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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性别
          Sex

染色体、性腺、激素、内外生殖器、第二性征等
与性行为和生殖繁衍相关的人类体质差异的总
合。常见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的二
元 分 类 ， 也 存 在 介 于 两 者 之 间 的 间 性
（intersex）状态。生理性别往往成为社会对个
体实行进一步分类与管控的依据。

          性别规范
          Gender Norms

一定的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何谓“男人”或
“女人”、何谓“阳刚”或“阴柔”、以及男女分
别应该“像什么样”“做什么事”的一系列规定。
性别规范常是二元对立的结构，通过对人群分类，
形成不平等的权力阶序，从而达到管控目的。           顺性别

          Cis-gender

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一致、且性别表达与性别规
范相符的情形。例如，一个身体被划分为女性的
人（生理性别），认同自己是一个女人（性别认
同），顺从社会对女人的期待（性别规范），并
表达出阴柔的性别气质（性别表达）。在社会生
活中顺性别者常被赋予特权。

          跨性别
          Trans-gender

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或性别表达与性别规
范相悖的情形。跨性别是一个集合名词，其当代
形态包括但不限于变性者、易装者、扮装者、男
跨女或女跨男、性别酷儿等。

          易装者
          Cross-dresser，简称CD

在男女二元框架下穿着异性服装的人。易装者通
常不企图改变其生理性别，易装的程度也从部分
到全套因人而异。易装是一种性别表达，可能但
不一定和性行为相关。

          变性者
          Transsexual，简称TS

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并且希望或已经通过
激素和手术等医疗手段改变自己的身体形态使之
与 自 己 认 同 的 性 别 相 近 的 人 。 又 有 手 术 前
（pre-op）、手术后（post-op）及不做手术
（non-op）等细分。改变身体的医疗手段主要
有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和性别重建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在采取医疗手段之前或之初，通常配以真
实生活体验（real life experience, RLE）以了解
当事人以新性别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而从使用
激素到完成手术的这段时期常被称为过渡期
（transition）。

          社会性别
          Gender

各个社会对生理性别进行的文化建构。社会性别
是社会设定的一系列性别规范、个人在性别规范
框架下确立的性别认同、以及个人基于这种性别
认同而呈现出的性别表达这三者的互动过程。社
会性别常见“男人-阳刚”（man-masculine）
和“女人-阴柔”（woman-feminine）的二元
建构，也有一些社会拥有更加多元的社会性别体
系。

关于性别越界的解释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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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装者
          Drag

源于西方社会的一种娱乐表演性易装，其中男扮
女装者称“扮装王后”（drag queen），女扮男
装者称“扮装国王”（drag king），表演者的生
理性别与性别认同不一定不同。中国传统戏曲如
京剧和越剧中也有类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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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表达
          Gender Expression

个人基于性别认同而外在表达的某种社会性别。
常见的表达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发型、衣着、声调
和体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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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个人基于性别规范而内在认同的某种社会性别。
性别认同常常但不总是以生理性别为依据，也不
总是符合非男即女的二元结构，也不一定被表达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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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同语

同语是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成立

于2005年1月。同语关注中国在性

倾向或性别身份上遭受压迫的群

体，旨在通过社群动员、公共教育

和政策倡导，推动公众对多元性别

议题的认知，消除歧视，争取平等

权益。

Email：tongyu.org@gmail.com

网站：www.tongyulala.org

新浪微博：@同语拉拉资讯

          跨性别正统主义
          Trans-normativity

认为符合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的跨性别者才是
“好的跨性别”的世界观。例如，在性别跨越之
后性倾向是异性恋的、顺从当前主流的对男女的
性别规范的跨性别者。

更多
思考

推荐

（台湾）TG蝶园

台湾第一个公开的跨性别团体，于2000年成立。 除
了提供跨性别朋友与家属专线、聚会支持角色外，蝶
园也同时关注各式各样人权与性别议题，期待改变大
众对跨性别的歧视与误解。

网站：http://transgender-taiwan.org

（美国）跨性别平权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通过倡导、合作与赋权推进跨性别平等权益的社会正
义组织

网站：http://transequality.org/

（英国）敦促改变（Press for Change）

通过立法和社会变革争取跨性别平等权益的政治游说
和教育机构

网站：http://www.pfc.org.uk/

（澳大利亚）性别中心
（The Gender Centre）

为跨性别及多元性别社区提供服务的教育、支持、培
训和资源中心

网站：http://www.gendercentre.org.au/

（香港）跨性别资源中心

跨性别资源中心成立于2008年7月1日，以教育为目
的出发，为社会人士及跨性别社群提供信息及资源，
以帮助社会加深认识跨性别议题，及让社群中人得到
应有之协助及权利。

网站：http://www.tgr.org.hk

我自己是什么（生理/社会）性别？我
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这个性别的？我
喜欢自己的这个性别吗？

1

我自己的性别表达是怎样的？我为什
么会有这样的性别表达？我的性别表
达和那些跟我相同性别的人完全一样
吗？

2

我想让别人相信我是哪种性别？为此
我采取了哪些办法？如果我不这样
做，别人还会相信我是这种性别吗？

3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承认哪几种性别？
这个社会规定各个性别的人应该做和不
应该做的事情有哪些？这些规定给各个
性别的人带来了哪些影响？

4

我们生活中的哪些空间分布是因性别
而异的？哪些人际关系是因性别而异
的？哪些实际权利是因性别而异的？5

一个生理性别处于男女之间的人会有
怎样的性别认同？这样的人在社会生
活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产生这些问题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6

一个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不同的人会希
望使用什么性别的厕所？这样的人会希
望别人对其使用什么性别的人称？谁有
权决定这些人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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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些人希望改变自己身体的性
别特征？这些人是否必须要改变身体
才能实现其性别认同？为什么身体的
形态成为了判定性别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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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认为异性恋才是正常行
为？为什么有人认为性别认同和生理
性别一致才是正常心理？为什么有人
认为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都有好坏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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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没有见过一个在性别方面与众不同
的人？我当时和现在对这个人的看法一
样吗？如果今后我再次遇到这样的人，
我会怎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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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跨女和女跨男
          Male-to-female, MtF
          Female-to-male, FtM

在男女二元框架下的两种性别跨越模式，当事人
的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相反并希望以自己认同的
性别身份生活，但不一定以医疗手段改变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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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混过关
          Passing

一个人采用特定的性别表达或身体干预手段，从
而使旁人相信他/她就是他/她所希望扮演的那种
性别身份。事实上，一切拥有性别身份者，每天
也都在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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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酷儿
          Gender-queer

性别认同不顺从非男即女的二元结构的人。“酷
儿”（queer）指性倾向、性别认同不顺从当前主
流的性与性别规范，英文原意为“古怪反常”，
后被性少数者用于自我形容以示对歧视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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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倾向
          Sexual Orientation

对男性、女性或两性持久地产生感情、爱慕和/或
“性趣”。性倾向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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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性恋正统主义
          Hetero-normativity

认为异性恋行为及异性恋模式才“正常”的世界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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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和谐正统主义
          Cis-normativity

认为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一致且性别表达与性别
规范相符才“正常”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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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顺从和性别越界
          Gender Conformity
          Gender Transgression

分别指对性别规范的服从和逾越。性别顺从可能
发生在跨性别者身上（例如男跨女或女跨男在跨
越后仍顺从当前主流的对男女的性别规范），而
有性别越界行为的一些当事人可能并不认同自己
是跨性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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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正统主义
          Homo-normativity

认为符合主流的性与性别规范的同性恋者才是
“好的同性恋”的世界观。例如，实践一对一关
系的、双方都是顺性别的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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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认同障碍和性别焦虑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ID 
          Gender Dysphoria

前者指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的“病态”心
理，带有强烈的精神病学色彩和对跨性别的病理
化立场，且仍是许多国家的跨性别者获取医疗资
源以改变身体形态的门槛；后者指因自己的性别
认同与社会的性别规范向左而产生的不适感，但
不是一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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