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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反誹謗聯盟 (Gay &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 

GLAAD) 致力於通過保證和促進 

公平、準確和有包容性的報道 

和媒體表現來消除基於性別認同和

性傾向的歧視。

宗旨宣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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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反誹謗聯盟的少數族裔媒體計劃成立于2003年四月。此計劃源于同志反誹謗聯

盟已經服務了少數族裔社區和少數族裔宗教社區多年的文化興趣媒體計劃 (Cultural 

Interest Media Program)。

少數族裔媒體計劃致力於保證和促進主流媒體、少數族裔媒體 (包括西班牙語媒體)  

和「同志」(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 媒體對少數族裔同志和有關事宜的公平、

準確和有包容性的報道和媒體表現，並以此提高這些少數族裔同志社區的可見度和為

他們提供社區資源。

少數族裔媒體計劃的主要焦點集中於亞太裔社區、西班牙語社區和美籍非洲裔社區，

並同時致力於提高回教同志和美國印第安人「雙靈」(Two Spirit) 社區的可見度。

關於少數族裔媒體計劃
(PEOPLE OF COLOR MEDI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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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裔同性戀、雙性戀和跨

性別人士是少數族裔中的少

數族裔。雖然媒體日益增多

報道同志生活點滴、故事和

跟他們息息相關的事件，但

是這些報道往往忽略了亞太

裔同志的聲音、角度和見

解。在同志中的主流社區，

白人形象也主導了同志出版

物，令亞太裔同志覺得如同

透明。除此之外，即使亞太

裔同志被報道，其媒體表現

手法也是刻板和陳腔濫調

的： 亞太裔同志往往被描述

為如「中國娃娃」式的舶來

品，從而進一步鞏固了亞太

裔緘默、逆來順受和被作為

性玩物的錯誤陳舊形象。

同志反誹謗聯盟的少數族裔

媒體計劃跟全國不同的亞太

裔同志組織致力於聯手消除

這些錯誤的陳舊形象，並鼓

勵所有媒體對亞太裔同志社

區進行公平、準確和有包容

性的報道。少數媒體計劃同

時也在全國各地對亞太裔同

志社區的活躍人士進行媒體

培訓，鼓勵他們促進有包容

性的媒體報道。

為了提高亞太裔同志的形

象，少數族裔媒體計劃與全

國各地的媒體專業人士緊密

合作，其中包括為記者和 

創作人提供新聞和故事 

建議、協助聯絡和提供亞太

裔同志社區的發言人、以及

協助媒體使用正確的用語 

來描寫亞太裔同志社區。 

我們以前的項目包括協助 

不同的主要少數族裔報紙和

網上新聞服務機構， 包括： 

 《亞洲周刊(Asian Week)》、  

 《Filipinas》、《中國日報》、

 《明報》、《上海日報》、 

 《星島日報》、《世界日報》 

和《大公報》；「中國在綫」 

和www.exoticizemyfist.com。

當媒體對亞太裔同志社區的

報道重復著陳舊而錯誤的形

象時，同志反誹謗聯盟促請

這些媒體注意這些有問題和

帶誹謗性的報道，而同時也

幫助它們尋找解決方法。 

 《Details》雜誌2004年四月

刊中所登載備受爭議的  

 「Gay or Asian (同志還是

亞裔)」一文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在《Details》發

表了此文章後，同志反誹

謗聯盟聯絡了雜誌主編Dan 

Peres，而他也認識到發表

了一篇誹謗同志和亞裔的文

章是不恰當的。同志反誹謗

聯盟隨後發表了一篇公開

聲明，動員亞太裔同志社區

寫電子郵件給Peres主編。

同志反歧視聯盟 
和亞太裔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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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s主編道歉並在之後的

一期雜誌中發表了同志反誹

謗聯盟的聲明。

除此之外，數名亞太裔同志

社區成員和同志反誹謗聯盟

代表會見了《Details》的編

寫人員，進一步討論了此文

並提供了其他故事想法。 

 《Details》的編寫人員表示

他們會進一步加強在這方

面的敏感度，並會在隨後的

六到八期雜誌中作出明確

的提高。《Details》發表

了整版的道歉和刊登了來自

於不同個人和團體對“Gay 

or Asian”一文的關注。

Peres主編説道，同志反誹謗

聯盟在會上所提供的故事想

法可以在《Details》以後幾

期的“Next Big Thing”一

欄中(例如報道同志或亞

太裔藝術家和表演家)和

在“Power Issue”一期 (報

道「此年度30個最有權力的

男人」)中使用。Peres主編

最後説道，如果他沒有履行

加強雜誌敏感度和增加有包

容性報道的承諾，他鼓勵亞

太裔同志社區主動聯絡他。

他並建議在未來舉行跟進會

議，研究《Details》在報方

面的改進。

除了亞太裔媒體計劃外， 

同志反誹謗聯盟也通過其它

媒體計劃(娛樂，國家和地

區性)來不斷促請主流媒體

注意到對亞太裔同志形象 

的缺少報道，並鼓勵主流 

媒體在任何可能的情況 

下包括亞太裔同志的報道。

同志反誹謗聯盟的少數族裔媒體計劃跟全國不同的 
亞太裔同志組織致力於聯手消除這些錯誤的陳舊形象， 

並鼓勵所有媒體對亞太裔同志社區進行公平、 
準確和有包容性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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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公平、準確和有包容

性的新聞媒體報道為提升大

衆對同志生活的認識和了解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很

多記者、編輯和製作人在報

道這些話題的時候仍然繼續

面對著不斷變得複雜而言辭

誇張的語言環境挑戰。

關於我們社區的媒體報道越

來越融合不同的角度，而這

趨勢反映了我們社區的多元

化和我們的家庭和關係在社

會中日益提高的可見度。

因此，當報道陷於過分單一

和可預見的「支持同志」/「反

對同志」的兩極化狀態時，

這些報道也就沒有很好地服

務那些渴望了解我們社區裏

多元化意見和經歷的讀者。

正如媒體在對2002年天主教

神父醜聞的報道中所顯示，

在記者經過對事實積極調查

研究後，他們可以幫忙披露

那些常常針對我們的謠言，

從而幫助消除關於我們日常

生活的謠傳和誤解。

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記者

仍然需要區分對同志的反對

意見和那些煽動偏見和歧視

的誹謗。雖然誹謗性言論或

許也值得報道，但是這些報

道不再應該僅僅是為了提供

所謂的「平衡」觀點。

不幸的是，那些反對同志

的團體和機構仍然通過故

事、追蹤和傳奇等形式來

掩蓋他們對同志團體的誹

謗語言和扭曲渲染。即使

記者盡力在報道中達到公

平和準確，但是如果報道

中包括了這些誹謗語言和

扭曲渲染，那麽新聞的質

量將會大打折扣。

隨著今天媒體對同志生活的

報道已經越來越跟對家庭、

宗教、戰爭、政治、體育、

娛樂和其他繁多的主流報道

融合在一齊，同志反誹謗聯

盟致力於為新聞界提供及時

和準確的資源。同志反誹謗

聯盟相信最高質量的報道是

那些可以為讀者、觀衆和聽

衆提供適當的背景資料和以

事實為依據的信息，以便他

們自己可以作出判斷。我們

誠懇要求您在對同志事宜的

報道中可以給讀者、觀衆和

聽衆一個這樣的機會。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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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反誹謗聯盟走在前端，為亞太裔傳媒在報道關於亞太裔同

志社區時提供所需的資源和工具。作爲唯一一個可以提供亞

太裔語言資源的全國性同志組織，這對我們可以繼續跟媒體緊

密合作報道整個社區的狀況是一大進步。

因爲我們才剛剛開始增強亞太裔語言方面的服務能力，雖然我

們仍在不斷增進提高，希望您可以體諒我們在這方面還相當局

限的能力。同志反誹謗聯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把我們的工

作擴展到亞太裔社區裏的不同語言。 

關於我們有限的能力



同志
 「同志」一詞泛指同性戀男

士和女士、雙性戀人士和跨

性別人士。雖然同志一詞早

在戊戌變法時就有使用，但

是一直以來都是指志同道合

的人。它作爲同性戀、雙性

戀和跨性別人士的統稱一般

認爲是起源於1989 年林奕

華籌劃的首屆香港同志電影

節。現在這個定義在中文地

區已經被廣泛接受，包括中

港臺澳、新加坡和其他海外

華人社區，例如台北市政府

編寫的《認識同志手冊》。

雖然這個新含意在社會和

民間媒體中被廣泛使用，一

些官方媒体和文件，特別是

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正

式接受此新定義。由於「同

志」一詞有包容性而且意義

積極，所以很多使用中文的

同志權益活躍人士都推崇用

這個詞代替醫學味濃厚的用

語 (如同性戀者等)。

斷袖之好/  
分桃之好/龍陽之好/ 
斷袖餘桃/對食
這些詞都是源于中國古典文

獻中所記載的同志故事，很

久以來當「同性戀」在中國

社會中還沒有成為一種概念

的時候，這些詞語就已經形

容了同性之間的親密關係。

斷袖之好來自《漢書·董賢

傳》中漢哀帝與董賢的憐愛

歷史，《戰國策·魏策》

記載了魏王對其幸臣龍陽

君誓言旦旦的承諾。《韓非

子·說難篇》、劉向的《說

苑》、《戰國策》和吳下阿

蒙的《斷袖篇》等都有記載

衛靈公和其男寵弥子瑕的

故事。除此之外，也有學者

相信「對食」也曾經是古代

對同性親密關係的婉轉説法

(見《舊唐書·五行志》和   

 《南漢宮詞》)。

拉拉/拉子/蕾絲邊
女「同志」，通常作爲英文

lesbian 的中文翻譯。相信

源自邱妙津《鱷魚手記》中

用「拉子」來形容女同性

戀人士。

薔薇族
通常形容同性戀人士。來源 

用。例如白先勇的《孽子》

中就有多次使用。

契弟
通常指男「同志」，帶有侮

辱性，源于以前在粵語地區

對結拜弟弟的稱謂。

同性戀/雙性戀 
中文特有用語詞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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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沒有為LGBT代表 

什麽而覺得疑惑?又或者不

知道爲什麽「酷兒」(queer) 

既可以是一個帶侮辱性的

詞，但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廣

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名字?想

知道爲什麽嗎?請參考我們

的詞典!

雙性戀者 Bisexual
雙性戀者是指對男性和女性

有持久浪漫感情，和/或在

精神上、肉體上被男性和女

性所吸引的人。雙性戀者不

需要跟男性和女性都有相仿

的性經驗；事實上，性經驗

並不是被認爲是雙性戀者

的前提。

民事結合 
Civil Union
佛蒙特 (Vermont) 州對相

互承諾的同性關係的法律

認可。

在柜子    Closeted
形容一個人還沒有公開自

己的性傾向。

出柜/亮相  
Coming Out
 「出柜」是一個終身自我接

受的過程。人們首先建立同

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的自

我認同，然後他們可能會將

這告訴其他人。公開自己是

同志這一步可以是出柜的一

部分，也可以不是這個過程

的一部分。

民事伴侶  
Domestic Partnership
民事和法律上對兩個成人 

(民事伴侶) 關係的承認， 

有時候也會將有限的民事

和法律保障延伸給他們。

 「基」Gay
在英語中，「基」是一個形

容詞，描述那些對同性有持

久浪漫感情，和/或在精神

上、肉體上被同性所吸引的

人(見「基男人」和「女同

志」)。在英語中，應避免使

用「同性戀 (homosexuals)」

一詞來稱呼同志，因爲 

 「同性戀」一詞在英文中是

一個陳舊、帶有歧義和貶義

的詞。(另見「需要避免有

侮辱性用語」一節)

 「基」男人 Gay Man
在英文中，描述那些對其

他男性有持久浪漫感情，

和/或在精神上、肉體上被

其他男性所吸引的男性。 

用語詞典

同性戀/雙性戀用語詞典



在英語中，避免使用「同性

戀 (homosexual)」來稱呼男

性同志，因爲同性戀是一個 

帶有貶義色彩的詞。 

(另見「需要避免的侮辱性

用語」一節)

異性戀男人/女人 
Heterosexual Man 
/Woman
一個對異性有持久浪漫感

情、和/或在精神上、肉體

上被異性所吸引的人

異性戀主義 
Heterosexism
一種認爲只有異性戀才是唯

一正當的性傾向的態度，這

種態度往往忽略了同性戀和

雙性戀人士。例如情人節對

數位伴侶的報道忽略了包括

同性伴侶的報道。

同性戀者 
Homosexual
(見「需要避免的侮辱性 

用語」一節) 在英語中， 

 「同性戀者 (homosexual)」

是一個很多同志都認爲 

不當、帶有貶義和侮辱性

的陳舊用語。在英語中， 

 「基 (gay)」和「女同性戀者 

(lesbian)」都準確地描述那

些被同性所吸引的人。

恐同(症) 
Homophobia
對同性戀者的恐懼和/或者

仇恨。

女同性戀 Lesbian
描述那些對其他女性有持

久浪漫感情，和/或在精

神上、肉體上被其它女

性所吸引的女性。在英

語中，避免使用「同性戀

者 (homosexual)」一詞來

形容女同性戀者，因爲同

性戀是一個帶有貶義色彩

的詞。

LGBT/GLBT
由英語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首個字母所組成的縮寫。因

爲 LGBT 和 GLBT 代表了

我們社區的多元化，所以它

們也常被使用。

生活模式  
Lifestyle
(見「需要避免的侮辱性用

語」一節) 一個經常用來貶

低同志生活的用語，應避免

使用。就正如沒有「異性戀

生活模式」一樣，「同性戀

生活模式」也並不存在。

同性戀/雙性戀用語詞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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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同志  
Openly Gay
形容那些在他們的公衆和

專業生活中自我認同為同

志的人。同樣地， 「公開

女同志」、「公開雙性戀

者」和「公開跨性別者」

都有類似的用法。

披露 Outing
指在沒有徵得他人同意

下，公開宣稱某人的性傾

向 (有時候是基於傳言或

懷疑)。同志社區裏大部分

的人都認爲這種行爲是不

恰當的。

酷兒 Queer
在英語中，「酷兒」一詞

是傳統上一個帶有貶義的

詞，但是一些同志漸漸將

它作爲一個恰當的用語來

形容他們自己。因爲 

這個詞帶有不羈色彩並 

且包容了整個同志社區，

一些同志推崇這個詞。 

但是這個詞即使在同志社

區裏面也沒有被完全接

受。除非是直接引用某人

用「酷兒」來形容自己，

否則應該避免使用 

這個詞。

彩虹旗  
Rainbow Flag
一個全球公認的標誌，代

表著同志社區的團結和多

元化。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正確用語來形容一個人對

同性和/或異性持久的浪漫

感情，和/或在精神上、 

肉體上的吸引。性傾向 

包括了女同性、男同性、

雙性和異性戀傾向。應該

避免使用帶有侮辱性的詞 

 「性喜好」，因爲這個詞

暗示了同性性傾向是一種

選擇，因而是可以「被治

愈」的。

雞奸法律  
Sodomy Laws
歷史上用於有選擇性地迫

害同志的法律。美國最

高法院在2003 年六月在

對《勞倫斯對德克薩斯州 

(Lawrencev. Texas)》的

訴訟中裁定美國各州的 

雞奸法律違反美國憲法 

而被廢除。「雞奸」絕對

不應該用於形容同志 

關係、性或性傾向。

用語詞典



基本用語
性別 Sex
對一個人是男性還是女性的

區分。嬰兒出生時根據身體

特徵 (包括染色體、荷爾蒙、

内生殖器官和外生殖器官) 而

被指定為一個性別。

性別認同  
Gender Identity
一個人内在和本人對自己是

一個男人或女人 (或者是男孩

還是女孩 )的感覺。對於跨性

別者來説，他們出生時接受

的性別跟他們本身内在的性

別認同往往不一致。

性別表現  
Gender Expression
一個人外在的性別認同表

現，往往通過「剛性」和 

 「柔性」行爲、衣著、髮式、

聲綫和身體特徵來表現。一

般來説，跨性別人士嘗試令

他們的性別表現與他們的性

別認同一致，而不是跟他們

出生時所接受的性別一致。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描述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的

持久浪漫感情，和/或在精神

上、肉體上被這另外一個人

所吸引的感覺。性別認同和

性別傾向是不一樣的。跨性

別人士可以是異性戀者、同

性戀者或者是雙性戀者。例

如，一位男士轉變為一位女

士-而且喜歡男性-那麽她應被

定義為異性戀女性。

跨性別人士用語詞典
在導報跨性別者時，使用

適當的代名詞和名字是一

種尊重。您可以在我們的 

 『跨性別人士』章節裏了解

到更多關於性別認同和適

當用語的知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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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者 
Transgender
一個廣義的詞形容那些性別

認同和/或性別表現跟他們出

生時給與的性別不同的人。

這個詞可以包括(但不僅僅

包括)以下的意思：變性者 

(transsexuals)、中間性別人

士 (intersex people)、變裝者 

(cross-dressers)以及其他在性

別認同上不同的人。跨性別

者可以是女到男(FTM)或男

到女(MTF)。描述性別者時，

應根據他們本人的意願而選

擇使用的詞語(跨性別、變

性、 變裝、FTM或MTF)。

跨性別者可能會，也可能不

會，通過服食荷爾蒙或接受

手術來改變他們的身體。

變性者 Transsexual 
(也作 Transexual)
一個源于醫學和心理學領域

的陳舊用語。就正如在英語

中，同志偏好於使用「基」

而不用醫學用語「同性戀」

一樣，很多跨性別人士偏好

於使用「跨性別」而不是 

 「變性」。但是一些跨性別人

士還是比較喜歡用較醫學化

的詞來形容他們自己。最好

在報道前先詢問他們喜歡使

用哪個詞。

異裝 Transvestite
帶有誹謗性， 另見 變裝 

(cross-dressing)

轉變 Transition
一個並不是一步就可以達到

的改變一個人性別的過程。

此複雜過程通常用很長的時

間，包括部分或全部在文

化，法律上的轉變和醫學再

造等步驟：告訴家人朋友和

同事他們；改變法定名字和/

或者改變在法律文件上的性

別；荷爾蒙療法；和/或者是

(雖然不常常是) 對胸部和/或

者陰部的改變。「轉變」一

詞較「變性手術 (sex change 

operation)」要好。

性別重構手術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
指陰部改造，而且是整個轉

變過程的一小部分而已 (見上

面「轉變」一項) 不是所有的

跨性別人士選擇或可以負擔

得起性別重搆手術。「性別

重搆手術」一詞比「變性手

術」要好。新聞工作者應該

避免過分誇大性別重搆手術

在轉變過程中的重要性。

變裝 Cross Dressing
指那些不時穿著和打扮成跟

自己性別相反的人。變裝者

通常接受他們出生時所被指

定的性別而不希望改變自己

的性別。(「變裝者」不應該

用於那些已經完全轉變或準

備在將來轉變為跟自己原本

性別相反的人。) 變裝是性別

表現的一種形式，而並不一

定跟一個人的性傾向或性活

動有關。大部分的變裝者是

異性戀男性，只有很少女性

是變裝人。

性別認同障礙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GID)
一個給跨性別者和其他性別

多樣化的人的具有爭議性的 

DSM-IV診斷。因爲此診斷

將人定義為「有障礙」，所

以性別認同障礙通常被認爲

是有侮辱性的。這個診斷通

常是給那些在衣著、玩樂和

行爲上並不符合他們應有的

性別基準。這些孩子通常都

會要求接受強度心理治療、

行爲改化和/或者是関在醫

院和精神病院。這一個詞代

替過了時的詞「性別焦慮症 

(gender dysphoria)」。

中間性別  
Intersex
形容那些生理性別並不明確

的人。有許多遺傳、荷爾蒙

和生理構造的變異會導致一

個人的生理性別不明確(例如

柯林菲特氏症 (Klinefelter 

Syndrome) 和腎上增生 

(Adrenal Hyperplasia) )。

父母和醫學人士通常在中

間性別嬰兒出生的時候選

擇指定一個性別給這些嬰

兒，並通過手術使這些嬰兒

的性別符合父母和醫學人士

為這些嬰兒所選擇的性別。

因爲中間性別人士公開反對

這種做法，指責醫生們對生

殖器官進行毀傷，因此這

些做法也越來越變得具爭

議性。「中間性別」一詞

替代了過時的「雌雄同體 

(hermaphrodite)」一詞。

用語詞典

跨性別者專用語



有問題用語： 
transgenders (跨性別)、 

a transgender

適當用語： 
transgender people、 

a transgender person

在英語中，「transgender」

一詞應該作爲形容詞 

來使用，而並非作爲名詞 

來使用。不要說 

 「Tony is atransgender」

或「The parade included 

many transgenders」。

應該說「Tony is a 

transgender person，」 

或「The parade  

included many  

transgender people」。

有問題用語：
transgendered

適當用語： 
transgender

在英語中，「transgender」一 

詞並不需要加後綴「ed」。

有問題用語：  
變性 (sex change)、 

手術前 (pre-operative)、 

手術後 (post-operative)

適當用語： 
轉變 (transition)

當referring to變性手術或 

使用手術前、手術後等字眼

的時候，這不正確地表達了

一個人必須通過手術才可以

改變性別。

有問題用語：  
雌雄同體/陰陽人 

(hermaphrodite)

適當用語：
中間性別人士  

(intersex person)

 「雌雄同體/陰陽人」的説法

誤導而且有污衊成份，往

往是爲了過分熏染中間性

別人士。

誹謗性用語：  
迷惑 (deceptive)、 

戲謔 (fooling)、 

嬌飾 (pretending)、 

裝模作樣 (posing)、 

假裝(masquerading)

性別認同是一個人的自我認

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請不

要將跨性別人士描述為 

 「迷惑」和「戲謔」其他

人，或   「嬌飾」、「裝模作

樣」或  「假裝」成一個男人

或女人。這樣的言論是極其

帶侮辱性的。

誹謗性用語：  

人妖、「she-male」， 

 「he-she」，「trannie」， 

 「tranny」， 

 「gender-bender」

這些詞皆在將跨性別 

人士非人性化，不應該使

用。見「應避免的誹謗性 

用語」一節。

需要避免的跨性別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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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您使用 
跨性別人士所選擇的名字。
很多時候，跨性別人士不可以或者還沒有改變他

們的法定名字。他們所選擇的名字應該得到應有

的尊重，就正如我們尊重其他沒有使用出生時所

給與的名字的人一樣(例如很多名人並沒有使用他

們出生時的名字)。

我們也建議您詢問 
跨性別人士他們願意使用哪個代名詞。
如果一位跨性別人士已經認定了一個性別，不管

他/她是否有使用荷爾蒙或進行手術，我們都應

該使用適合他/她所選的性別的代名詞。

如果不可能詢問他們所願意使用 
的代名詞，應該使用符合他們外表 
和性別表現的代名詞。
例如，如果一位跨性別人士穿著裙子和使用蘇珊 

(Susan) 這個名字，那麽女性的代名詞比較適

合。這是符合美聯社的修辭風格指南。

注意：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在跨性別人士所選擇

的名字和他們所使用的代名詞外加雙引號以表示

他們的性別認同都是不恰當的。

名字和代名詞的使用



 

您有沒有讀過一篇關於 

 「直人生活模式」或者是 

 「異性戀計謀」的文章?但是

有些人還是堅持要把這種觀

念強加於同志身上。下面講

解這些有侮辱性的用語：

侮辱性用語：
同性戀 homosexual  

(作爲名詞或形容詞)

適當用語：
 「基 gay」 (形容詞)； 基男

人 (gay man) 或 女同性戀

者(lesbian)

在英語中，請使用「女同性 

戀者」或「基男人」來形容 

被同性所吸引的人。因爲 

 「同性戀」一詞在英語中的 

醫學臨床歷史，這個詞已經 

被反同極端人士篡改成暗示 

同志是患病的或者在心理/ 

感情上有障礙的。美國心理

學會和美國精神病學會早在 

七十年代就已經否定了同性 

戀是疾病或心理障礙。除了 

直接引用外，請避免使用  

 「同性戀 homosexual」。也

尊請不要僅僅因爲避免重復

使用「基」而選擇「同性

戀」作爲修辭變化。

侮辱性用語：
同性戀關係 (homosexual 

relations/relationship)、

同性戀伴侶 (homosexual 

couple)、同性戀性活動 

(homosexual sex) 等

適當用語：
關係 relationship (或性關係 

sexual relationship)、  

 「伴侶 couple (如果有必

要，使用「同志伴侶」 gay 

couple)、「性活動 sex」等

將一對同性伴侶叫作「同性

戀伴侶」，將他們的關係稱

作「同性戀關係」，或者將

他們的親密行爲叫作「同性

戀性活動」等都是有侮辱性

的而應該避免。這些用語通

常都被極端「反同」人士所

使用以貶低同志人群，同志

伴侶和他們的關係。因此，

除非您將擁有其他性傾向的

人的活動、情感和關係叫作   

 「異性戀」作爲一個準則，

應該避免將活動、感情或關

係標簽為「基」或「同性

戀」，除非當其他性傾向 

的人同樣進行這些活動或 

擁有同樣這些感情或關係 

的時候您也可以將其標簽為  

 「直」。大部分情況下，您

的讀者、觀衆和聽衆都可以

根據報道中人物的名字、 

您對他們關係的敍述和您 

所用的代詞來辨別人們的 

性別和性傾向。

侮辱性用語： 
性偏好/性取向  

(sexual preference)

適當用語：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性偏好」或「性取向」 

通常帶有隱意，指同性戀是

需要避免的侮辱性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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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刻意選擇因而可以 

被「治愈」。「性傾向」 

一詞準確描述了一個人對 

同性和/或異性的持久 

浪漫感情，和/或在精神 

和肉體上的吸引。 「性傾

向」一詞包含了同性戀 

男女、雙性戀人士和異性 

戀男女。

侮辱性用語：
基生活模式 (gay lifestyle) 

或 同性戀生活模式 

(homosexual lifestyle)

適當用語：
女同志 (lesbian) 或 

同志 (gay )

事實上並沒有單一的同志 

生活模式。男女同志是 

一群有不同生活目標的 

多元化群體。「同性戀生活

模式」一詞意在貶低同志 

群體，暗指他們的性傾向 

是一種選擇，因而可以被 

 「治愈」。

侮辱性用語： 

自認的同志 (admitted 

homosexual/avowed 

homosexual)

適當用語： 
公開的同志  

(openly lesbian/ 

openly gay)

一個過時了的詞用於形容已

經公開了自己性傾向或剛 

 「出柜/亮相」的人。「自

認」一詞帶有隱意，暗示作

爲一位同志，在某种程度上

一件羞恥的事或理應偷偷摸

摸。應該避免使用英文字 

 「同性戀 (homosexual)」。

侮辱性用語： 

 「基」計謀、同性戀計謀、 

 「基」議程、同性戀議程 

(gay agenda or  

homosexual agenda)

適當用語： 

同志民權運動 (lesbian and 

gay civil rights movement) 

或同志運動 (lesbian and 

gay movement)

同志人群中的政治信念就如

其他的社區一樣多元化。我

們跟其他同志和非同志的民

權促進者一樣，有對平等權

利的追求。「同志運動」準

確地描述了同志在爭取理解

和公平待遇上的不懈努力歷

史。「基」計謀、同性戀計

謀、「基」議程、同性戀議

程等字眼是反同極端人士所

發明的誇張用語，皆在侮衊

摸黑同志民權運動。

侮辱性用語： 

特權 (special rights)

適當用語： 

 「平等權利 (equal rights)」

或「平等保障 (equal 

protection)」

爲了鼓動對反歧視和平等保

障法律的反對，極端反同人

士經常將同志的民權和平等

保障法律扭曲為「特權」。



咖哩皇后  
Curry Queen 
這是一個俚語，通常形容那

些只跟南亞裔戀愛的同志

(特別是白人同志)。雖然這

是一個俏皮用語，但是一些

人認爲它有誹謗性。所以除

非是直接引用那些自我描述

為「咖哩皇后」的人或南亞

裔人士帶有帶有評論或點評

語氣的言論，否則建議媒體

應該避免使用此詞。

Desi 
這是一個白話口語詞，用於形

容南亞裔人士，特別是印度和

巴基斯坦人士，自己形容自己

或他們的社區。一些人覺得在

南亞社區以外使用這個詞是有

貶義成份。除非是直接引用某

人或活動名稱等，媒體應該

避免使用這個詞。

Hapa 
這是一個通常形容有跨 

族裔背景的人，通常是 

(但不一定是)亞太裔和白人

的後裔。此詞源于夏威夷語 

 「hapa haole」，意為「一

半白人」。這個詞的使用在

亞太裔社區裏日漸普遍而不

一定再被認爲有貶義成分。

印度人，美籍印度人 
Indian，Indian 
American
用於形容印度裔後裔(非美

國印第安後裔)。避免使用   

 「亞裔印第安人」。

Pinoy/Pinay  

(發音：pee-NOY/ 

pee-NAHY) 

這個詞用於形容美籍菲律

賓裔男性 (Pinoy) 或女性

與亞太裔有關 
但需要避免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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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ay)。雖然這些詞在美

籍菲律賓社區裏面廣泛使

用，但是有些人還是認爲

它們帶有貶義。因此，除

非直接引用那些自我稱爲

Pinoy/Pinay 的人，建議媒

體使用 「美籍菲律賓裔」。

番薯皇后/  
土豆皇后  
Potato Queen 
這是一個俚語，通常形容

那些只跟白人戀愛的亞太

裔同志，特別是男同志。

雖然這是一個俏皮用語，

但是一些人認爲它有誹謗

性。所以除非是直接引用

那些自我描述為「咖哩皇

后」的人或亞太裔人士帶

有帶有評論或點評語氣的

言論，否則建議媒體應該

避免使用此詞。

QAPA 
 「亞太裔酷兒 (Queer  

Asian Pacific American)」

的英文縮寫。一個用來形

容亞太裔同性戀、雙性戀

和跨性別人士的英文縮

寫。雖然這個詞在亞太裔

同志社區裏經常被使用，

但是它並不是被所有人 

接受。

飯糰皇后  
Rice Queen
這是一個俚語，通常形容

那些只跟亞太裔戀愛的 

同志，特別是白人同志。

雖然這是一個俏皮用語，

但是一些人認爲它有誹謗

性。所以除非是直接 

引用那些自我描述為 

 「咖哩皇后」的人或亞太裔

人士帶有帶有評論或

點評語氣的言論，否則 

建議媒體應該避免使用 

此詞。

糯米 
Sticky Rice
這是一個俚語，通常形容

那些只跟亞太裔戀愛的亞

太裔人士，特別是亞太裔

男性。雖然這是一個俏皮

用語，但是一些人認爲它

有誹謗性。所以除非是直

接引用那些自我描述為「

咖哩皇后」的人或亞太裔

人士帶有評論或點評語氣

的言論，否則建議媒體應

該避免使用此詞。



用語詞典

 「基佬 (faggot)」、 「變態 (pervert)」、「異常 (deviant)」、「dyke」等字眼 

通常都用來貶低同志群體。下面列舉了要注意的恐同字眼、綽號和有誹謗性的描述。

 「基佬」、「人妖」、「契弟」、「玻璃」、「屎忽鬼」、「fag」、 
 「faggot」、「dyke」、「homo」、「queen」、「she-male」、 
 「he-she」、「it」、「tranny」和其他綽號.
使用這些侮辱性字眼的標準應該跟使用針對其他群體的仇恨語言的標準一樣：除非是直接

引用那些充滿偏見和仇恨人的話，否則不應該使用。爲了不給這些侮辱性字眼在媒體報道

中有更多的市場，新聞工作者最好可以說「這個人使用了侮辱同志的字眼。」從而避免直

接引用這些字眼。

 「變態 (perverted)」、「障礙 (disordered)」、「異常 (deviant)」、  
 「色魔」、「不正常(dysfunctional)」、「有病 (diseased)」、「有害
的 (destructive)」和其他類似描述
美國心理學會和美國精神病學會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否定了同性戀是一種 (心理或精神) 

障礙。時至今日，「異常」、「有病」和「障礙」等言語還常被用來貶低同志作爲人的尊

嚴，或暗指他們有精神病或對社會造成威脅。這樣的用詞和言論應該避免在報道同志社區

的時候使用。如果您必須要使用這樣的用詞，它們應該被直接引用以揭露發表這些言論的

人偏見。

把同志、同性關係或同性戀跟戀童癖、兒童性侵犯、獸欲、重婚、 
一夫多妻、通奸、亂倫等聯係起來
同性戀和/或作爲同志跟戀童癖、兒童性侵犯、獸欲、重婚、一夫多妻、通奸、亂倫是完全

沒有聯係的。這樣的聯係往往是暗示同志對社會、家庭、特別是兒童構成威脅。這樣的言

論和暗示極其有誣衊性。除非有必直接引用並以此揭露發表這些言論的人的偏見，否則媒

體應該盡量避免包括這樣的言論和暗喻。

需避免的誹謗性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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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國頂尖的媒體修辭指南紛紛出版了報道同志生活、 

事宜和故事時的修辭和用語指引。因爲「同性戀 (homosexual)」

一詞源于醫學用語而且帶有貶義，極端反同志團體經常有意使用

這個詞暗指同志是病或在心理和感情上有障礙，所以美聯社、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限制這個詞的使用。正如 

 《華盛頓郵報》指出「(「同性戀」一詞)可以被認爲是穢語」。

美聯社和《紐約時報》的編輯更加明令禁止使用「性取向 

(sexual preference)」和「同性戀生活模式 (gay lifestyle)」等不

正確的用語。下列是在美聯社、《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各自的修辭指南中關於報道同志事宜時的編輯指引。

美聯社、《紐約時報》和 
 《華盛頓過郵報》修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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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gay
[在英文中]，用於形容被同性所吸引的男士和女士，雖然對於

女同志「lesbian」一詞更加適合。除非是醫學報道或指同性間

的性行爲，否則「gay」比「homosexual」更加恰當。

除非跟新聞故事有直接關係，個人的性傾向不應該被包含在報

道中。避免使用「性取向」或同性戀/異樣的

 「生活模式」。
變性 sex changes
見「跨性別」一項跨性別 transgender

如果一個人的外表特徵或打扮跟出生時的性別相反或不吻合，

應該使用他/她所偏愛的代名詞。如果代名詞的使用偏愛並沒

有明確表達，那麽就應該使用與此人公開生活中所表現的性別

相符的代名詞。

變性 transsexuals
參見 跨性別者

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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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認同性戀者  
admitted homosexual
避免使用這個詞，因爲它帶有羞辱和罪惡的暗示。假如一定要

使用一個修飾語，應該說「acknowledged」、「declared」或  

 「openly」。(參見「基」；女同性戀者；性傾向)

雙性戀  
bisexual
不要用簡化了的俗語「bi」。

同性戀  
homosexuality
參見 自認同性戀者；雙性戀；「基」；女同性戀者；性傾向

 「基」
gay (形容詞)
在英語中，在報道社會或文化認同和政治與法律事宜的時候， 

 「基」比「同性戀 (homosexual)」一詞更適合，例如： gay 

literature。在報道特定的性行爲和心理或臨床傾向的時候才

使用「同性戀 (homosexual)」。「基」可以指同性戀男性或更

廣義地指同性戀男性和女性。在需要特別指出是女性的時候，

lesbian (女同志) 會更加適合。不要將「基」作爲一個單數名

詞來使用。因該在最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用「基」作爲複數

名詞來使用，例如用在地方有限的標題中。另見 性傾向

    
NEW YORK TIM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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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



同性戀權益  
gay rights
因爲這詞會被誤解為其他人不可以擁有的 

 「特殊權益」，同志權益促進人士擔心這個用

詞會激起反對。「平等權利」和「同志的民

權」更加適合。但是在英文媒體中，因爲 

 「同性戀權益」一詞更加簡短，所以常常跟篇

幅有限的標題分不開。如果是因爲這個原因

而使用「同性戀權益」一詞，應該在文章中

再準確定義。

同性戀  
homosexuality
參見 自認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基；女同性

戀者；性傾向

女同性戀(者)  
lesbian (形容詞或名詞)
除非是用在團體名稱中，單詞首字母一般是

小寫。女同性戀女性 (lesbian women) 是不必

要的重復。見「性傾向」一項。

變性  
sex changes
見 跨性別者

性傾向 
sexual orientation
絕對不要使用「性偏好/性取向」，因爲  

 「性偏好/性取向」一詞擁有備受爭議的暗

示，指性好 (sexuality) 是一種選擇。只有在

跟所報道的故事有直接關係，而且此關係對

讀者來説很明確的時候才報道一個人的性傾

向。另見「雙性戀」、「基」、「女同志」

和「直」等條項。

性取向  
sexual preference
應該使用「性傾向」。

直  
straight
意為異性戀的。一些字典把這個詞定為 

俚語，但是其他一些字典把它作爲標準 

用語。在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應避免表達

小集團式的語氣。但是用在對比「基」的

時候，可以廣泛地將它作爲一個形容詞來

使用：The film attracted gay and straight 

audiences alike。

跨性別的  
transgender (形容詞)
一個廣義的詞形容那些現在的性別認同跟他

們出生時的性別不一樣的人。不管這些人是

否有改變他們的生理特徵，這個詞都適用。

只有在跟所報道的故事有直接關係，而且此

關係對讀者來説很明確的時候才報道一個人

的跨性別狀況。除非他們以前所使用的名字

有報道價值和跟所報道的故事有直接關係，

因該使用跨性別人士現在所選擇的名字和所

對應的代詞 (他、他的、她、她的等)。如果

不清楚知道跨性別人士對名字和代詞的選擇

偏好時，應該使用跟他們在公開場合形象所

吻合的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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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gay
除非跟所報道的事件有直接關係，一個人的性傾向不應該被提

及。如果有需要提及一個人的性傾向，在英文中，「基」可以

作爲一個形容詞來使用，除非用作複數，「基」不應該作爲一

個名詞來使用，例如：gay man，gay woman， gay people， 

gays，但「a gay」是不恰當用法。女同性戀者可以說是 

 「lesbian」。不應該說 「gay and lesbian」， 因爲「基」一詞

已經包括了女同性戀者。如果需要強調包括了男性和女性，可

以說「gay men and lesbians」。應該說「同性戀者權益活躍

人士」而不是「同性戀活躍人士」。不是每一個支持同志權

益的人都是同性戀人士。儅報道一個人是同志的時候，應該

注意如果此人不想公開他/她的性傾向，此報道會因此侵犯到

個人的隱私。

不要使用「自認 (avowed/admitted)」這個詞。

一般情況下，直接了當的報道可以避免僵硬的標簽。例如說報

道一件謀殺案就已經足夠，而不需說同性戀謀殺案。可以問你

自己是否需要用異性戀謀殺案來描述同類型的報道。最近的 

一篇報道說到一個男人「告發」他的前妻「是女同性戀者」 

描寫成一樣穢語。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說他的前妻跟另外 

一個女性有關係就已經足夠。

[在英語中]，「基」比「同性戀」一詞更恰當。「同性戀」 

[在英語]中一般只限在醫學臨床和生物等context中使用。 

應當注意把「同性戀」作爲名詞使用。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  

 「同性戀」一詞可能會被認爲是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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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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