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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距今剛剛三個年頭的2011年，跨性別資源中心剛開始做社群內的服務工作不久，組
織經驗少，群體需求大，在沒資源沒經費的情況下，卻做出了不少成果。在那些年
裡，大部分組織經費都是自己掏出來，反正錢不是很多，但精神心血及時間卻付出
巨大，根本沒時間照顧自己的生活及收入來源。到最後發現銀行戶口裡沒錢，要把
所持的股票賣掉時，才知道已經撐不下去了！

那時候的茫然與無助，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後經友人的指導，及借鑒其他組織的
管理經驗，我們開始向相關的基金會尋求支持的可能性。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
下的「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是我們申請到的首個獲資助項目，只是計劃
的限制大，錢少工作多，又不可以申報工資的支出，連稿酬也沒有，基本上比白做
更慘！不過完成計劃後所吸收到的經驗卻是寶貴的。雖然承受著很大的壓力，但我
們卻完成了一本在跨性別社群裡難得一見的，寫給普羅大眾閱讀的中文小冊子，也
為大中華地區提供了一個有寶貴參考價值的文獻。

這一年，我又帶著天真爛漫的任性，為跨性別孩子的家長們寫下了這二萬字！字裡
行間，我看見了不少自己以前經歷過的身影，曾踏遍的野地深谷，燈火欄柵處的孤
寂，又再驀然刺痛了塵封的印象。走上這條路真的不易，或許……如果可以選擇的
話，又會有多少人甘願赴難呢？感恩的是，靠著上帝我走到了今天，越過了重重難
關，克服了種種困境，明白只要有盼望，憑著信念總能夠看見明天！

2014年的最後一日，新聞上發報了一名在美國俄亥俄州的17歲跨性別孩子，於12月
28日清晨被一輛貨櫃車在公路上撞倒身亡，而她預設在網絡上發報的遺書中，道出
了她在基督教家庭的壓力下，承受不了而選擇輕生，她希望自己的離去能夠喚醒社
會對跨性別的關注，讓其他跨性別人士免受這樣的痛苦……

我流著淚看完了整篇報道，帶著沉重的心情寫完了這本小冊子，願上帝的愛與恩
寵，臨到這些已經離開了我們的跨性別朋友，願1TA們在天上的靈，仍然能夠看見
TA們的心願有天能夠達成，祝福我們那些可愛孩子所心愛的父母！誠心所願！

梁詠恩 Joanne Leung
跨性別資源中心創辦人兼主席

1 以下內容我們會以 ”TA” 這個詞語代替「他」或「她」，TA的讀音跟「他」或「她」一樣，
但不帶有性別之分，讓我們能夠避免不斷重複使用「他」與「她」，也希望提醒大家，在語言文字的運
用，也能夠尊重各人的性別表達及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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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最近有學生問我，身邊有同志朋友，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和TA相處，怕說錯了甚麼會
讓TA不開心。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問題。
 
Joanne是我第一個認識的跨性別朋友。在認識她之前，因為興趣和工作，我讀了不
少有關跨性別的書。但不管讀了多少書，遇到真正的跨性別朋友的時候，我和我的
學生一樣的無措。在最初認識Joanne的時候，我和她相處都會特別「小心」，會擔
心自己的無心之失會讓她感到不受尊重。除了一般朋友相處需要的禮貌，我會特別
留心自己的用詞和舉動。 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是性別代名詞不要搞錯，必須尊
重跨性別朋友選擇的性別稱呼（其實對每一個人，我們都應該養成這種尊重個人性
別認同或不認同的基本禮貌，以對方的選擇為依歸）。其他的日常相處，作為朋
友比較簡單，就是最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十年相處下來，我和Joanne已經變成好朋
友，也是性／別運動的好戰友。 將心比心，如果我是跨性別，我會希望別人怎樣
對待我。我是本著這種原則，慢慢學習和跨性別朋友相處。
 
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儘管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也會不知道應該怎樣和跨性別子女相
處。其實事情並不複雜，跨性別的朋友只是想做一個誠實的人。如果父母能夠理解
TA們，相信雙方都能夠獲得更大的力量來面對世界。
 
金曄路 (Lucetta Kam)
性別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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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跨性別及同性戀，在華人社會裡好一段時間都是禁忌。社會教導我們這些事連提都
不應該提，甚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會認為TA們根本不應該存在世上……TA們或許
根本沒有真的存在過……

在現今的社會中，我們沒有去認知、理解、看見這一群人，但卻活生生地將TA們的
人性和生命埋葬在所謂的大社會道德底下。恐懼，令我們把TA們深深地埋藏在黑暗
之中，使TA們遊走在墳塋死地，不能活見天日。

我們相信中國人的傳統，但可笑的是，這些傳統很多時並不真正是我們中國的古聖
先賢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瑰寶，而是在革命洗禮下、權力鬥爭與排斥中，被利用為排
除異己的手段。我們需知道，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必須經歷過革新與洗練，才成
為今天的模樣，在這個革新與洗練的過程中，必然也經歷過無數的爭議與發展。傳
統之價值在於承襲先賢之智慧及追思前人為我們所作的耕耘，以讓我們能夠效法其
德行，給後人裨益，而並不是叫我們故守自封，更否定別人之改革。時移世易，我
們若只懂守著傳統，不思更新變化，人類必然淪落，更枉了前人之心血。

記錄的科技與操控權，也掌控了我們閱讀及明白歷史的藍本框架。古代世界的歷
史，沒有整全地被人類記錄下來，但遺留下的蛛絲馬跡，卻可讓我們重塑窺視歷
史裡的時空。我們在閱讀古詩與文獻時，不難發現跨性別與同性戀並不是什麼新事
物，也並不是什麼可恥之事。在世界各地裡帶給很多人生存盼望的聖經，被公認為
教導愛與恕、接納與包容的基石，記載了多樣性的人倫關係，有大衛與約拿單的 
摯愛戀慕，堪比中國的梁祝之戀，也有耶穌的家庭論，但卻被那些解釋聖經的權威
篡改，被利用成為攻擊跨性別與同性戀者的武器。歷史遺留下來的紀錄，只是事實
的片段及表像，我們並不能單看表面的文字，而忘卻了聖經的教導本意和精粹。

人類的智慧，在於愛、關係、溝通、傳遞、思考、論辯等。邏輯與哲學思維，幫助
我們彰顯及承傳人類的文明，此為道德倫理的基奠，植根於我們的良心之上。願家
長父母，與其跨性別／同性戀的孩子，能在愛的關係中，以智慧幫助孩子從困惑中
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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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作為父母家長，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別於人，且是性別上的疑問，心裡的感受的確難
以言喻，既著急且痛心，百般滋味在心頭是自然而然的事。父母既疼愛子女，生怕
TA會誤入歧途，害了一生，又可能會怪責自己教導無方，犯了什麼錯事。但很多時
候，子女卻好像完全不能理解父母的心情，還會怪責父母不能理解及不接納，甚至
可能反目成仇，以怨相對。當然，我們希望以上的情況，都不會發生在你的家人關
係之中。

但父母與子女身處於不同的關注點上，面對著不盡相同的問題，有著不一樣的理
解，期待著不一樣的結局，能夠互相體諒是蠻不容易的事。父母可能會以為這是子
女自己的問題，TA應該弄清楚了解後才告訴家人。誰知TA可能費盡心思，還是一知
半解，摸不著頭腦，但又壓抑不住，嘗盡了苦頭，也找不到出路，才會戰戰兢兢地
告知TA最信任的父母，希望得到諒解與協助，並與TA一路同行。

子女所關心的，是TA自己的出路，怎樣獲得資源和途徑去實踐自己的願望，讓自己
脫離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但卻苦不堪言的處境，有時候甚至想過了結自己的生命，
卻害怕令父母痛心。而父母所關心的，是子女的將來，TA的下一代，TA的健康狀
況，TA會否被歧視等等……還有自己作為父母，怎樣去跟其他家人、親戚朋友交
代，如何面對指責與尷尬的場面等等。

這本手冊希望從父母的角度，去探討及解答一般作為跨性別家長通常會遇到的疑
問，讓父母與子女重新建立互信的關係，從而一起走過難關，向著新的生命與挑戰
進發。期望父母持開放客觀的態度，耐心看完這本手冊，及本系列的2第一冊《是
非男女：本土跨性別閱讀手冊》。如需進一步協助，可於網站上查閱其他服務及資
料，或聯絡本機構性別諮詢熱線查詢。

2 電子版本可於本機構網站下載 www.tg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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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資源中心簡介 
跨性別資源中心（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簡稱TGR，成立於2008年7月1
日，致力於推動香港及中國內地的跨性別運動，以教育為基礎出發，為社會人士及
跨性別社群提供資訊及資源，幫助社會了解及加深認識跨性別議題，及讓跨性別人
士得到應有之協助及權益。

TGR一直積極參與香港及內地各大專院校之教學分享，至今已舉辦及參與過二百多
場的講座及工作坊。又於電台、電視台、雜誌、報紙等媒體接受訪問，將積極正面
之跨性別身份呈現於公眾面前。組織亦一直與行政機關、醫療部門、法律機構、輔
導團隊、基督教組織及其他服務機構等保持密切聯繫及合作。

組織主要工作分為社群服務、公眾教育及倡導工作三部份。社群服務包括舉辦每月
聚會、朋輩支援小組、家長小組、輔導工作、熱線輔導、網上外展、法律項目及愛
滋病預防及教育項目。公眾教育包括有傳媒訪問、院校及機構分享、相關議題之研
討會、出版工作、工作間平等機會項目、跨性別圖書館及跨性別電台節目。倡導工
作主要涉及健康與醫療服務、政策及法律、社會接納與反歧視等等。 

本會每月舉辦之聚會，讓跨性別人士有適當空間，發揮關顧互助之精神，又讓社會
上對跨性別友善的人士，能夠有接觸及支援群體的渠道。

其他詳細資料請參閱組織網站 www.tgr.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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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基本概念

性別基本概念 

3

性別是什麼？ 

一般人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性別只有男和女兩種，這個想法原則上似乎沒有問題，但
我們可有想過在這個理所當然的背後，隱含著什麼問題？而我們日常的生活，又與
性別有多少關連？到底性別是一種好處，還是麻煩？

「性別」這個名詞其實代表了不同層面的意義，這個名詞在英語，最基本可以翻譯
成Sex和Gender。Sex即生理性別，而Gender是指除生理層面外，一個人於社會、生
活和人際關係中，於性別區分的種種不同表達、呈現及感受等。而這些的區分很大
程度上是經文化和傳統等演化及建構出來的，而非與生俱來的性別特質。我們日常
生活中看見的性別，諸如外觀或衣著等，都不是生理性別。所以有學者認為性別是
一種4表演／操演，大部份都是從模仿中學習而成。

Gender亦可大致分為心理性別、社會性別及性別表達等。社會性別和心理性別，並
不能單以男、女去釐定，大部份情況下，是以其功能性及特性去界定屬於男或者
女，但卻存在著比比皆是的例外情況，若是以中國傳統「陰陽」的概念去理解其關
係，可能更會易於讓人明白。

事實上生理性別（Sex）亦不能夠絕對地二分，在生物學裡，既存在著雄性和雌
性，也有無性與雌雄同體的種類，主要看其繁殖所需要的因素及環境而決定。當然
繁殖是物種得以保存的一個重大條件，但我們要明白世界上的物種都是多樣性的，
繁衍只是該物種的其中一個功能而已，並非每個生命個體都必須經歷其繁衍過程。

跨性別是什麼？ 

跨性別（Transgender）英文簡寫為TG。最基本的定義，是任何人不接納或不認同
自己的原生性別（出生時的性別），或社會賦予TA的性別規範，就可以算是跨性別
者。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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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著等等……但並不是每一個符合
以上定義的人，都會認同自己是跨性別者，我們需尊重個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不可隨意將標籤貼在別人身上。一般估計人口中每300-500人就有一個是跨性別人

士。

3 此處只列出與本手冊有關的基本概念，其他資料請參閱本書系列第一冊《是非男女：本土跨
性別閱讀手冊》。
4 美國著名性別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1990年出版《性別麻煩》一書，被推
崇為當代酷兒理論的經典文本。書中提出「性別操演」理論，及性別如何為人帶來種種麻煩等，對當今
社會性別迷思提出了強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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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認同又是什麼？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指一個人心理上覺得或認同自己是什麼性別，一般
人的性別認同跟其原生性別吻合，但跨性別人士卻出現不協調或沖突的情況。性別
認同可以是「男」或者「女」，但也有不能認同這種二元分割的概念，形成一種性
別模糊或5流動的狀態。事實上，一般人或多或少都可能會在某些特質上，不能完
全符合社會或是傳統賦予的6性別規範，只是我們從小就被教導或被禁止逾越這些
界線，而將這些特性全都隱藏起來。

性傾向的概念 

性傾向指一個人會被什麼性別的人所吸引，一般人會在戀愛或性行為上，被異性所
吸引，對於同性之間的關係，都只限於友誼。性傾向比較多人認識的是「異性戀」
、「同性戀」及「雙性戀」。雙性戀是指某些人既會愛上異性，也可以愛上同性。
但較前進的講法是其吸引對像中沒有性別的限制，所以理論上能夠吸引TA的條件，
就是一個人這樣簡單，而這一類的性傾向稱為「泛性戀」。除了會被任何人吸引的
泛性戀，當然也會有不被任何性別的人所吸引的「無性戀」。

一般粗略估計，人口中有10%是同性戀，但我們從來沒有辦法證實這個數字，除非
社會包容到一個地步，能夠令大部份的非異性戀人士都願意表白自己的身份，我們
才會知道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不一樣的人群。

間性人 (Intersex) 
除了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外，世界上有一些人於出生的時候，身體就處於一個性別模
糊的狀態。醫學上生理性別之區分，是基於第一性徵去判別，包括外生殖器、內生
殖器及染色體。正常男性應擁有陰莖、龜頭、前列腺、陰囊、睾丸及染色體為XY。
而女性則要有陰道、陰蒂、陰唇、輸卵管、卵巢、子宮及染色體為XX。如果一個人
出生時並非單單是其中的一種完整狀況，或同時擁有部分男性及女性的性器官，TA
就是一位間性人，或稱為雙性人、中性人、雌雄同體等等，間性人的英文簡寫為
IS。但到底怎樣才算是完整的生殖器官？例如多長的陰莖才算是正常，醫學上還未
有一個定論。

一般估計在500-5000人當中便有一個是間性人，平均約2000位出生嬰孩便可能有一
位。以往有很多新生的間性嬰兒，在父母的同意下被醫生施行了矯正手術，令他們
在童年便承受了不少身心傷害，部份長大後更可能因無法適應或認同自己被賦予的
性別而出現性別焦慮，在父母坦言後，或在詳細檢查下才被發現。

5 性別流動指的是非生理上的一種狀態，會有可能隨著不同的環境、心情、需要等等而改變，
改變可以是有意地或不自覺地，通道沒有明確的規律性，所以以流動來形容。
6 中國人的社會一般會認為男性應該陽剛，女性應該溫柔，又或者經常說男兒流血不流淚，這
些都是性別規範。

性別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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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在間性人權益組織的推動下，有部份國家已容許父母讓嬰兒保留不明確的性
別，到長大後才讓TA自己決定怎樣處理，而有部份間性人會選擇保留模糊的性別繼
續生活下去，有部份則會選擇以外科手術矯正，以重新決定自己的性別。

間性人與跨性別者之間，有很多很類似的處境和困難，雙方也同樣是在性別上處於
模糊的狀態，而產生許多困惑與焦慮。但其原發性卻是基於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概
念，間性人在於身體結構與染色體上的模糊不一致狀態，而跨性別卻是身體結構及
染色體完整，但與大腦接受性別的認同，呈現了模糊或不協調狀態。事實上有部份
認同為跨性別的人士，經檢驗後被發現本身為間性人。而有部份的間性人，亦需要
面對其性別的認同問題，甚至需要以手術重置或逆轉性別。

變性手術 

比較正式的寫法是7「性別重置手術」或「性別重建手術」，英文為 Sex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一般簡寫為SRS。指的是一項以外科手術將性器官重建為
另一個性別，使當事人在外觀及功能上盡量接近其期望（相反）的性別。在本港暫
時只有公立醫院施行該項手術，進行手術前需獲得精神科醫生及心理科專家的評估
報告確定適合接受手術，評估過程一般需要歷時最少2至4年，經由多個不同專科的
醫生進行診斷及治療，以確保其心理、生理狀況均適宜及有必要進行變性手術。關
於約見評估程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本機構網站。

7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閱本書系列第一冊《是非男女：本土跨性別閱讀手冊》。

性別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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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關心的問題(Q&A) 
 

1.如果懷疑子女是跨性別或同性戀，該怎樣做? 

其實跨性別或是同性戀，很多時候也沒法從外表或行為辨認出來，男孩子比較女性
化或女孩子比較男性化，也不一定是跨性別或是同性戀，亦不一定會在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出現與一般人不一樣的狀況。

建議以較開放的態度，多跟子女談論性與性別的議題，很多時候學校的教導並不足
夠，也讓TA難於啟齒發問。孩子們內心對很多性方面的議題都可能存有疑問，希望
得到解答及嘗試探索。正確及正面的討論會幫忙TA發展出合適的性別取態，儘量避
免將社會刻板的性別意識硬套於子女身上，這樣更會容易令TA承受不必要的壓迫以
至身心受創。

一般孩童於成長期，都會經歷不同階段的性別認知及探索歷程，陪伴TA以開放的態
度安全地探索，總比禁止TA去做某些事更為有效，很多時越被禁止就會越挑起TA去
嘗試的心態。如果真的確定TA是跨性別或同性戀，在現今的社會裏也並非沒有出
路，事實上有很多成功人士也是同志，問題在於能否正面去對待TA的性別認同或性
傾向，讓TA健康成長，獲得最快樂的人生。(請繼續耐心閱讀其餘的解答)

2.如果子女跟我說TA是跨性別或同性戀，該怎樣做? 

責罵並不是解決的方法，但也不需要勉強自己立刻接納，正確的做法是嘗試耐心引
導TA說出更多的心底話，以了解其處境及狀況，再陪伴TA尋求合適的協助及出路。
這段時間是建立互信最重要過程，有了互信，才能夠有良好的溝通；有了溝通，才
能夠陪伴及幫助TA處理背後TA可能正在承受的更多問題。要明白TA因著對你的關懷
及信任，才願意向你分享TA隱藏已久的秘密，而絕對不是因為任性與無知。如果TA
真的是任性無知，就更不可能會向父母坦白了。

在初步溝通過後，可以嘗試跟TA一起搜尋及了解這方面的資訊，但不要太過主動提
出意見或強迫TA盡快改變，免得TA承受不了壓力而放棄跟你的溝通。近代不同的研
究也發現，性別認同與及性傾向基本上是很難，甚至沒有辦法改變。不少一直反對
跨性別及同性戀的團體，近數年也不再聲稱可以改變這方面的傾向，轉移要TA們禁
止這方面的慾望，但卻帶來種種負面的影響，小則令TA們活得不快樂，有些會選擇
離開家庭，部份嚴重者更會出現精神壓力問題，甚或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我們對父母的忠告是：「你寧願失去一位心愛的孩子，要TA一生也活在不快樂中，
還是接納TA，陪伴TA去尋找自己的快樂?」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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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分辨TA到底是跨性別還是同性戀？ 

跨性別是關乎TA自己的性別認同，TA自己是什麼性別。同性戀指的是TA傾慕的對象
為同性，是性傾向的問題。這兩個基本上是不同的概念，沒有必然的關係。跨性別
可以是同性戀也可以是異性戀，同性戀一般不會想改變性別。當然兩者所面對的處
境與問題會有所不同，處理的方法也有所差異，我們應尊重TA對自己身份的理解，
不應以第三者的角度去企圖辨別。

4.這和我的教養或遺傳有關嗎？ 

沒證據顯示性別認同及性傾向與環境因素或遺傳有關，當然我們並不能完全排除有
這方面的可能性，但眾多研究報告指出，這樣的傾向是難以改變的。我們不想糾纏
於是否天生這個問題上，因為天生與否，也要正面地去面對這個問題，重點是為TA
找尋出路，讓TA活得更好，免受社會不必要的歧視。

當中也有極少部份有性別焦慮的孩子，其實是間性人（Intersex），也稱為雙性
人，即天生的生理性別上不完全是男或女。但由於出生時性別的錯亂並不明顯，以
致未被發現。這些孩子在長大後，有可能會出現性別的不協調，於性別焦慮上的狀
況與跨性別者有相類似的地方。如身體上並沒有出現嚴重不正常情況，並不需要過
份擔心，因為此種狀況，大約在500-5000人口當中，才會出現一個。如有疑問，可
自行安排到醫院作詳盡身體檢查。

5.TA是被人教壞嗎？是受過傷害或童年陰影所至嗎？ 

世界各地近幾十年的研究與試圖改變，都似乎證實性別認同及性傾向是難以扭轉
的，所以基本上是有沒辦法去教導成為一個跨性別或同性戀。雖然有部份比較保守
的心理學家，會認為性別的差異，很多都是由童年傷害或父母沒有做好其性別角色
的模範所導致，而確實有同志剛好曾在童年遇上過一些負面的遭遇。但有理由相
信，這些遭遇，極其量只會引發起當事人去發現，或提早發現自己的認同與性向，
而並不會因此而做成性別偏差。

6.為何TA對很多事情都過份敏感？很容易發脾氣？ 

我們需要明白TA過往可能承受過很大的壓力，從小成長面對過無數的性別掙扎，只
是父母沒有察覺而已，而TA自己也害怕及不懂得表達。漸漸地，TA會為自己建立了
一個防禦機制，為了保護自己，TA會將自己隱藏起來，開始不相信身邊的任何人，
覺得沒有人能夠明白及理解TA，很容易會被別人傷害。

所以有部份跨性別或同性戀的孩子，會比較孤僻、不愛說話、不愛與人溝通。有部
份則會像過度活躍般不停說話，意圖掩飾自己的性別傾向。TA很容易會對某些詞
語或評論有過度反應，例如「女人型」、「同性戀」、「搞基」、「男人婆」等
等……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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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跨性別是精神病嗎？ 

自1966年起首個對變性欲者進行有系統研究及定義的醫生 8Harry Benjamin，發表
了名為“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變性欲現像）一書，所有渴望改變性
別，或欲通過外科手術改變性別的人士都被歸類為「性別認同障礙」的精神疾病。
但事實上，接近半個世紀的研究與臨床診治，都沒辦法以任何精神或心理疾病的醫
治方法，去改善TA們的痛苦狀況。只有以整形外科手術，矯正其身體結構，達至為
當事人期望得到之狀況及更改性別，其焦慮及可能有的其他症狀便得以大幅度甚至
完全改善。

這一群人長久以來被精神科醫生主宰著TA們的身份認同過程，與更改性別的權利。
直到近代，跨性別社群內越來越多人站出來為自己發聲，試圖要奪回為自己決定命
運及定義的權利，這個社群的狀況及需要，才真正被較多人看見及了解。自此，世
界各地的醫學權威，紛紛對「性別不協調」的狀況作出重新定義，企圖將「性別認
同障礙」從精神病學中剔除，而將所有因為社會的不接納而導至的精神焦慮狀況定
義為「性別焦慮」，並將其納入在心理及精神病學裡面。

由於部份跨性別及渴望進行變性手術的人士，需要不同程度的醫療介入或服務，所
以國際上仍較偏向將「性別不協調」保留在病理學名冊當中，但至於屬於那一類病
學仍有待專家仔細討論。

8.該怎樣與跨性別孩子溝通？ 

要幫助跨性別孩子，先要獲得TA的信任，可能要暫時容忍一些可能出現的過度反
應、突然而來的情緒或性格上的轉變。如需尋求合適的協助，可聯絡本會，我們會
提供相關資料、輔導、支援及轉介。切忌隨便聽別人意見尋找或諮詢不適合的精神
或心理科專家，強迫TA去接受診斷及改變。暫時不能夠接受不等於要責罵，耐心聆
聽也不等於你會助長了TA的行為。溝通是需要耐性及愛心的，TA自己可能仍未完全
弄清楚自己的狀況，也可能會擔心父母不能接受而感到難以啟齒。鼓勵TA表達內心
的感受，勇於接納自己的狀況，積極尋找出路是最有效的溝通途徑。

9.應該要TA找學校社工，或其他社工幫忙嗎？ 

如果有合適的社工跟進，當然會較容易幫助TA，及改善與你的關係。但首要條件，
是那位社工能否以沒有歧視的眼光對待TA的特殊狀況，及以專業的態度進行整個輔
導過程。學校社工由於與學生保持一個密切的關係，好的方面就是能夠更了解及切
合TA的需要。但危險的地方，是一旦該社工在輔導過程中表現出不專業的操守或歧
視行為，甚至將TA的身份洩露了給學校裡的其他人或同學知道，那將會是一個很嚴
重的災難。所以在嘗試求助於學校社工前，請先與子女商量，得到TA的同意，並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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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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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該社工的可信程度才作決定。不然，可以找外間一些跨性別及同志友善的社工或
輔導員尋求協助，本手冊內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機構及聯絡資料，也可直接選用本組
織的輔導服務。

但若然TA對社工的協助有所保留，就不要太過勉強，可鼓勵TA參與一些跨性別及同
志友善機構或青年服務中心的活動，這些機構一般也有專業的社工能夠協助TA建立
自信，從而了解及面對自己的前路。我們也建議父母參與本組織或其他中心的家長
小組，與其他有相同情況的家長多作交流，及認識其他跨性別朋友，從TA們的口
中，了解更多自己孩子不敢向你訴說的秘密。

10.以後該怎樣稱呼TA？ 

TA可能會表達希望得到一個新的稱呼，但父母有TA們的考慮和難處，不會很容易就
能夠接受TA的新性別。我們建議可與孩子商討這方面的問題，希望TA能夠明白大家
都需要時間去適應，尋找一個雙方都覺得合適的辦法，例如以一個比較中性的中文
或英文名字稱呼TA，減少以「阿女」、「大佬」等帶有強烈性別色彩的字眼，以避
免大家都覺得尷尬的情況發生。

11.在親戚朋友面前怎樣面對TA的轉變？ 

若你未能完全理解或接納TA的轉變而覺得尷尬，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當親戚朋友
問及TA的性別或感情狀況時，你大可回答正在與TA一同面對及處理性別上的疑惑。
如大家繼續追問，你可表達你們都在承受一定的壓力，禮貌地邀請大家不需過分擔
心，如有合適的資訊亦歡迎提供給你。

若果你能欣然地接受TA的改變，及準備與TA同行，你可簡單正面地回答親戚朋友的
查詢，說TA正考慮作出人生重大改變，然後簡單地略述TA的現時的情況，相信親戚
朋友不會太難接受。若有難堪的情況出現，就禮貌地請TA們尊重所作的決定，讓你
們有多一點的空間及時間去處理及尋找出路，有機會的話，可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給TA們閱讀，以明白你們的處境。

12.該怎樣向親友中的小朋友解說？ 

其實很多時候小朋友的接受及適應能力遠比成年人還高，只是成年人覺得尷尬，難
以啟齒，而小朋友反而沒有太多這方面的包袱。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只要簡單地說
明TA的改變，例如：「從現在開始不要叫表哥，要叫表姐了」、「表姐遲下見醫
生，將來要變為你表哥了」，如果小朋友再繼續追問，也可直接說明TA將會做變性
手術。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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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A好像沒有考慮我們的感受及難處 

TA在面對自己的性別疑惑過程中，掙扎了好一段時間，已經筋疲力竭。再要想怎樣
面對父母這個難關，可能一下子沒法周詳地考慮到父母的感受及需要。只要你先聆
聽了解TA的完整故事，讓TA放下心頭大石，然後再說出作為父母的擔憂及顧慮，相
信在互相諒解的溝通中，一定能夠找到出路。無論如何TA也是你們的孩子，你們也
是TA的父母，多一點的耐心是必需的。

14.溝通過之後關係變了，怎麼辦？ 

那可能因為TA覺得你未能夠完全了解TA的情況，或是你的反應讓TA覺得擔心，以至
未能夠完全信任你，或擔心傷害了你，所以寧願暫時停止或減少溝通。建議你不妨
向TA解釋，縱然你未能夠完全理解和接受，但仍然願意與TA同行，陪伴TA去找尋出
路，希望TA給你多一點的時間與耐性。

15.TA什麼意見都不願意聽 

有時候並不是TA什麼意見也不願意聽，而是TA的防衛機制還未解除，某一類的意見
會令TA顯得非常焦慮，背後可能存在著一些TA以前的經歷或一些假設，這種情況在
第三者看來是難以理解的，但對TA來說可能是很冒險的方法。我們需要有意識地去
讓TA安心，在選擇任何幫助途徑時，也應特別照顧TA的需要。

建議要循序漸進，先從知識層面着手，最好不要一開始就強迫TA去看醫生或吃藥。
雖然合適的信仰啟導，有機會會幫助TA更正面去面對困難，但也不要強迫，一旦處
理不當，情況就會不堪設想。加強父母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是非常重要的，最初是
很難分別什麼是好與不好的資訊，所以不妨多看一點不同渠道而來的資料，然後再
與TA一同討論尋求合適的幫助，也不要以為TA不會懂事，而不去細心聆聽TA想表達
的意見。

16.TA好像經常在變，是說謊嗎？ 

在性別與性向的探索過程中，免不了會有新發現和轉變。TA可能從未想像過能夠有
機會決定自己的性別，在這個過程中，TA會不斷發現自己的不同取向與可能性，有
時候會為發現到一種與TA很相似的狀況而興奮不已，但及後，又可能會看見很多不
吻合的地方而會感到十分沮喪。TA在發現自己及告訴別人的過程中，會大起大落。
會因為一個人的接納，覺得人生充滿意義，也可能會因為一個人的誤解或歧視，覺
得沒有人會接納TA。我們應體諒TA的反覆與轉變，鼓勵TA繼續勇敢去發現自己更多
的需要。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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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能接受自己的性別，就必需要做變性手術嗎？ 

跨性別者並不一定不接納自己的性別，TA可能會對所有，或者部份性別二分的規
範，有不同程度的反感、焦慮、衝突或拒絕。這些矛盾可能來自不同的社會性別區
分，例如氣質、表達、穿著、身份、稱謂、工作等等，又或者來自TA本身的生理反
應及身體狀況，如青春期、經期、性反應、身高、體毛等等。TA有可能對其中一項
或多項出現不同程度的反應，輕則會偶爾不安，嚴重者可以導至極度焦躁或有輕生
念頭。對於身體構造出現極度不安的跨性別者，變性手術很可能是TA們的其中一個
出路，而對於其他不同狀況的跨性別孩子，則需從不同的途徑去幫助TA面對性別上
的矛盾。

事實上，有不少的跨性別者並不一定或並不需要以手術去改變身體的狀況。每個人
的需要也不一樣，有些人不能接受自己的身體性徵，有些人9只希望以另一個性別
去生活，而有些人可能只是不希望在男女二分的性別定型下過活。

18.男孩子喜歡女裝打扮，女孩子男仔頭，都是同性戀嗎？ 

不同的性別表達，與TA會愛上什麼性別的人，是沒有直接關係的。跨性別者當中有
異性戀、同性戀，也有雙性戀，而單純的同性戀者一般不會討厭及想改變自己的性
別。在性別表達上比較女性化或男性化，也不一定是跨性別或同性戀，事實上，有
很多的所謂「正常人」，也不一定很Man或者溫柔嫻淑。人們經常講的所謂正常，
其實是大家約定俗成地認為應該是這樣吧了。

19.變性手術危險嗎？ 

變性手術是一項複雜的大型外科手術，需要進行一次至數次全身或局部麻醉，但一
般而言危險性不高。在香港要進行變性手術，必須要通過一個嚴謹的評估過程，需
時最少2至4年。醫生在評估過程中，會衡量當事人是否有必要及合適進行變性手
術，也會衡量風險問題，暫時在香港及其他地區未有聽聞過因接受變性手術而死亡
的個案，部份人士於手術後會出現輕微的後遺症狀需要再入院跟進，嚴重的情況並
不多見。

20.變性手術會帶來身體的傷害嗎？ 

每一項外科手術，也會存在一定風險及對身體的侵入性。考慮進行任何手術的原則
是，該手術是否能夠令當事人獲得更優質的生活，以及TA所承受的風險程度。若手
術前的評估過程做得妥當，一般變性手術都會為當事人帶來非常正面的效果。當然
除了手術外，也必需配合手術前後的其他情緒、心理及新生活適應等方面的輔導，
讓其盡快融入及面對因新身份而出現的挑戰。
 

9 跨性別群體中有一大部份會全時間或部份時間穿著異性服裝，TA們會被界定為「易服人士」
，通常指的是男跨女，因為女性穿著男裝不被視為易服。有人會用「易服癖」來形容TA們，但事實上絕
大部份的易服人士之所以易服並非因為癖好，而是TA們於性別表達或性別認同上的需要。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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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香港在那裡有變性手術做？要花很多錢嗎？ 

在香港有部份公立分區醫院設有手術前的評估，之後會安排到外科手術部門進行變
性手術，詳情請向本會查詢。一般香港永久性居民，於完成整個評估並獲得精神科
及心理科的證明信件後，於香港公立醫院進行變性手術，只需付住院費、雜費、及
其他額外費用，手術費用會由政府補貼，總金額大概是千多至數千元港幣。

有部份人會選擇到其他國家進行手術，主要原因是信心或期望得到的效果之考慮。
香港在變性手術上相對於東南亞國家並非先進，但尚算完善。國外進行手術的費用
大概由港幣8萬至30萬不等，視乎不同的醫院及項目而定。香港醫院一般只會為變
性者進行有限度的輪廓及喉結改善手術，以讓TA能夠易於融入新的生活，但若對樣
貌外觀有特別要求的，會選擇到國外接受手術。但國外醫院一般不會有詳盡的評估
過程，建議應在香港先完成評估及賀爾蒙治療，再選擇往其他國家施行手術。

22.如需接受變性手術，應從何開始？ 

變性手術之心理評估，本地暫時仍由精神科負責，當事人需要先取得普通科醫生的
轉介信，再交該區轄下醫院精神科排期，一般需時約半年至一年或以上時間。由於
程序經常有變，請參閱本會網站，如需協助可直接聯絡本會或其他相關機構。在決
定約見醫生之前，我們亦建議當事人及其家人，先與本會或相關機構聯絡，以便了
解更多，也可於過程中有同路人及其他專業人員的協助。

23.如果TA已結婚，甚至有小朋友，怎麼辦？ 

相信TA選擇這個時候去面對，一定有TA的難處。這並不代表TA不愛TA的伴侶及孩
子，只是TA承受的壓力，可能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自己一個人已沒法去面對及
找尋出路。若是能夠讓TA與其家人一起去面對這個問題，TA會更容易及有信心度過
這個難關。

若然TA只希望間中穿著異性服裝，及表達自己期望的性別認同，只要家人願意接
納，基本上不會影響整個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況，更可能因中間的溝通與接納，而令
大家的關係因此而變得更加密切及關愛。若是TA期望改變自己的性別，而TA的伴侶
及子女也願意接納，跟據香港現行法律，TA可選擇保持夫妻的關係，而TA自己的性
別也可以更改，子女的關係亦沒有改變。一家人只要互相支持，去面對將來生活帶
來的改變，結果並不一定會是負面！群體中事實上有不少很正面的類似情況，家人
關係於其中一位成員改變性別之後反而變得更加融洽。

24.可以跟TA斷絕子女關係嗎？ 

如果這是你的意願，當然沒有人能夠阻止。但關係可以斷絕，血緣及親情卻不會因
此而改變。我們期望能夠幫助父母與子女建立良好溝通，互相體諒及理解，從而找
到出路。我們相信，因著愛，總會有明天！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19

是非男女
Gossip Boys and Girls

25.我想TA暫時離開不和我們同住可以嗎？ 

如果父母暫時未能夠接受孩子的狀況，感到難受與沮喪，這也是其中一個能夠讓大
家各自冷靜，有空間重新思考及處理面前問題的一個處理方案。最重要的是在大家
都冷靜的情況下，說清楚大家的意願，從而商討怎樣去作出安排。分開生活以後，
應由其中部份家庭成員作為溝通的橋樑，或邀請TA間中回家吃飯，讓雙方在安全的
範圍下，仍然能夠保持關係，再等待機會克服困難。

26.TA將來的人生會怎樣？ 

若是TA不需要改變性別，或變性後選擇公開自己的變性身份，TA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相對會較一般人為多。但隨着社會的進步及改變，跨性別及同性戀者所需要面對的
困難已比從前為小，甚至會獲得更多的支持與幫助，朋友數目亦不會因此而相對地
減少。只要TA有正面的思想及積極的人生，活得快樂，健康成長，將來的成就可以
比一般人更大。而因着TA所面對自己的性別疑惑，獲得的接納與包容，TA可能更會
容易與人相處，更有愛心，從而更有利於將來人生的發展。朋輩的支持也是非常重
要，有同路人在身邊，能夠讓TA感到被認同及有傾訴的途徑。（如需認識其他跨性
別朋友，可聯絡本會或其他相關機構）

對變性人來說，若通過適當的評估程序，與及組織的協助，有足夠的心理素質與預
備，應付性別轉變的過程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而在評估過程中的賀爾蒙治療及真
實生活體驗，會讓TA較易融入至另一個性別。女跨男的變性人在使用賀爾蒙一段時
間之後，聲線及外觀都會變得非常男性化，一般融入是沒有問題的。而男跨女則需
在適當指導下鍛煉儀態與聲線，基本上也足夠應付日常的生活，亦有部份人士會選
擇進行面部輪廓整型與聲帶手術，讓自己有足夠信心投入新的環境。性別轉換後在
工作及生活上，大致上與一般人無異。

成年人於青春期過後骨架身高與聲線都已經發展成熟，有部份人可能會因外觀比較
高大或矮細而於性別轉變時遇到困難，所以理論上是越年青開始進行轉換效果越
好。但未成年的跨性別孩子能否有自決權及成熟程度去改變性別，是很難有一致的
定論。歐美國家對這方面的討論及經驗比香港先進，已有案例嘗試延緩跨性別孩子
的青春期發展，以讓TA成年後有更優越的生理條件進行性別轉換。也有父母與專家
及孩子一同進行深度的追蹤與探索，去肯定TA能夠適應將來的轉變。

27.TA會不會找不到工作？ 

在香港有很多國際企業、大型機構、以及政府部門，均有同志及跨性別友善的員工
政策，更有鼓勵員工表達這方面的性向，以增強TA們的投入感與工作表現。所以積
極向上、有能力的人，是不愁找不到工作及晉升機會的，前途亦無可限量。現在越
來越多大企業的高層，也紛紛公開自己作為同志的身份，並得到公司與同事的支
持。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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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校、個別僱主、公共服務，以至社會大眾的接納事實上更為重要，香港廿多年
來有不同的人士及團體，以及平等機會委員會一直致力推動將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10SOGI）納入現行的「反歧視法」中，可惜社會上有部份極為保守的人士，一直
以各種手段反對。要推動一個公平接納、沒有歧視的社會，家人的支持是極其重要
的。

28.跨別人士會不會很短命？ 

沒有證據顯示跨性別人士的壽命會比一般人短，這些傳聞指的應該是泰國俗稱「人
妖」的跨性別或變性人。據說TA們因表演或特殊工作需要，長期服用大劑量荷爾
蒙，以保持女性化的體態及美貌，卻又使用其它藥物，令TA們的男性性器官保持功
能正常，以至TA們的身體狀況出現沖突及超出負荷，而引致壽命比較短的說法。一
般跨性別使用賀爾蒙的劑量並不高，如在醫生指引下服用，及定期檢查身體，並不
容易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值得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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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如果TA本來是男生，穿女裝出外會有問題嗎？ 

香港並沒有法例禁止穿着異性服裝，女生穿着男裝當然沒有問題，男生穿着女裝亦
沒有違法，就算遇上警察查身份證，只要說明自己的跨性別狀況，一般也不會遇上
太大問題。

最麻煩的問題，可能是要選擇去那一個洗手間及更衣室，或途人的異樣目光。近年
香港市民對於性別意識比較開放，遇上穿着異性服裝的人士，一般只會多看一兩眼
就繼續過路，若不是有特別的古怪行徑、奇裝異服、影響或騷擾他人的行為，遇上
麻煩的機會應該不大。當然，TA自己也要提高警覺，懂得保護，不應單獨前往幽靜
或危險的地方，又或者參與一些不安全的活動。

30.TA應該去那一個洗手間？ 

正式來說，TA應該根據自己身份證上的性別，去合適的洗手間。若是已經進入評估
過程，得到醫生的允許進行「真實生活體驗」，即當事人需要全天候二十四小時以
另一性別生活，以讓TA能夠容易適應將來的生活。在此期間，醫生會發給TA一封證
明書，讓TA按照期望的性別，進入合適的洗手間及更衣室。但證明書並沒有實質法
律作用，只是當有問題出現時，可以比較容易解釋，以免麻煩，所以TA本身仍須小
心自己的行為有沒有影響別人。

如果還未得到醫生證明的人士，要TA根據原生性別進入洗手間，問題可能更加嚴
重，其中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法，就是選擇使用「殘疾人士專用洗手間」，或無分性
別的設施。

10 SOGI的全寫是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也有在後面加上“E”字，即加上
Expression以擴闊其保障範疇適用於性別表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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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如果TA要去相反性別的洗手間會犯法嗎？ 

進入異性洗手間被警方檢控的情況，一般會引用刑事罪行條例200章160條的遊蕩罪
控告當事人。其重點為在公眾地方出現，而導致其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
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監禁2年。所以，基本上如果沒有令其他人感
到擔心，或影響別人的情況下，應不屬違法。

關於進入更衣室的情況，香港法律之《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第7條標題 
「成年人不得進入分配給異性使用的更衣室」，注明：超過8歲或身高超過1.35米
的人不得進入保留給異性使用的更衣室或其他隔室內。所以無論意圖是怎樣，也屬
違法。

以上的情況若被發現，又在沒有醫生或其他充份證明下，就算本身沒有意圖犯法，
也會遇上不必要的麻煩，小則需要到警局落案，大則會被檢控，甚或留有案底。跨
性別者如真的有需要使用相反性別之洗手間，又沒有醫生證明，應要有其他性別與
欲使用之洗手間相符的朋友陪伴下使用，會較為安全。

32.手術前出入境會有問題嗎？ 

根據現時的香港法例，變性人需要完成政府訂定的完整變性手術後，才可以更改身
份證上之性別，而所有由香港入境處及中旅社簽發的旅遊證件，均需以香港身份證
上之性別作依據。所以於手術前出入境，旅遊證件上顯示之性別，可能會與TA表達
的性別不一致，或許會因過關檢查時，官員在確認證件持有人為同一人時出現問題
或尷尬情況。若香港居民持智能身份證過電子通道，則可避免問題發生，往中國內
地部份口岸也可以相同方法處理。

如在香港或一般歐美國家出入境，只要稍花時間解釋清楚，證明旅遊證件的持有人
是自己，因未進行變性手術以至性別一欄未能夠更改，一般也不會出現太大問題。
有部份跨性別人士為了免卻麻煩，會於出入境時作特別打扮，以符合證件上顯示之
性別而避免尷尬情況出現。

另一個辦法是更換新的旅遊證件，並提供一張較接近現時性別的照片，但避免過份
濃妝豔抹或做作，以免申請時被拒。

如有其他國家11護照，而該國家法例容許未進行變性手術人士更換證件上之性別，
也可考慮先行申請更改，以方便出外旅遊或公幹。

11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亦即BNO，容許香港居民透過郵件提供申請表格及證明資料，將護照上的
性別更改，並不需要完成性別重置手術。

家長關心的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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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機構及熱線資料 
(更新於2014年12月)

跨性別資源中心
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 (TGR)
專注於跨性別群體之本地注冊非牟利組織，提供全面的支援服務、社群平台及資訊
網絡，為本地服務發展最完備的跨性別機構。
網站：www.tgr.org.hk
查詢電郵：info@tgr.org.hk

■「跨性別-每事問」(TG.AskME) 網上諮詢服務
對性別的任何疑問、憂慮，難以啟齒的問題，甚至性方面的疑惑，都可以在 
Facebook 或電郵裡發問，我們會盡所能提供協助及解答。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G.AskME
電郵：TG.AskME@gmail.com

■ TGR 性別諮詢熱線 +852-8230-0838
如果你、或是你的親人、朋友，遇到關於性別取向、或性別認同上的疑問，或者你
有心事想傾訴，有困擾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意見，歡迎於以下時間致電本會熱線。
(逢星期三晚 8:00-11:00，公眾假期除外，其他時間留言回覆)

■ TGR 輔導服務
如果你嘗試過以上的服務，或希望能夠有輔導人員的幫助，都可以聯絡TGR，安排
約見跨性別友善的諮詢專員。預約請填妥網上表格www.tgr.org.hk/counseling，
我們將為你作出適當安排，一切談話內容絕對保密。

 

另外我們建議你加入 TGR Facebook Group 與其他跨性別朋友交流，我們每月也會
舉辦活動與跨性別朋友聊天，詳情請留意 facebook。
FACEBOOK 中文版: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tgrhk/
FACEBOOK English Channel :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tgrhk1/
微博 Weibo：http://weibo.com/tgrhk

TGR網站上亦增設了討論區，問題可貼於討論區內，我們會有專人回答，其他朋友
亦可各自提供意見，互相支持！ 
www.tgr.org.hk/forum

如果您希望定期收到TGR的活動通訊，請申請加入以下電郵組：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orum/tgrcenter

支援機構及熱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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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恩之家 
Hong Kong Blessed Minor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BMCF)
向教會、社會及同志社群見証耶穌基督對不同性/別人士的恩典，加強同志信徒的
身份認同，深化並更新她╱他們的屬靈生命。 
網站：www.bmcf.org.hk 
電郵：contact@bmcf.org.hk 
電話：2834-6601
朋輩輔導熱線：8136-3680 逢星期五晚上8:00-10:30（公眾假期除外）

眾樂教會
One Body in Christ
眾樂教會 是「非一般」的教會，也非建制教會。眾生互為肢體，回到主內與主連
合成為基督的身體（one body in Christ），以敬拜服侍為念。
網站：www.onebodyinthechrist.blogspot.com
電郵：onebodyinthechrist@gmail.com
電話：6153-0764

女同學社
Nutong Xueshe (NTXS)
鼓勵性小眾探索及表達自我，體驗充權。透過文化推廣、政策倡議、教育出版等工
作，加深社會對同志議題與性議題的認識，製造論述和溝通平台，從而消除性向歧
視，爭取性權平等。
網站：www.leslovestudy.com
電郵：contact@leslovestudy.com

姊妹同志朋輩輔導熱線
Queer Sister 
始創於1996年，是香港唯一一條專為女性性小眾 (例如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
別人士等 ) 而設的朋輩輔導熱線，已經有11年歷史了。
網站：www.qs.org.hk
姊妹熱線：2314-4348
24小時留言回覆

香港小童群益會 性向無限計劃 — 家長支援服務 
Parents Support Service, Project Touch, BGCA
對象︰希望對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有更進一步認識的家長
內容︰電話查詢、個案輔導、家長互助小組
查詢電話︰2321 1103
家長支援網站︰newtouch.net

支援機構及熱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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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情性地帶」
Sexuality Zone - Supportive & Counseling Service on Sexual Behavior of Youth
青少年性健康支援及輔導服務
熱線: 6188-5555 （可whatsapp）
www.facebook.com/caritas.szproject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
CMAB Gender Identity and Sexual Orientation Unit (GISOU)
如你在本港因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受到歧視，或想索取這方面的資料，可親自或委
託代表致電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熱線查詢或投訴。
網站：www.cmab.gov.hk/tc/issues/equal_hotline.htm
電郵：gisou@cmab.gov.hk
查詢或投訴：2810-320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The Samaritan Befrienders Hong Kong
於1960年成立，為一所植根於香港的志願服務機構。一直以聖經中好撒瑪利亞人的
友善博愛和助人為樂的精神作榜樣，向絕望及瀕臨困境人士伸出同情之手，予以扶
持及情緒輔導，達到助人自助的目標。
網站：www.sbhk.org.hk
電郵：touch@sbhk.org.hk
24小時熱線：2389-2222

東華三院「芷若園」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CEASE Crisis Centre
危機介入及支援服務，主要為性暴力受害人、面對家庭暴力或其他家庭危機的個人
或家庭，提供全面的援助，包括24小時熱線、外展服務和短期住宿服務。
網站：ceasecrisis.tungwahcsd.org
電郵：ceasecrisis@tungwah.org.hk
24小時熱線：18281

支援機構及熱線資料

“

“
”

「性別？如果世上沒有性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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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孩子們的心聲 
孩子永遠是父母的寵兒……母親懷胎十月，父親看著寶寶呱呱落地，子女一步一步
成長，父母所有的心血都送給了TA們的小王子小公主了！看著寶寶長大的那些片
段，是永遠沒法磨滅的，孩子在父母的腦海裡就好像長不大一樣，永遠都是TA們的
心肝寶貝要受呵護。

相反地，孩子對童年的記憶只是依稀隱約，在TA印象中，可能根本沒有與父母一同
經歷那段奇妙旅程的痕跡，在TA認知裡，或許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但就完全
沒法跟父母心目中的體驗相結連。當孩子開始有獨立思想後，一般都不能理解為何
父母會樣樣都管，卻又很難花耐性去聽聽自己的心聲……

家長們……你們的孩子正在呼喚……
TA的難過，TA的吶喊，你們都聽到了嗎？

聽聽孩子們的心聲

“

””

「我很想跟我最愛的媽媽分享
我的難過，但我真的怕會傷害
她……」

「我真的盡了力，我也很想改變
啊！被人歧視的感覺好痛苦，我
真的好想自己是個正常人！」

「您不知道！您根本不知道我每
次洗澡的時候、換衣服的時候，
看到鏡子都要躲起來！走進廁所
也要低著頭，好像我做錯了什麼
一樣！」

「我花了二十幾年去改變自己！
您說我沒有盡力？人都快崩潰
了！還想我可以怎樣？」

「您寧願您的女兒變成了兒子，
還是永遠無左個女丫？」

「我並不怕死，我只是怕妳傷
心！怕我再沒辦法照顧妳，所以
我才撐下去！媽……但我真的怕
我再撐不了多久……」

「我真的希望我沒有出生過！對
不起，我辜負了您們！」

「爸媽，我真的很害怕！我不是
一定要這樣，只是我一個人真的
不知道可以怎樣面對！您們可以
陪我一起去找出路嗎，給我點擁
抱嗎？」

「您是我這個世界上最信任、最
愛的人，想不到您還沒聽完我的
話，就……」

「媽，需然我不知道我將來長大
後會怎樣，但我知道，妳的愛讓
我有力量去克服一切的困難！多
謝妳，媽咪！」

「我知道您們都受了很多苦，但
您們還是這樣無私的去接受我！
我會加油的！不會白白浪費您們
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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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結語 
天地博大，萬物有序；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天地從其律而行其中，萬物以其類聚
而繁衍。律深且奧妙，不為人知；類廣而繁複，非為人辨。世人遂將此奧繁之道簡
而約之，讓民得以知之；分而別之，則吾輩可以辨之。奈何日久，後人愚以奉之天
地真理，妄自殘害別己異士，乃歧視也。

身為中華兒女，我們深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薰陶，面對著自己與別不同的孩
子，很容易就會不知所措，害怕TA們會在這個物競天擇的社會裡活不來！但適者生
存之道，並不是叫我們依循所謂的傳統而一成不變。相反，傳統告訴我們在物競天
擇之下，更要不斷求變求出路。

很多人以為真理就是唯一，所以便將唯一以外的種種可能性都定勝為「錯」。事實
上，永恆一直在變幻中發展，真理不斷在驅動著人類邁前。那些堅持真理唯一的
人，實在是沒膽量求變求真，沒勇氣走出自己的安全網，遂以恐嚇手段，讓其他人
以為離開原地就是離經背道，天理不容，實際是己所不欲，乃施於人。

性別中之男女二分，很多人也以為是上天賜下之物種繁衍定律。但首先我們要明白
物種之得以繁衍，並不需要所有個體都予以實踐。事實上自然界裡充滿著不一樣的
繁衍及生存模式，才得以成為整全的生態大環境。但當社會裡的激進道德批判者在
指責跨性別及同性戀時，好多時候都會說TA們是違反自然，而當論到自然界裡也有
此類情況，TA們就會說人類不是野獸，不可以相提並論。試問如此的無理辯駁，又
如何可以去辯思中國人的傳統道德倫理？

中國古賢智慧中的太極觀，道出了宇宙構成之奧秘。《易傳》有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圖中分為黑白二色，代表陰陽兩
方，天地兩部。白中黑點代表陽中有陰，黑中白點代表陰中有陽，外邊的正圓代表
宇宙無限大之意。太極講求陰陽互配，無邊無界，變幻無窮，才是宇宙生成之道，
萬物也基於此理。再者《易經．系辭上傳》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其語義爲：一陰一陽的運行變化稱之為道，人從天道變化中
得到了善，人性使天道賦予人的這種善得到完成和顯現。成之，是說人秉受天道之
善是通過人性來實現的。

我們能否在男和女之間，找到讓不同需要的人活得更好的方法？我們能否去學習聆
聽和接納一些我們未知未明的事物，就全靠人世間的大愛。

僅將此書獻給天下間之父母！

Joanne Leung 梁詠恩
跨性別資源中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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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是上天賦予人類的一份恩賜，
一份自由活躍的真我表達。
我們應該為到那勇敢
探索性別的人而高興，
為到了TA們的重新發現而雀躍！

梁詠恩@2014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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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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於跨性別群體內做支援工作，
亦經常與政府及醫療機關商討及處理有
關跨性人別士之支援方案。現為跨性別
資源中心主席、粉紅同盟副主席、香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
小組成員，及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核下之
愛滋病社區論壇成員。 

2006年起一直積極參與香港各大學院之
性別課堂分享及媒體訪問，將積極正面
之跨性別及同志基督徒身份呈現於公眾
面前。2008年成立跨性別資源中心並任
主席至今，活躍於中、港、台兩岸三地
同志權益運動。

Joanne於2012年被香港Baccarat時尚生
活雜誌評選為「四十五位四十五歲以下
令香港帶來改變的人士」，2014年獲
HER Fund頒授首屆「她。敢於改變」爲
獎項，同年於聯合國日內瓦CEDAW會議
發言，反映香港跨性別及同性戀之歧視
狀況，為首位華人以跨性別身份發言。

作者簡介

攝於2013年1月25日香港南生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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