會對學生做成反面的教導，影響深遠。

總而言之，老師在學校不單止是傳授課本知識，讓同學、家長及學校明白DRSOGIE

也是必不可少的責任。

 

教會/宗教

以香港的經驗，一般佛教對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方面沒有太大的爭議，慾望才是需要

關注的問題。這本手冊不會深入探究和討論各宗教反對或不反對跨性別及同性戀的

理由及立場。我們主要希望帶出在基督教及天主教這兩個比較爭議的區域，相方怎

樣比較容易面對，及尋求出路。

很多人先入為主，以為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反對跨性別及同性戀，在教義上是沒有爭

論餘地的。但事實上我們需要先從幾個較為客觀的方向，了解這兩個宗教在面對同

志議題上的不同層次，才能夠繼續討論。我們這裡並非嘗試討論同志在聖經裡是不

是罪這個問題，只是嘗試鋪陳及指出一些仍有討論空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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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整本新舊約聖經裡，從來沒有直接評論跨性別及同性戀是罪，或指出這不是

神所喜悅的。因為當時社會文化上根本沒有這個概念，聖經所指的是某些異教

儀式中的男男性行為。在這裡我們先作這樣的理解，因為聖經的詮釋牽涉翻

譯、釋經、神學及當今處境等的複雜問題，我們暫且不在此處理。

 » 若細心閱讀一些廣為人知反對同性戀的聖經故事，不難發現經文有很大程度的

翻譯及釋經空間，會出現完全不一樣的理解，與教會一般的說法可能有所出

入。

 » 只有很少聖經經文有涉及跨性別的狀況，大概只有這句比較有關連：「婦女不

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

所憎惡的。」

 » 在不同的遠古文化中，都有記載同性性行為的文獻或圖像等的資料，也沒有牽

涉什麼與罪或違反道德倫理等的證據。

 » 若說跨性別及同性戀是罪的一種，其實人類幾乎每天都會犯上大大小小不同的

罪，這也是聖經所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的意思。教會需要考

慮是否將同志議題過份放大了？

 » 現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曾多次提及同性戀問題，他曾說：「擁有同性戀傾向並

不是問題，同性戀者不應該邊緣化」，還強調：「如果有人是同性戀，他信仰

上帝且心地良善，我怎麼能論斷他呢？」。雖然天主教仍然似乎在教義上反對

同性戀，但教宗方濟各堅持教會是應該接納TA們的。

 » 由於基督教沒有如天主教般的從上而下的教義，我們很難說基督教就是反同

的。而且近年較多教會改變了立場，說TA們反對同性性行為，但接納同性戀

者，因為這也許是與生俱來的。但這說法非常牽強，如是天生（上帝所賜予

的），那怎會禁止呢？也有人說那是罪的後果，但如約翰福音9章所記載的，

耶穌也當面否定了門徒對罪的後果的理解。

 » 實際上，現在西方教會已有比較多的神職人員認為跨性別及同性戀並不是罪，

在香港也越來越多有如此的理解。但教會的組成及意見不一，很多時教會都很

難作出一個明確立場支持同志，也擔心公開支持會帶來很大的爭議與攻擊。

以上的資料不是希望給讀者證明什麼，只是希望大家不必先假設同志就是罪大惡

極、天理不容，教會絕對不容許同志存在。事實上，同志無處不在，只是因為社會

未有對TA們歧視的保障，令絕大部份的同志隱藏其身份，不讓人知道。據多個統計

指出，同志在比較發達的國家中佔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口。諸如英國及美國的教會

中，有說幾乎每一個基督徒，最少都會認識一位同志朋友，以至當地教會，不能夠

迴避同志議題。但很可惜，香港很多教會，都會認為自己教會裡沒有同志，或是有

大型教會，強調自己接納同志，但會勸喻TA們不要告訴其他人，在教會內裝成是一

般人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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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就算教會認同同志是罪，也應以基督的心為心，接納同志留在教會中，

及教導信徒怎樣與TA們相處，並防止信徒歧視與壓迫TA們。以下是我們建議的原

則，希望教會留意及接納：

 » 未經當事人同意，不應向其他人透露其同志身份，特別是在公開禱告中。教牧

同工也需特別注意，避免在公開場合當眾說教會有同志存在，除非TA本人要求

或不介意。

 » 在講道時盡量避免強烈責備跨性別或同性戀。

 » 避免強迫當事人改變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或經常提醒上帝能夠改變其這方面

的傾向。我們相信，若一個人愛主，主會預備最好的路給TA。改變與否是上帝

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只應該是牧養及與TA同行，而不是強加己見。

 » 不應因為TA的傾向而停止或不給予TA事奉的機會，也不應不讓TA參與教會任何

禮儀，如聖餐及崇拜等。

 » 稱呼跨性別信徒時，就算是其他人不知道其身份，都應盡量避免用弟兄/姊

妹，可以自然地稱呼TA的中文或英文名字，讓TA在教會裡能夠容易適應。

 » 當對同志信徒談及感情問題時應小心，如真的需要提到，盡量避免用「男朋

友」或「女朋友」，可用「partner」、「另一半」等較為中性的字眼代替，

或以中性的問題去發問，如「最近有沒有新戀情」等。

 » 如有信徒覺得需要為當事人禱告，建議盡量以私禱進行。就算是在小組或團契

中集體禱告，若當事人知道，都會做成對TA很大的不安與壓力。

 » 教會應盡量聆聽TA們的心聲，少作評論及意見，讓TA們的難處成為教會學習的

功課。TA們能夠來到這一間教會，也願意留下，必然有上帝的心意。雖然香港

有多間接納同志的教會，也有專門為同志設立的，但若TA們願意留下來，實在

不應主動建議TA轉去其他教會，除非TA們在教會內受到嚴重的攻擊與傷害，到

了教會已沒有能力處理的地步。（接納同志的教會資料記載在本手冊後的章

節）。

如教會在處理同志信徒上有疑問，可聯絡「彩虹之約」，以下是TA們的網站：

彩虹約章 — 共建同志友善教會

http://www.rainbowcovena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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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

一般同志均會很小心處理與同事之間的關係，不論是工作期間還是公餘時間，絕少

公開談及個人的性/別身份。究其原因，是憂慮個人性/別身份影響在工作上的晉升

機會、與上司及同事的關係。即使有個別同事或公司接納同志，TA們都未必願意冒

險公開。有部份人選擇與同事保持距離，避免談及敏感話題；有部份會編故事，讓

其性/別身份不被同事及上司發現。這樣的環境壓力令當事人需要經常提高警覺、

無法專注於工作上、亦難以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及對公司沒有歸屬感。最終

令其難以在工作上發揮所長，投入及TA熱愛的事業。

不同的研究及實證指出，於企業內營造同志友善的工作環境，不單有效增加同志員

工的工作效率及投入感，TA們更願意在企業內作長遠發展，從而減低流失率而讓公

司得益。員工與同志和諧相處，不單讓員工明白及尊重多元文化，更可實踐企業責

任，大幅提升公司的整體效益。

本港的社商賢匯 (Community Business) 在這方面有很多研究及實踐經驗，與本

地國際企業有相當多的合作。以下是社商賢匯出版的「建立同志友善工作空間」手

冊：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images/cb/publications/2010/lgbt.pdf

僱主可由最簡易的一步開始，了解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制訂給僱主簽署的僱傭實務

守則。守則提及12項非常簡單的原則，主要是在招聘及晉升機會上給予平等對待，

以及在企業內建立申訴機制。守則內容不會對僱主帶來額外負擔，亦沒有法律的約

束力；但對僱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反映僱主致力提供同志友善的環境，讓同

志員工安心在公司發展所長。

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

http://www.cmab.gov.hk/tc/issues/code_of_practice.htm

此外，僱主可進一步嘗試引入以下的建議事項。由於不同商業、工作間及員工間的

關係不盡相同，跨性別或同志員工的情況及需要也不相同，僱主應多與相關同事及

員工溝通，務求帶出公司立場及讓所有人明白尊重及包容的重要性，而不是強迫某

部份員工接受或認同跨性別或同性戀的傾向與行為。

給僱主及員工的建議：

 » 職場同志共融的對像應包括僱主、管理層、僱員、外判公司、服務提供、企業

責任及企業方針等不同面向。

 » 於辦公室內張貼同志友善或消除歧視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海報，於當眼地方放

置如本手冊等資料供閱覽及索取，如有需要可與本機構聯絡。



22

是非男女
Gossip Boys and Girls

 » 為員工及人力資源部開辦培訓講座，本機構可免費提供。

 » 中小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應肩負起企業內同志共融的責任。面對著新入職的僱

員，無論其性/別身份，都應說明企業對同志的共融原則，讓員工一開始已充

分了解公司的立場及態度。及後無論是同志或其他同事遇上問題，人力資源部

應盡早介入，令事件不會造成對員工之間的傷害。部門亦應替同志員工提供支

援，商討最合適的對策。我們不主張以強硬手段對待歧視同志的員工，較合

適的做法是讓該員工明白尊重及不應歧視的原則，讓各人在工作上有平等的機

會。如有需要，可考慮以暫時性的調職安排，安撫被歧視的對象。但最終亦不

應當作事情沒有發生，宜加強企業內的培訓及發放通告讓員工明白公司對同志

共融的態度及原則。

 » 於應徵表格上加入性別友善的選項或句子，如性別選項為「男/女/其他」、明

列公司執行「消除性傾向歧視僱傭實務守則」等。

 » 於公司內成立或鼓勵員工自發成立同志共融小組，組織社交活動或分享講座

等。需留意「共融小組」並非只供跨性別或同志參與，一般員工的參與更為重

要。不然就會變成被迫出櫃（Come Out）的活動。

 » 於公司內部制定簡單易明的同志共融守則或指引，也可考慮提供給已在外地註

冊的同性伴侶享有公司提供與僱員異性伴侶同等的福利。

 » 若是有跨性別的同事，應仔細考慮各項安排。因跨性別的狀況較複雜，非手

術、手術前及手術後的跨性別員工也有不同的需要及應對措施，同時需要小心

照顧當事人及其他同事的心理狀況，務求兼顧各方的感受。就跨性別員工在工

作間內的協調上，以洗手間/更衣室的使用最為敏感，其次是穿著/制服問題，

另外也需注意對該員工在稱謂上的轉變。跨性別員工在手術前、後，其性別轉

換過程或多或少會為其他同事帶來疑惑及焦慮。跨性別員工期望同事即時認同

其另一個性別，及可以使用另一個性別的洗手間/更衣室設施。但這些轉變也

可能導致個別員工的憂慮及不滿。有公司會安排一個獨立的洗手間/更衣室給

當事人使用，但如此一來，亦會容易令當事人有被排斥的感覺。僱主應多方協

調，讓各員工都能夠明白其他人的處境，找出最適當的處理方案。

以上的資訊只是我們的部份經驗，如有任何需要，請聯絡本機構以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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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朋友

請先參閱「是非男女」第二冊之「跨性別家長手冊」關於父母及家長與跨性別子女

的關係。跨性別人士的家人或朋友首先要做的是聆聽。當我們知道自己心愛及著緊

的人是同志，都會擔心TA們的將來會否遇到困難，有時甚至十分希望TA能夠改變，

或很焦急地提供不同的治療方法及支援資訊。其實，很多時當TA們終於鼓起勇氣向

家人或朋友出櫃時，TA自己可能已尋索了好一段時間，並對自身的性/別身份有一

定的肯定，才會嘗試向別人坦白。所以此時，應該盡量讓TA表達所思所想，讓TA在

這個勇敢的行為之後，得到TA期望的關懷。除非TA年紀太細，思想仍未成熟，沒有

獨立能力，家人或朋友應讓TA們說出TA們的要求，才去幫忙。

作為TA的家人/朋友（盟友），以下是我們的小小忠告：

 » 聆聽TA的故事時，可於重要的細節提問，但不應急於表達自己對那些概念的不

理解，不應不斷提出問題或質疑TA的想法。聆聽後可記下重要的關鍵詞，再自

行上網查找資訊，待下次有機會時向TA了解更多，切記不要不停追問細節及問

題。預留充裕時間讓TA回答每一個問題，因為TA跟家人/朋友出櫃的壓力非常

之大，不要嚇怕TA而失去將來溝通的機會。

 » TA通常會選擇與比較容易接納TA的家人或朋友作出櫃對象，TA希望通過您的協

助，讓其他比較抗拒TA身份的家人/朋友比較容易接受。您可以主動提出這個

想法並向TA評估實際情況，或者找機會向TA的目標人物試探，然後再跟TA商量

出櫃的可行性。

 » 作好隨時為TA護航的準備。當TA受到別人質疑但仍未準備出櫃時，請助TA解

圍，如拉開話題等。有需要時請站在TA的一方，為TA辯護。

 » 嘗試跟TA或邀請TA出席一些相關的研討會或同志友善活動，給TA帶來支持，及

主動了解TA的世界。

 » 不要假設其他人不會接受TA的性/別身份，這樣的假設會打擊TA的自信。而

且，當您都不相信其他人會接納，反映出您也未完全接納TA。

 » 接納TA的重點是相信TA的個人決定，而並非必要認同某套價值觀。愛TA和關懷

TA，讓TA無論作了什麼決定，都活得快樂和有自信，當TA跌倒或難過時，扶TA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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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行業

服務業從業員對待同志其實相對簡單，重點是不會因為顧客的性傾向、性別認同及

表達而提供差別服務，甚至拒絕提供服務。在絕大部份情況下，同志顧客不需要向

服務提供者公開其性/別身份。反之，如果當事人這樣做，必定有其需要，可能是

服務當中的一些細節不符合當事人的需要或標準，才會主動公開其性/別身份。

服務業僱主應向員工提供培訓，讓所有員工提供專業的服務，並清楚知道不可有任

何歧視行為，包括對不同種族及殘疾人士。據我們了解，一般連鎖式服務對同志比

較友善，甚至曾聽說男性外表的朋友選購衣服或鞋時要求試穿也很順利。但小商戶

有時候仍然會因宗教或個人取向，對同志有誤解和歧視。

過去曾發生一些爭議性的個案，如有已完成手術的男跨女的跨性別人士加入私人會

所時，被禁止使用女性更衣室。另一個經常被引述的外國例子是一對同性戀人要求

蛋糕店訂製有兩個男性公仔的結婚蛋糕，店主因其信仰而拒絕提供服務。這類比較

特殊的例子，經常成為消除歧視性少眾立法的爭議題目。這本手冊目的並非關於立

法，我們不會在此詳細討論。我們多次說明並非要求別人完全認同跨性別或同性

戀，而是希望大眾尊重及理解各人的不同取向，並讓所有人享受基本的生活質素及

免受歧視。

作為同志友善的服務提供者，可以進一步的支持消除歧視及開拓市場，增強自己的

營商競爭力。以下是本機構的一些建議：

• 於提供服務的印刷刊物上，加入同志友善的內容。如「接納多元」、「任何膚

色、種族、性傾向、性別認同及表達…」、「愛無分性/別…」等等，也可加

入六色彩虹8的圖像元素。

• 於媒體宣傳上，強調性別的多樣性及接納包容等訊息。

• 提供場地、支援給同志機構，或合辦活動與講座。

• 參與成為不同宣揚同志平等及關懷活動的贊助商。

• 於同志雜誌、媒體、網站上刊登廣告。

8 六色彩虹為同志友善及同志運動的象徵，多數用於彩虹旗上。有別於七種或其他數目的彩
虹，當中每種顏色都代表一個意思：
紅色：性愛——廢除惡法，性權就是人權
橙色：力量——集體展現，我們就是力量
黃色：希望——勇往直前，打造希望種子
綠色：自然——看見差異，自然展現本性
藍色：自由——自主多元，解放身體自由
紫色：藝術——活出自我，創造繽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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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同行計劃
「跨性別同行計劃」是本中心於2015年，得到政府資助推行的其中一個跨性別同盟

項目。計劃的目的是通過「跨友TRANS BUDDY」組隊與跨性別朋友相處，進入TA們

的日常生活裡，了解跨性別人士在不同處境所遇到的困難與期望，整個活動為一項

現實生活中的性別教育。此計劃也期望能讓跨性別朋友在社交中建立更高的自我認

同及價值，為實現人生計劃打下良好基礎，並培植跨友隊長成為跨性別大使，帶領

此計劃長遠發展，並在社會上推動性別多元教育。

計劃為期一年，在這一年時間裡，每隊會與兩位跨性別朋友有10個月的相處時間，

定期見面，期望能在輕鬆愉快的時光中建立彼此關系、認識及成長。主辦單位會對

每隊報名的「跨友」隊伍進行面試甄選。活動顧問會為入選的「跨友」隊伍與參與

的跨性別朋友講解活動細節和注意事項。

每隊參與隊伍需由8位「跨友」組成，每組隊伍需挑選一位跨友成為隊長作召集。

主辦單位會進行配對安排配對，安排2位跨性別人士參與其中。於每次活動，隊長

需聯絡所有活動參加者，商討及安排活動的時間及細節，並提醒各人積極參與及互

相尊重。

活動可以是戶外或戶內，任何消閒、運動、文化、康樂及談天說地皆可，只要注重

各人安全就可以。活動主題可以是：戶外遠足、攝影、燒烤、聚餐、觀影、騎行、

滑冰、逛街購物等。我們也盡量鼓勵大家參與跨性別資源中心的每月聚會，關於跨

性別資源中心的每月聚會活動主題，請參照跨性別資源中心的郵件通知。

活動過程中，跨性別朋友和「跨友」 可以拍攝生活照片，紀錄在跨性別資源中心

提供的生活手冊中，但如果未得任何組員同意，不可擅自於網絡上公開。活動中期

跨性別資源中心將為所有隊伍舉行聯歡會，界時各隊員將有機會向其他隊伍分享活

動感受，並與顧問進行交流。

整個項目完結前，隊伍會以匯報形式進行活動總結和交流（其中包括活動感想和活

動照片），由隊員提交對整個活動參與的個人感受。部份表現優秀隊員，可被甄選

參與進深培訓營，以考取作為「跨性別大使」及「Trans Buddy Program 隊長」，

作為下一屆計劃的協作顧問。

如對上述計劃有興趣，或希望成為跨性別資源中心義工，請與本機構聯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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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近年同志運動及跨性別運動在社會上的能見度愈來愈高，同時引起了部份人對運動

的恐懼，也出現比較激烈的對抗與爭論。社會運動不一定是將某部份人的利益、價

值觀等轉移到另一些人身上，也不一定要分敵我陣營。有一些社會運動可以讓所有

人受惠及活得更好！

跨性別運動在香港只發展了短短數年，主要有三大方向。一是讓社會大眾認識及了

解這個群體及其狀況，藉以消除歧視；二是爭取跨性別人士在醫療及其他社會福利

上的支援配套；三是爭取法律上的承認及保障，亦即倡議政府就性傾向、性別認同

及性別表達的反歧視條例立法，及爭取性別承認法立法。

事實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及平等機會委員分別於2015年底及2016年1月公布的兩

份報告均指出立法保障同志免受歧視的急切性，及社會上大部份人都偏向支持立

法，保障同志得到平等對待。但社會上常有聲音指大部份市民反對就性傾向歧視條

例立法及不應強迫別人接納同志。其實立法是保障社會上的所有人，消除對任何人

的仇恨和歧視；立法亦沒有要求所有人接納同志甚至覺得同志是美好的。消除歧視

的宗旨是讓社會上有不同的人及不一樣的聲音，仍然能夠互相尊重，讓每個人都能

夠平等地享受努力所帶來的成果，並活出自己喜愛的一面。

仇恨的聲音永遠是最大的吶喊，愛與包容卻如細水長流，滋潤人心。社會上需要被

愛的人有很多，讓我們放下手機，放眼四方。你會發現無論在大街上、地鐵車廂

內、大雨下、繁鬧中，都有一些可以去做的事情，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梁詠恩 Joanne Leung

跨性別資源中心創辦人兼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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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一個人
都是......
另一個人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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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詠恩 Joanne 
校對：許二毛

隊友：池清麗 Jamie 
      曹綺雯 Charissa 

http://www.tgr.org.hk
本活動計劃由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

刊物內容只代表本機構的意見
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場

Joanne出生於香港，原生性別為男，經
歷了四十多年的身份掙扎，終於在2009
年於香港進行了性別轉換手術，正式將
所有身份證明文件更改為女性，但仍堅
持接納自己的跨性別身份及愛女性的情
慾，一直積極參與同志及跨性別的公眾
教育及政策倡議，為香港及國內最活躍
的其中一位同志運動推動者。2008年成
立跨性別資源中心並任主席、粉紅同盟
主席、婦女基督徒協會執行委員、華人
拉拉聯盟顧問及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核下
之愛滋病社區論壇成員。 

Joanne於2015年加入民主黨並開始積極
參與政治，以民主黨性別平權委員會委
員於黨內外推動性別平權，並於2015年
年底表達有意參與立法會選舉，成為香
港首位公開跨性別政治人物。

作者簡介

攝於2005年9月17日香港大澳-性別重建手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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