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度報告 2019 ANNUAL REPORT 

香港性文化學會 
培育整全心性    共建健康家庭 

2019年度報告 

迎難而上 
踏進 2020 年，香港以至全球正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在這種
社會氣候中，我們的工作實在舉步為艱，因為不少人好像已沒

有力氣關心困境以外的議題。但我們仍會迎難而上，因為挑戰

已逼在眉睫，再不回應恐怕為時已晚！女同性戀者 MK司法覆
核挑戰香港一男一女婚姻，同性婚姻可能在短期內成為香港 
的公共制度，我們成立了聯盟回應這項挑戰。學會只是幾位 
同工的小機構，但我們卻敢於為上主發大夢，請大家懇切為 
香港和我們的使命代禱。特別請大家紀念我們的財政，香港 
的經濟在 2019 年下半年開始走下坡，我們每月也開始出現赤
字。2020 年可能是更嚴峻的一年，願認同我們工作的弟兄姊
妹能在這吃緊但又關鍵的時刻與我們同行。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184至 190號龍祥大廈 9樓 A室  

電郵：info@scs.org.hk  電話：3165 1858  網址：www.scs.org.hk  

BLOG：blog.scs.org.hk  FB/IG：hkscs  YouTube：HKSC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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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工作 

1

1 月，撰寫對港府提交第
四次《經濟、社會和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報告之意

見書，希望政府藉提交報

告的機會，向聯合國反映

LGBT 議題的複雜性，特
別是不同權利互相衝突的

情況。 

19 年 5 月，台灣制度化同
性婚姻，我們發出〈等者

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立

場書。  

緊貼性文化變遷，提供獨到評論、報導和分析 

2

6 月，終審法院裁定梁鎮
罡上訴得直，外地合法同

性婚姻可享有香港公務員

異性婚姻同等福利，並可

以「已婚人士」資格合併

報稅。我們發表聲明： 
「終院判決侵蝕婚姻制 
度司法專制取代民主自 
治」。 

8 月，社會出現警察「性
暴力」的指控，我們先後

兩次發表聲明關注事件。 

3

8 月，香港的大學出現多
宗學生被性侵犯的報導，

其中一宗發生在中文大 
學，最後警方拘捕一名男

子 。 我 們 發 表 聲 明 ： 
「大學不應成為性侵犯和

性騷擾的溫床──香港性

文化學會嚴正要求各大學

和各大學學生會，調查近

日發生的性侵犯或性騷擾

事件，並杜絕鼓勵性騷擾

的文化」。我們也撰文回

應事件。 

4

10 月，高等法院裁定化名
MK 的女同志司法覆核香
港婚姻法敗訴，確立《基

本法》所保障的是男女 
之間的婚姻權，並沒有將

「與同性結婚」視作基本

權利。我們發表聲明： 

5

「支持法院維護一夫一妻 

反對法官修改婚姻定義—

—歡迎周家明法官就 MK
案的判決」。此外，我們

撮譯了有關判詞為中文及

以六篇文章簡評法官的 
論據。 

6

雙月刊電子通訊共 6期  

在「性文化資料庫」刊出

逾 110 篇消息報道及分 
析 ， 並 新 增 了 「 生 命 
權」（pro-life）的類別。 

向政府提交報告，向社會表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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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名單  

土瓜灣浸信會中華 

基督教會柴灣堂 

加略山基督教會宣道會 
 青恩堂 
 
宣道會基蔭堂 

宣道會富山堂 

宣道會翠屏堂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 
 福音堂 
 
 
香港聖公會聖巴拿巴堂 
 
般福堂 

啟德基督教會 

基督教中華完備救恩會 
 佐敦堂 
 
基督教門諾會信恩堂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堂 

 

教育工作 

我們在不同教會講道和開辦主日學課程， 

也在學校主領講座，總接觸人數達 
7,000，在不同場所正面傳遞家庭價值 
及健全的性文化。 

匯基書院（東九龍）中二 
學生完成珍愛課程後的感言 

【主領聚會】 

基督教宣道會新興堂 

基督教宣道會福蔭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愛堂 

基督教應許會  

（名單以筆劃序）  

 

機構名單 

明光社 (生命及倫理研究 
 中心)   
 

學校名單 

九龍塘宣道幼稚園家長組 

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公理高中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香港教育大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基督書院 

 

循理會白普理基金循理 
 小學 
 
匯基書院 (東九龍)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 
 福音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聖傑靈女子中學 

龍翔官立中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名單以筆劃序） 

鄭安然主任 
主領教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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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事工】 

【參與外地事工】 

10月：陳婉珊主任出席
台灣首屆「國際跨虹者人

權高峰會」。  

11月：本會主席關啟文 
博士出席由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rapeutic and 
Counseling Choice 
(IFTCC) 舉辦的匈牙利 
研討會 2019。 

【公開講座】 

1月、2月及 3月：「再思
同性撫養——多角度思 
考」研習組  

5 月：「Holy Sexuality 袁
幼軒生命見證分享會」 
（與播道會恩福堂及明光

社合辦），共五場  

7 月：「今日台灣，明日
香港－從台灣通過同性 
婚姻的經驗看香港教會 
角色」教牧午餐會（與明

光社合辦） 

10 月：「第三屆基督教性
倫理峰會－守護婚姻」 
本會是主辦機構之一， 
共三場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守護婚姻」 
主題講員包括英國大律師保羅·戴蒙德（Paul Diamond）及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鄭順佳博士 

1

我們透過網絡傳遞資訊，

「性文化資料庫」的網 

頁，去年超過 7 萬瀏覽量
及逾 41,000訪客人次 

學會臉書共發超過 300 個
帖子，過去一年觸及近 

60 萬人次，讚好人數超過
3,500個 

學會管理的網頁，內有文

章及聚會報名系統，去年

接觸大約 6,500訪客人次 

2

設立有關同性戀文章外文

翻譯的網站，供中國、香

港及台灣人士參考。去年

超過 26,000 瀏覽量及逾
18,000 訪客人次。使用者
接近一半來自台灣，兩成

來自香港，一成為海外華

人，小部分來自中國  

設立與性教育及兩性關係

作主題的網站及社交媒體

「戀愛甜甜圈」，接觸時

3

下青少年，Instagram有超
過 1,700 個 followers，大
多數是中學生 

與義工合作設立報道同運

消息的網站及社交媒體，

臉書超過 16,000人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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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 2019年 1至 12月】 HK $ 
收入  

- 經常費奉獻 
- 講座及活動 
- 銷售及其他   

1,057,055 
40,710 

118,356 

總收入  1,216,121 

支出  

- 同工薪津 
- 租金、行政及項目開支 
- 講座及活動開支 
- 銷售開支   

907,188 
331,579 
13,568 
12,507 

總支出  1,264,842 

{*本報表尚待核數師審核， 
   僅供參考。} 

【 2020年 1至 12月】 HK $ 

收入   

- 經常費/同工薪津奉獻 
- 專用項目及其他奉獻 
- 講座、課程及活動 
- 銷售及其他   

975,000 
50,000 
25,000  

5,000 

總收入   1,055,000 

支出   

- 同工薪津及福利 
- 租金及行政 
- 講座及活動 
- 銷售及其他  

978,387 
291,605 
 34,500 
15,500 

總支出   1,319,992 

財政預算 
{* 全職及兼職同工 7位  } 

2019年 1至 12月(不敷)   (48,721) 

結存/(不敷)    (264,992) 



 

 

「接觸與界限」、「珍愛之旅（學生版）」 

   和「珍愛之旅（職青版）」 

婚姻倫理資源中心是香港性文化學會下的組織，成立目的如下： 

1. 在婚姻倫理上，提供各樣資源支援教會牧養事工。 

2. 建立一個牧養平台，針對堂會需要， 提供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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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 我們已製作三款珍愛桌遊，並會在今年 
進行推廣，包括：「接觸與界限」、「珍愛之 
旅（學生版）」和「珍愛之旅（職青版）」。我

們希望透過桌上遊戲，作為團契小組週會或家庭 
活動的教育工具，玩家在遊戲過程中分享內心想

法，讓牧者、家長更了解青少年的想法和需要，

從而給予聆聽、牧養和同行，協助培育健康的 
性及關係的觀念。  

2. 為三款桌遊舉辦珍愛桌遊工作坊及珍愛 
教育講座，向教會及學校進行示範及體驗。 

3. 製作珍愛動畫教材，供教會牧者及學校 
老師使用。  

4. 與「好爸爸中心」合作，舉辦爸爸網上 
聚會，分享父子性教育的方法。  

5. 與友好籌組兩個聯盟：各界維護一男一女

自然婚姻大聯盟，和基督徒維護一男一女自然婚

姻大聯盟，凝聚香港支持自然婚姻及維護兒童 
福祉的各界力量，表達支持自然婚姻、反對同性

婚姻成為公共制度的聲音。  

6. 籌備成立兩個組織：Asian Alliance for 
Therapeutic & Counseling Choice (AATCC) ，
和 Professionals for Therapeutic & Counseling 
Choice (PTCC)，維護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治療及
輔導的選擇自由，在亞洲地區進行教育及遊說 
工作。 

Mauris laoreet elit sed dolor. 

三款性教育珍愛桌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