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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类 
 （以出版社音序排列） 

 

1.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名：《汉大商务汉语新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43202093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联合编

纂，韩敬体等编著。1996 年出版。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男子和男子或女子和女子之间产生的不正常的恋爱关系。

（P.833） 

 

2.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书名：《现代汉语大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43203871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之间发生的恋爱关系。是一种心理变态（P.1131） 

 

3.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书名：《实用学生汉语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43207818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 年出版，李润生、智富

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男子和男子或女子和女子之间不正常的恋爱关系。同性恋者

大都心理不健康。（P.564） 

 

4.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书名：《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806005633 京华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王同忆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男性与男性，女性与女性，同性别的人的恋爱关系。（P.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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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书名：《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32602427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胡裕树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性别相同的人之间的恋爱关系。是一种心理变态。(P.111) 

 

6.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书名：《辞海》（三卷普及本） 

图书简介：ISBN 7532605744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辞海编辑委员会

编辑。包括彩图本（5 卷）、音序彩图缩印本（5 卷）、音序普及本（附词目索引，

4 卷）、缩印本（1 卷）、音序缩印本（1 卷）以及彩图珍藏本（9 卷）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性变态的一种，表现为同性相恋而对异性缺乏兴趣。(P.555) 

 

7.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书名：《新词语大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32613119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亢进勇、刘海润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一性别的人之间发生的恋爱关系。(P.1204) 

 

8.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名：《应用汉语词典》（大字本） 

图书简介：ISBN 7100017475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主编，2000 出版。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别人之间的性爱行为，属于心理障碍（P.1257） 

 

9.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名：《新华词典》（第三版） 

图书简介：ISBN 7100032482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主编，2001 年修订版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指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对同性人持续表示性爱倾向。属于

心理障碍（P.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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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书名：《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增补本） 

图书简介：ISBN 756003195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男子和男子或女子和女子之间发生的恋爱关系，是一种心理

变态。Homosexuality;sexual desire for those of the same sex;also 同性恋

爱（P.1922） 

 

11.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文出版社 书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60039758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李行健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别人之间的性爱行为，属心理障碍.(P.1307) 

 

12.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 书名：《现代汉语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563419942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马在淮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别人之间的性爱行为，属于心理障碍。（P.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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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类 
 

1.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书名：《牛津法律大辞典》 

图书简介：ISBN 7800141306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原著沃克, Walker , 

D.M，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英文书名《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一个人和另一个同性产生性吸引，并导致身体接触和性快感。

男性同性恋或猥亵行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成群的男人长期与女人分离的地方经

常发生同性恋，例如在监狱、在船上，但不限于这类环境。发生同性恋的原因不

清楚，不知是生物学上的原因还是心理发面的原因。同性恋带来的社会危害是相

当严重的，包括使青年人堕落，敲诈，产生心理障碍。男性同性恋长期以来受到

社会的强烈谴责并被视为鸡奸而予以制裁。英格兰《1956 年性犯罪法》规定，

如果同性恋双方私下同意并且年龄都达到 21 岁便不视为犯罪。女同性恋通常被

称为女性间的同性爱关系（来自勒斯波斯岛的妇女团体领袖、女诗人萨福）。在

英格兰这种现象并不长见，并且从未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2.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书名：《牛津法律大辞典》（2003 年版）  

图书简介：ISBN 7503636955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出版，原著：沃克 , 戴维·M·, 

Walker , David M., 李双元译。英文书名《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Homosexuality (or Sexual inversion) 同性恋、性错乱。

一个人对同性的另一个人产生的性吸引，以至身体接触和性愉悦。在成群的男人

长期与女人隔离的地方，例如在监狱、船上以及其他类似环境，男性同性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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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奸）并不罕见。发生同性恋是生物学上的原因还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目前尚不

清楚。同性恋带来的社会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包括使青年人堕落、勒索钱物、产

生心理障碍。长期以来男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并被视为鸡奸（参见

buggery）而受到刑事制裁。英格兰《1956 年性犯罪法》规定，年满 21 岁的

成年人私下里双方同意的同性恋使准许的。女同性恋通常被称为女性间的同性爱

关系（Lesbianism），词源于勒斯波斯岛（Lesbos）的妇女团体领袖，女诗人萨

福。在英格兰，女同性恋并不常见，并且从未认为是犯罪行为。(P.529) 

 

3.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书名：《法学大辞典》 

图书简介：ISBN 7800619559 团结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主编周振想。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以同性为性欲满足对象的心理异常。产生原因多样：有的因

幼年长期生活在异性之中或从小被当作异性孩子培养；还有的是因性腺发育异

常。大致可分为精神同性恋、假性同性恋和真性同性恋三种类型。精神同性恋者

没有性欲方面的冲动和要求，所谓恋只发生在思想感情方面。假性同性恋者多属

因固不能接触异性，而暂时以同性代替异性满足性欲要求者。真性同性恋者彼此

间心理、生理上都相互依恋、要求，较难矫治。（P.446） 

 

4.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书名：《法学大辞典》 

图书简介：ISBN 7532604659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行为人以同性别的人作为满足性欲的对象。性变态的一种。

一般说，两个相同性别的人具有精神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就是同性恋，而不以是

否发生性行为为必要条件。但同性恋者相互间往往具有或多或少的性行为或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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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同性恋者往往一方为主动，另一方为被动。被动者以后可能与异性发生正

常的恋爱及婚姻关系。如果仅有同性间的性行为而缺乏精神上的相互依赖关系，

如监禁中的罪犯强迫他人接受鸡奸，则不能称作同性恋。同性恋者具有辨认能力，

也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一般应认为具有责任能力。(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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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 
(含心理学) 

 

1.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书名：《心理学辞典》 

图书简介：ISBN 7506006421 东方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原著彼得罗夫斯基 , А.

В, 雅罗舍夫斯基 , M.T. 赵壁如译。英文书名不详。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对同一性别的人的性欲，男性；女性间的同性恋成为勒斯波

斯同性恋（来自勒斯波斯岛），关于同性恋的解释，也像关于其他性爱定向的解

释一样，至今尚不统一。有一些科学家把同性恋与人的天赋的双性化特征相联系，

另一些科学家把它同胚胎发育期的荷尔蒙激素平衡失调相联系，还有一些科学家

把它同幼儿期或少年期个体发育和教育的特点相联系。根据И.C.柯恩的资料，有

同性恋性生活行为的在男性中占 2%－5%，在女性中占 2%－3%。在少年期偶

然有这种接触的（多半是嬉戏方式）约占儿童的 25%－30%。某些人是双性特

征俱有者，他们在长期过程中交替进行同性恋的和异性恋的联系。对同性恋的态

度在不同的社会里各不相同。在有些民族里，同性恋接触是少年人的成年仪式中

必不可少的部分，人们相信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把成年男子的力量及其他能力传给

儿童。在许多社会里，同性恋被认为是少年人的正常现象，但对于成年人则不许

可。在大多数社会里，同性恋为人们所谴责。在中世纪，同性恋被认为是罪恶的，

是一种恶习，凡被认为有这种行为的人都要受到严惩。在 19 世纪，它被人们认

为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现在，大多数科学家倾向于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特殊

的生活方式。情爱性欲方面的癖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他们有意识地选

择的事情，因此，追捕他们是没有意义的，是残酷的。在大多数国家里，对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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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接触加以刑事惩处的有关规定均已废除。同性恋也已从精神

疾病名录中删除，因为不论根据哪一次心理测验，同性恋的个体都和异性恋的没

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说，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同总的这种或那种文化的宽松程度紧

密地联系着的，越是不宽松的社会，就越是强烈地反对同性恋，当然也包括其他

偏向的生活方式。在个体意识的水平上，对同性恋的憎恨往往是针对自己的尚未

意识到的同性恋感情的一种心理自己手段。同性恋者的心理特征主要的不是取决

于他们的性爱定向，而是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态度。同性恋是严重的心理问题。对

自己的性心理异常的认识，往往会使人们感到病态的严重性，使少年人不敢自我

透露内心秘密，并成为他们自杀的原因，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可以预防儿童和少

年的同性恋，而成年人缺乏专门知识的干预只会使困难更严重。用于心理治疗的

方法校正性爱定向，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非常复杂。(P.365) 

 

2.出版社：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书名：《协和医学词

典》    

图书简介：ISBN 7810347330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8 年出版，严慰慈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在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性爱倾向，或

同性成员具有性爱吸引力。这种性爱倾向指思想与感情而言，伴有或不伴有性行

为；与此同时，对异性成员可以毫无性爱倾向，也可仍有减弱的性爱倾向或正常

的性行为。同性恋常从少年期开始，可在与异性经常接触的环境中，持续表现对

同性成员的性爱倾向，因此难于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同性恋在许

多国家认为是性心理障碍，但美国否认，故已经不列入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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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理治疗和行为治疗为主。（P.756） 

 

3.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书名：《应用心理学词典》 

图书简介：ISBN: 7219021860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贾云等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性变态中最常见的一种，指以同性为满足性欲的对象，与同

性发生真的或想象的性行为。见于各种年龄的男女，多见于未婚青年。其特征是，

从幼年起即出现某些迹象，如扮异性角色，爱与异性嬉戏，嗜穿异性服装，体态、

动作、腔调也与异性类似；青春期开始对同性产生好感，而对异性毫无兴趣，甚

至非常厌恶；虽认识到不能按不正常的意向与同性建立感情，却不愿与异性结合。

同性恋者性变态程度不一，有的完全不能接受异性；有的可同时保持对同性与异

性的性欲，有的在特定情况下偶尔发生暂时的同性恋行为。通常随年龄的增长，

程度不一的同性恋意向会逐渐减弱以至消退。（P488） 

 

4.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书名：《诊断学大辞典》 

图书简介：ISBN:7508000862 华夏出版社 1993 年出版，杨志寅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性欲望和性行为以同性为对象。从绝对同性恋到异性恋之间

存在一系列形式。绝对同性恋以同性恋为唯一性活动方式。偏好同性恋以同性恋

为偏好的性活动方式，但也可有异性恋。两性性欲兼有同性恋和异性恋。境遇同

性恋以异性恋为主要的性活动方式，但在一定境遇下也有同性恋性活动。潜隐同

性恋指在潜意识中存在同性恋的冲动和欲望，也可是自己意识到了，但未公开以

行动表现出来。它与潜意识同性恋常作为同义词交换使用。隐匿同性恋指潜意识

中强烈的同性恋冲动以隐匿的方式表现，譬如一已婚男子坚持以肛门性交代替阴



 11 

道性交以得到更大的满足。隐匿同性恋亦与潜隐同性恋作为同义词交换使用。男

子同性恋常二人结伴或多人活动，甚至成立社团。往往注重于满足性欲，关系不

固定者多。性活动以互相手淫为主，或含阳，也作肛门性交。常互相交换主动与

被动，亦有常作被动者，其举止模仿女性，甚至着女装。女子同性恋常是两人结

伴，用情专一，关系多固定而持久。性活动以互相手淫为主，或舔阴，少有用人

工阳具者。两人间可交换主动与被动。亦有常作主动者，其举止行为有男子气概，

甚至着男装。同性恋存在于一切民族，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是一种不正常的性

心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不同个体中，生物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

也不相同。（P．391） 

 

5.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书名：《诊断学大辞典》（第二版） 

图书简介：ISBN: 7508029623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杨志寅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性变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同性为满足性欲的对象。这些迹

象往往于幼年时即可见，男性较女性多见。这种人因不正常的性意向不能被社会

所接受而产生忧郁情绪，但又厌恶异性，故常独身。在我国古书上把男子同性恋

称为“男风”、“龙阳之好”、“断袖之癖”。对于同性恋是否属于疾病意见不以，

仍无定论。男子同性恋者多着重于性欲的满足，可引诱好几个人或侵犯非同性恋

者；女子同性恋者常有专一的感情。在同性恋的双方，一般有一方是真正的同性

恋者（即男性被动型和女性主动型者）。他们的身心素质方面都有极大的变态和

具有较多的异性特征。如果追根求源可能是体质性的，称为素质型同性恋者。此

种素质型的同性恋者完全以同性作为性活动的对象。而绝对厌恶异性者，比较难

于纠正。而同性恋的另一方则是比较正常的，从属的，即男性主动型和女性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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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他（她）们参与同性恋活动常是出于暂时的感情联系，或者由于具有较强烈

的性欲要求和兴趣，并且作为其多种性变态行为的一种。这种人在年长后此种变

态性意向可好转。(P.539) 

 

6.出版社：人民军医出版社 书名：《现代临床医学辞典》 

图书简介：ISBN:780020328X 人民军医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鞠名达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以同性作为满足性欲的对象的一种性变态。表现对同性产生

持久强烈的性爱和感情，终日恋恋不舍，同宿同睡，形影不离，甚至肉体相互摩

擦来满足性欲。但对异性厌烦疏远。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可消退。（P.1025） 

 

7.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书名：《精选医学词典》（英汉双解 第四版） 

图书简介：ISBN:7117030585 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 年出版。原著马丁 , E.A.MA, 

Martin , E.A.MA, 白永权译。英文书名:《Concise medical dictionary》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Homosexuality 同性性欲，同性恋  公开或隐密地被自己

同性的个体所性吸引的状况。两性均可发生。该病原因尚不清楚，但有一些证据

表明与遗传基础又关。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异常，但对希望改变其性指

向的个体，常可给予帮助。尽管可以压抑性冲动，但对改变性指向没有有效的药

物。寻求治疗同性性行为的病人常常得益于心理咨询，以减轻该病带来的焦虑和

犯罪感，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的性行为。(P.720) 

 

8.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名：《现代医学辞典》 

图书简介：ISBN:7533104781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刘福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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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恋指男性或女性完全或主要以同性作为自己性活动的对

象。往往在幼年即出现一些迹象。男性多见。此种人因不正常的意向不能被社会

所接受而产生忧郁情绪，但又厌恶异性，故常独身。随年龄的增长这种变态性意

向可好转。它在我国被认为是心理障碍的一种。(P.571) 

 

9.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书名：《心理学词典》 

图书简介：ISBN:7532716740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原著雷伯 , A.S， 李

伯黍译。英文书名《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 

homoerotism 同性恋，同性性欲(1)特指指向同性别成员的性爱情感;(2)特指见

homosexuality 同性性欲（P.371） 

 

homosexual 同性恋 

性爱指向同性别成员的人。见 homosexuality 同性性欲条释文。(P.372) 

 

homosexuality 同性性欲 

这个术语相当通行地用来指同性别成员间的性接触。这种“接触”也许是短暂的、

非情欲性的和偶然的，或者表现为单方面的（如果不排除的话）性欲表述模式。

因而在其真正意义上，该术语可见于这样的心理学文献，其中专讲这样的人，他

们或者仅有一两次心血来潮的同性性体验，或者从未有过异性性交。综合性调查

表明人口中约有 40%的人曾有过至少一次情欲性的同性恋体验，而在性欲亢奋

的人中只有 1%是专门的同性恋者。长久以来，人们对同性恋一直有一种强烈的



 14 

反社会性偏见，这有精神病纲要中关于同性性欲的 DSM（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

断与统计手册》）的结论为证，直到最新版（1980 年）中才删去。新近的开明观

点倾向于把同性性欲看作只是一种特殊的性爱表现，无需任何临床判断，唯一的

例外见 ego-dystonic * homosexuality 自我张力障碍＊同性恋。注意，在某些

通俗文章中，甚至在某些专业性著述中有一种倾向，即用 homosexual 一词专

指男性，而以 lesbian 指女性。现在，术语 gay（同性恋）作为指两性的通用名

称已成常用词了。 

 

homosexuality, ego-dystonic 同性性欲，自我－张力障碍型的 

个体固执地总想改变其性爱的同性性欲。在最新的心理学和精神病障碍文集里，

这是被划为精神障碍的唯一的同性性欲形式。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性爱本身，而

在 于 对 性 爱 的 苦 恼 和 焦 虑 ， 以 及 总 想 成 为 异 性 人 。 与 ego-syntonic * 

homosexuality 自我精神和谐的＊同性恋相比较。 

 

homosexuality, ego-syntonic 同性性欲，自我－精神和谐的 

个体把自己的行为看作仅仅是一种自然性爱的表现而感到坦然并予以承认的同

性性欲，与 ego-dystonic * homosexuality 自我张力障碍＊同性恋相比较。 

 

10.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书名：《心理学大辞典》（下卷） 

图书简介：ISBN 7532093182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性心理障碍的一种，在正常社会生活条件下，与同性成员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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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现性爱倾向。包括思想、情感和性爱行为。同性恋者亦可有正常的性行为，

其与异性恋之间是一种持续的、移行的谱带。其产生原因与发生机制尚不清楚，

有认为有遗传因素的作用，也有认为社会心理因素更为重要。后者认为，在性爱

的个体发展史中，先出现同性恋阶段，然后逐步向异性恋过渡，最后达到完全的

异性恋阶段。童年特殊的教养环境与人物接触，若抑制了异性爱的发育，则可能

使患者固着于同性恋阶段。可以是纯精神性的，并无肉体接触，但多数情况下，

同性恋之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性行为。在男同性恋中，性行为的主要表现包括口

腔与生殖器接触、相互手淫或肛门性交。在肛门性交中，彼此可互换角色，但更

多的情况是一方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者一般是真性同性恋

者。在女性同性恋中，除采用口腔与生殖器和手淫方式外，还采取拥抱、阴部相

互加压摩擦，或使用人工阴茎、电振荡器等器具。她们中的真性同性恋者在性行

为中总是扮演主动角色。多数情况下，同性恋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的身份与其真

实性别相称，也有同性恋者喜欢从事异性爱好的职业，或具有异性的业余嗜好。

如男同性恋者喜欢织毛衣，女同性恋者喜欢抽烟喝酒。同性恋的病程转归和预后

不一。真性同性恋症状持久，而假性同性恋，如境遇性同性恋，一但环境改变，

具有接触异性的条件之后，其同性恋行为多会自行终止。有的西方国家视同性恋

为正常行为。（P.1253） 

 

11.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名：《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临床医学 上

卷） 

图书简介:ISBN 7532338517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出版，总主编中国医

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临床医学编辑委员会，本册主编戴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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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恋（homosexuality）是指成年人对同性产生性爱的思

想和感情，而对异性相对冷淡。按性学专家 Kinsey 的观点，成年人大多数是异

性恋，少数是同性恋，而又一部分则既有异性恋又有同性恋。对于某一个个人来

说，可能自己内心是同性恋，而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异性恋者，因为他有妻子和子

女；他很可能只有对同性的性幻想，但因社会习惯和影响仍与异性结婚并有性行

为。所以在流行学调查时如何确定同性恋，往往相对困难，因而产生统计上的差

异。国外一般认为，在男性中同性恋者至少有 1%－3%，既是同性恋又是异性

恋者也有 1%－3%；在女性中，两者都是 1%。中国未有此种调查，而且历来把

同性恋的定义为与同性对象发生性行为者，因此一般认为为数较少。从生物学的

角度看，异性恋者有利于保持种族繁衍，而同性恋则不然，因而传统上认为同性

恋是不正常的。由于同性恋者并没有性器官的生理解剖异常，因而同性恋被纳入

性心理异常。近年来西方社会有些人认为选择同性或异性相恋是个人的权利，医

生无权将同性恋作为异常或病态，因此美国精神疾病分类在本世纪 80 年代已取

消了同性恋这一类别。产生同性恋的原因不明，因而要使之转成异性恋比较困难，

特别是很多同性恋者并不希望转换。在中国，女性同性恋者常不被人注意，男性

同性恋者如被发现，常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行为。（P.897） 

 

另，本书“性功能障碍”词条提及同性恋： 

绝大多数人的性爱都是指向异性，排斥同性的（可以称为异性恋），如果相反，

则称为同性恋。同性恋者并不都完全排斥异性。一对同性恋者常有一人较主动，

一人较被动。被动者的排斥异性的倾向较小，因此有些最后可以脱离同性恋而与

异性结婚，造成主动者的“失恋”。完全的、终生的同性恋者较少；爱好同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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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与异性结婚者，或以异性恋为主，对某些同性也有性爱的

爱好者较多。同性恋者男女均有，在西方报道较多，在我国报道不多。同性恋一

般是认为违反生物学规律的不正常现象，而且被作为精神医学的一个课题。但目

前美国精神医学会已经在精神疾病分类中取消同性恋这个项目，只保留主动要求

治疗的同性恋者（称为 ego-dystonic homosexuality），但在最近的（1987，

1994）分类中，连这一保留名称也取消了。《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中也取消

了这一名称。近年来，因为发现艾滋病与同性恋关系密切，因此，同性恋者有所

减少。同性恋因为原因不明，所以目前无特效的处理方法。(P.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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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类 
 

1.出版社：百科文化事业公司（台湾）  书名：《21 世纪世界彩色百科全书》(国

际中文版卷 3)        

图书简介绍：百科文化事业公司 1984 年出版，蔡辰男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恋 homosexuality 为性心理变态（sexual deviation）

之一种。亦即其爱恋与性欲的对象只限于同性，而对异性不感兴趣，甚至于觉得

厌恶。然而同性恋亦因程度之不同而分为真正的（或绝对的）同性恋，双性恋

（bisexuality）或不绝对的同性恋（Nonexclusive homosexuality），以及偶

发性（或境遇性）的同性恋。按心理分析论者的看法，在性驱动的支配下，个体

行为的发展。在儿童期对游伴的同一性别者亲近，最后发展成熟时后才转变为异

性恋（heterosexuality）。同性恋的情形男女都有。至于其形成的原因，约可归

纳为：（1）个人生理因素，例如腺体分泌和脑下垂体的异常；（2）个人生长的

经验和家庭因素，例如情绪受创，或自同性恋期进入异性恋期遭遇挫折；（3）社

会文化的因素，例如军队，监狱，船只等特殊环境，或对传统规范的反抗等。(P.678) 

 

2.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书名：《简明中国大百科全书》 

图书简介：ISBN 750801149X 华夏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简明华夏百科全

书>>总编辑委员会编著.。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以同性为对象的性行为或性兴趣，是反应在性行为上的变态

现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同性恋是禁止的，有的还绳之以法，但也有予以默认

和公开承认合法化的。同性恋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以 S.弗洛依德为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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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论认为，同性恋属于人的本能，它和人的童年生活有关。行为学派认为，同

性恋是人后天学习的结果。法国女权主义代表 S.de.波伏瓦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认

为，妇女同性恋是妇女对男子中心社会的一种反抗。现代科学证明，同性恋的产

生除了某些遗传、内分泌等生物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外界社会现象等多种复杂

原因。同性恋会严重影响个人人格、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稳定。（P.921） 

 

3.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书名：《中国大百科全书》（精华本 卷 5） 

图书简介：ISBN 7500066627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中国大百

科全书总编委会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以同性为对象的性行为或性兴趣。是反映在性行为上的变态

现象。同性恋现象由来已久。苏格拉底曾称赞男色是高尚教育的象征。中国古代，

同性恋的现象也见于历史典籍。现代西方社会，同性恋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世

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同性恋是禁止的，有的还绳之于法。但也有予以默认和公开承

认其合法性；在美国，本来是禁止同性恋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的州则予

以默认。一些同性恋者在“恋爱”成熟以后，公开举行婚礼仪式，登记同居，组

成“家庭”，以“夫妻”相称。他们要求得到立法保护，要求政府给与支持，反

对社会歧视。同性恋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以 S.佛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论认

为，同性恋属于人的本能，它和人的童年生活有关。行为学论认为，同性恋是人

后天学习的结果。法国女权主义代表 S.de.波伏瓦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认为，妇女

同性恋是妇女对男子中心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抗。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同性恋的产

生，除了遗传内分泌等生物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外界社会环境等多种复杂原因。

同性恋给社会、家庭、个人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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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书名:《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订版 卷

9） 

图书简介：ISBN 750006958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主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同性恋 homosexuality 以同性为对象的性行为或性兴趣。

是反映在性行为上的变态现象。同性恋现象由来已久。苏格拉底曾称赞男色是高

尚教育的象征。中国古代，同性恋的现象也见于历史典籍。现代西方社会，同性

恋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同性恋是禁止的，有的还绳之于法。

但也有予以默认和公开承认其合法性；在美国，本来是禁止同性恋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的州则予以默认。一些同性恋者在“恋爱”成熟以后，公开举

行婚礼仪式，登记同居，组成“家庭”，以“夫妻”相称。他们要求得到立法保

护，要求政府给与支持，反对社会歧视。同性恋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以 S.

佛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论认为，同性恋属于人的本能，它和人的童年生活有关。

行为学论认为，同性恋是人后天学习的结果。法国女权主义代表 S.de.波伏瓦从

妇女解放的角度认为，妇女同性恋是妇女对男子中心主义社会的一种反抗。现代

科学研究证明，同性恋的产生，除了遗传内分泌等生物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到外

界社会环境等多种复杂原因。同性恋给社会、家庭、个人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5.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书名:《中国百科大辞典》 

图书简介：ISBN 750006355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王伯恭主

编。 

同性恋一词的解释：以同性作为性欲和性依恋对象的性行为或性关系。通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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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是性变态现象，一般男性多于女性。同性恋产生的原因，目前尚无定论。

有些学者认为是遗传所至；有些人认为是源自早期性心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还

有些同性恋似乎与文化传统有关，例如在古代希腊，男性同性恋曾被认为比异性

恋有更高的价值。同性恋的类型也各不相同，有些只是偶然性的同性恋，这种现

象往往发生在常年过集体生活，很少有异性接触的人中间，如士兵、囚犯等等，

一旦这种生活结束，他们便恢复正常的两性生活；有些比较正式，他们公开举行

结婚仪式，以夫妻相称，组成家庭；还有的人在与异性恋有性关系的同时，保持

与同性的性交往。同性恋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被禁止，但在少数一些国家和地

区，同性恋是得到认可或默许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同性恋是对正常的家庭秩

序的一种冲击，对个人和社会不会有好的影响，因而不应提倡。(P.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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