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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一項關於 234 名香港跨性別人士的最新調查（2019－2020）發現，香港跨性別人士在

社會及法律層面上面對種種邊緣化的情況。他/她們在香港的生活遭受拒絕、傷害及歧

視是常態，而不是特例。 

 

香港跨性別人士在使用符合他/她們自我認同性別的廁所時，甚至在公共空間使用廁所

都面對極大困難；更加嚴重的是，當跨性別人士使用廁所時，他/她們遭受到言語騷

擾、肢體暴力，甚至在違反個人意願下的性接觸。  
 

基於不同原因，有相當部分的受訪者沒有進行、不確定或不願意接受與性別轉換相關

的醫療服務。這代表他/她們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現行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規定以

外。   

 

這些社會和法律層面的邊緣化為跨性別人士的精神健康帶來影響。 42.8%受訪者出現

中等至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34.7%受訪者出現中等至嚴重程度的焦慮症狀。31.2%受

訪者表示自己在過去十二個月當中，曾在沒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作出自殘行為。76.9%

受訪者則表示，自己在一生當中，曾想過要自殺，25.6%有過自殺計劃，而 12.8%曾經

嘗試自殺。但是，部分跨性別人士亦展現了能動性，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在遇上跨性

別相關的歧視時會有所反抗。   

 

教育及公眾意識提升是有急切需要的。香港跨性別人士面對大量歧視，顯示設立基於

性別身份的反歧視法也是急需的。此外，無障礙廁所及性別中立廁所的供應亦需要加

強。 

 

研究結果反映在跨性別人士社群中，不同人士對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服務有不同的

意願和想法，所以性別承認制度的討論需要考慮他/她們的想法和個人性別自主。另

外，研究結果亦反映現時絕大部分的跨性別人士都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現行更改身份證

上性別標記的規定以外，這會徹底影響他/她們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

上的權利。 同時，跨性別人士的精神健康支援是急需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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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由於社會對跨性別人士的污名及不接受態度，導致跨性別人士的能見度大大降低，因

此，香港跨性別人口的實際數字仍未可知。針對香港跨性別人士的過往研究數量很

少，不同研究的發表時間亦相距較長。近年來，有關跨性別人士權益在香港引起公共

政策的熱烈討論。雖然如此，現時能為此政策討論提供參考的有關跨性別人士真實生

活經驗實證研究仍然不足。 
 

香港法例規定，香港居民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目前為止，跨性別人士必須證明自己

已進行醫療手術，才能更改其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如要在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由

「女」更改到「男」，申請人便必須移除子宮和卵巢，以及重建陰莖；如要在身份證

上性別標記由「男」更改到「女」，就必須切除睾丸和陰莖，以及重建陰道（入境事

務處，2016）。此外，直至終審法院就 W 訴婚姻登記官案（簡稱「W 案」）作出裁

判之前（終審法院，2013），在婚姻層面以言，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並不能視作為一

個人在法律上的性別。有見及此，法院進一步建議政府需要發展全面的性別承認制

度，制定性別轉換的程序，以及與跨性別人士權利相關的法律。於 2014 年 1 月，政府

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跟進 W 案後的安排（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2014）。該委員會

的角色為審視所需的立法及行政措施，以保障跨性別人士的法律權益，並就相關改革

提出建議。委員會於 2016 年提交報告，並終於在 2017 年 6 月就性別承認相關法例進

行公眾諮詢。可是，直至 2021 年 5 月執筆之際，有關公眾諮詢仍未有結論，而在公眾

諮詢結束後，至今仍未有發表任何相關報告或聲明。 
 

這項研究是本港目前最大型及最全面的報告，旨在全面反映有關現今香港跨性別人士

的真實生活經驗，從而為在政策及法律上有關跨性別人士權益的討論作出貢獻。 

 

 

研究方法：   
 

為了解香港跨性別人士的真實生活經驗， 研究團隊與跨性別資源中心（香港以跨性別

人士為服務對象的主要機構）共同設計及進行了「2019/20 香港跨性別人士研究調

查」。研究的設計建基於對現存學術文獻的審慎回顧、跨性別資源中心成員的反饋，

以及在正式研究開始前的前導研究中，受訪者所提出的寶貴意見。研究數據收集於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間進行，受訪者經跨性別人士相關組織及社群在網上招

募。納入本網上問卷調查的受訪者須符合以下條件：(1) 16 歲或以上；(2) 自我性別認

同及／或表達與登記在出生證明書的性別不同；(3) 於香港居住；(4) 能夠理解中文。

有意參與本問卷調查的人士，需前往網上問卷調查平台 Qualtrics 填寫問卷，並表示知

情及同意參與研究。在完成網上問卷調查後，他/她們會獲得價值港幣 50 元的禮劵，

以答謝他/她們付出時間及精力回答問卷。研究已獲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及行為研究操守

委員會核准。受訪者背景資料請見表一。 
 

  



4 

 

表一：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共 234 人） 

 人數 (%) 

登記在出世證明書的性別  

  男 93 (39.7%) 

  女  141 (60.3%) 

自我認同的性別  

 跨女 33 (14.1%) 

 跨男／跨仔 58 (24.8%) 

 女性 38 (16.2%)  

 男性 30 (12.8%) 

 非二元性別 35 (15.0%)  

 性別酷兒 18 (7.7%)  

 其他 22 (9.4%) 

年齡組別  

  25 歲及以下 113 (48.3%) 

  26 – 40 歲 89 (38.0%) 

  41 歲及以上 32 (13.7%) 

教育程度  

  中學或以下  64 (28.3%) 

  大專 28 (12.4%) 

  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 134 (59.3%) 

每月個人收入  

  沒有收入 50 (25.3%) 

  港幣 1－19,999 元 96 (48.5%) 

  港幣 20,000 元或以上 52 (26.3%) 

備註：有關百分比數字未必等同 100%，因為有個別受訪者並無回答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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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面對拒絕、傷害和歧視 

 

76%受訪者表示，自己在一生當中，曾在社交生活的不同層面上遭受拒絕。39.7%受訪

者表示自己曾被家人拒絕， 46.2%受訪者表示自己曾被伴侶拒絕。 

 

62%受訪者表示，自己在一生當中，曾遇到不同方式的傷害。59%受訪者表示曾被言

語騷擾，14.1%曾面對肢體暴力，11.5%曾面對身體傷害的威脅。此外，13.7%受訪者

曾被勒索或威脅公開其性別認同，8.5%則曾被別人在違反個人意願的情況下，強迫進

行性接觸。 

 

51.1%受訪者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曾在以下四個領域中的至少一個遭受歧視：

僱傭（34.8%）、教育（34.8%）、貨品和服務的提供（36.9%）、處所的處置和管理

（26.2%）。41.5%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過關時，曾經歷各種來自出入境部門職員

的負面對待，例如出入境部門職員過度質疑他/她們在身份辦識文件上的性別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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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地方如廁？  

 

約三分一受訪者（33.8%）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從來沒有使用符合他/她們自我

認同性別的廁所。只有 38%受訪者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經常／總是使用他/她

們所認同性別的廁所。 
 

就無障礙廁所的使用上，受訪者表達了不同意見。60.7%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

內，很少／有時使用無障礙廁所，22.6%表示經常／總是使用無障礙廁所。不過，

65.8%受訪者表達使用無障礙廁所時，曾遇上不同程度的困難。 

 

只有 5.6%受訪者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經常／總是使用性別中立的廁所，而

40.2%受訪者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從來沒有機會使用性別中立的廁所。 

 

32.9%受訪者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於公共場所使用廁所遇上困難。 
 

41.4%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內，有人曾告訴或詢問自己是否使用了「錯誤的廁

所」，28.7%曾被阻止使用廁所，24.3%曾在使用廁所時面對言語上的騷擾，9.8%曾在

使用廁所時面對肢體的暴力，9% 曾在使用廁所時，在違反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迫

進行性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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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想接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服務？ 

 

非手術類的醫療服務：多於四分一受訪者（28.4%）曾接受或正在進行荷爾蒙治療，

31.0%希望但尚未進行。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曾接受或正在進行心理諮詢（35.9%）

或希望但尚未進行（31.6%）。 

 

女性化手術：在登記在出生證明書的性別為男性的受訪者（93 人）之中， 8.8% 已進

行或正在接受上半身／胸部手術，13.0%已進行或正在接受睾丸摘除手術，而 13.0%則

已進行或正在接受生殖器官手術。大約有 40%的跨性別人士（其登記在出生證明書的

性別為男性）希望但尚未進行女性化手術，亦有一定比例的受訪者表示他/她們不確定

是否想接受這些女性化手術（介乎 19.6%至 29.7%），或不想接受這些醫療程序（介乎

24.7%至 29.3%）。 

 

如早前所述，在香港，如欲將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由男性轉換為女性，申請人必須切除

睾丸和陰莖，以及重建陰道。因此，只有 13.0%的受訪者（其登記在出生證明書的性

別為男性）能夠符合現行更改性別標記的要求。 

 

男性化手術：在登記在出生證明書的性別為女性的受訪者（141 人）之中， 只有

14.2%的受訪者已完成或正在進行上半身／胸部手術，而已完成或正在進行子宮及／或

卵巢移除手術（2.8%）、生殖器官手術（0.7%）、重建陰莖手術（0.0%）的受訪者則

更少。 36.9%，46.8% 及 52.5% 的受訪者分別表示她們不想進行子宮及／或卵巢移除手

術、生殖器官手術和重建陰莖手術（見表二）。 

 

如早前所述，在香港，如欲將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由女性轉換為男性，申請人必須移除

子宮和卵巢，以及重建陰莖。 由於沒有受訪者已完成重建陰莖手術，所有受訪者都無

法符合這個要求。  

 

 

不接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服務的原因 

 

研究從與可用性、可及性、負擔能力、接受程度、環境限制、個人因素六方面，審視

了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服務的原因。經濟原因（43.2%）， 以

及對手術風險及／或技術有保留（40.6%），是最常見不接受醫療服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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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服務  

 
曾接受或現

正進行 

希望但尚未

進行 

不確定我是

否想接受 
不想接受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非手術類的醫療服務（234 人）     

荷爾蒙治療 66 (28.4%) 72 (31.0%) 34 (14.7%) 60 (25.9%) 

心理諮詢 84 (35.9%) 74 (31.6%) 33 (14.1%) 43 (18.4%) 

言語治療 29 (12.6%) 56 (24.2%) 63 (27.3%) 83 (35.9%) 

女性化手術（93 人）     

面部女性化手術 9 (9.7%) 35 (37.6%) 26 (28.0%) 23 (24.7%) 

上半身／胸部手術（乳房切除或隆胸） 8 (8.8%) 30 (33.0%) 27 (29.7%) 26 (28.6%) 

睾丸摘除手術 12 (13.0%) 36 (39.1%) 18 (19.6%) 26 (28.3%) 

生殖器官手術（切除陰莖和重建陰道等手術） 12 (13.0%) 34 (37.0%) 19 (20.7%) 27 (29.3%) 

男性化手術（141 人）     

上半身／胸部手術（乳房切除或隆胸） 20 (14.2%) 66 (46.8%)  19 (13.5%) 36 (25.5%) 

子宮及／或卵巢移除手術 4 (2.8%) 52 (36.9%) 33 (23.4%) 52 (36.9%) 

生殖器官手術（陰核釋出術等手術） 1 (0.7%) 30 (21.3%) 44 (31.2%) 66 (46.8%) 

重建陰莖手術 0 (0%) 38 (27.0%) 29 (20.6%) 74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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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不接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服務原因（共 234 人) 

 人數(%) 

可用性  

  在香港沒有提供 17 (7.3%) 

  等待時間太長 48 (20.5%) 

可及性  

  當我需要時無法得到 17 (7.3%) 

負擔能力  

  經濟無法負擔 101 (43.2%) 

接受程度  

  對手術風險及／或技術有保留 95 (40.6%) 

  我覺得我未準備好 70 (29.9%) 

  我不喜歡／害怕醫生 17 (7.3%) 

環境限制  

  家庭責任 42 (17.9%) 

  父母反對 61 (26.1%) 

  伴侶反對 13 (5.6%) 

  我沒有時間去做 29 (12.4%) 

個人因素  

  我覺得這不是很重要 65 (27.8%) 

  我已決定不去接受醫療服務 20 (8.5%) 

  我已經接受了所有我希望進行的手術／治療 10 (4.3%) 

其他 2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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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別承認相關政策的看法 

 

只有 5.6%的受訪者已經在身份證上轉換了性別標記，另外有 6%正處於轉換身份證上

性別標記的過程之中。75%受訪者同意政府應立法設立男女以外的非二元性别。 
 

 

精神健康 

 

42.8%受訪者出現中等至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34.7%受訪者出現中等至嚴重程度的焦

慮症狀。31.2%受訪者表示自己在過去十二個月當中，曾在沒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作

出自殘行為（例如故意打傷自己或故意猛烈撞擊自己頭部或身體其他部分，從而造成

瘀傷）。76.9%受訪者則表示，自己在一生當中，曾想過要自殺，25.6%有過自殺計

劃，而 12.8%曾經嘗試自殺。 

 

 

能動性 

 

整體而言，37.3%受訪者表示，他/她們遇上跨性別歧視時，經常／總是採取相應對抗

行動。例如，當他/她們面對跨性別歧視時，他/她們會經常／總是為自己發聲；當有人

講了充滿跨性別歧視的笑話或因為其性別認同而取笑他/她們時，他/她們會經常／總是

要求對方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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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研究結果反映出香港跨性別人士在社會及法律層面上面對種種邊緣化的情況。跨

性別人士在香港的生活，遭受拒絕、傷害及歧視是常態，而不是特例。 

 

香港跨性別人士在使用符合他/她們自我認同性別的廁所時，甚或在公共空間使用廁所

時都面對極大困難；更加嚴重的是，當跨性別人士使用廁所時，他/她們會遭受到言語

騷擾、肢體暴力，甚至在違反個人意願下的性接觸。  

 

基於不同原因，有相當部分的受訪者沒有進行、不確定或不願意接受與性別轉換相關

的醫療服務。這代表他/她們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現行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規定以

外。 只有 5.6%的受訪者已經在身份證上轉換了性別標記，另外有 6%正在處於轉換身

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階段當中。75%受訪者同意應政府立法設立男女以外的非二元性

别。 
 

這些社會和法律層面的邊緣化為跨性別人士的精神健康帶來影響。42.8%受訪者出現中

等至嚴重程度的抑鬱症狀。34.7%受訪者出現中等至嚴重程度的焦慮症狀。31.2%受訪

者表示自己在過去十二個月當中，曾在沒有自殺意圖的情況下，作出自殘行為。76.9%

受訪者則表示，自己在一生當中，曾想過要自殺，25.6%有過自殺計劃，而 12.8%曾經

嘗試自殺。但是，部分跨性別人士亦展現了能動性，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在遇上跨性

別相關的歧視時會有所反抗。  

 

建議： 

 

對跨性別人士的拒絕、傷害及歧視是基於公眾一直以來對跨性別人士的誤解及定型。 

雖然有研究顯示，香港公眾對跨性別人士的態度漸趨正面，但如要提升大眾對跨性別

人士的理解，仍然需要大量工作——教育及公眾意識提升是急切需要的。 

 

51.1%受訪者表示，他/她們在過去一年，曾在以下四個領域中的至少一個遭受歧視：

僱傭、教育、貨品和服務的提供，以及處所的處置和管理。此結果與過往研究相似，

反映香港跨性別人士面對大量的歧視——設立基於性別身份的反歧視法亦是急需的。 

 

同時，41.5%受訪者報稱在出入境時面對各種的負面對待。香港經常自稱為國際都會，

跨性別人士的流動問題理當需要解決，這亦反映出為公營及私營機構的服務提供者提

供培訓的廣泛需要。 

 

另外，研究結果反映跨性別人士在使用廁所時面對的具體困難，因此，無障礙及性別

中立廁所的供應亦需要加強。 

 

基於不同原因，有相當部分的受訪者沒有進行、不確定或不願意接受性別轉換相關的

醫療服務。這代表他/她們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現行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規定以外。

性別承認制度的討論需要考慮跨性別人士的想法和個人性別自主。這研究結果反映現

時絕大部分的跨性別人士都被排除在香港政府現行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規定以

外，這會徹底影響他/她們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上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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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的精神健康狀況，反映了跨性別人士的精神健康支援是急

需加強的。  

 

此外，37.3%受訪者表示，他/她們遇上跨性別相關歧視時，經常／總是採取相應行

動。這表現了跨性別人士的能動性以及跨性別人士互相支援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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