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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
變」，應該是最符合熱線狀態的描述。

從 2015年初開始在內部討論欣
潔參選 2016年立委選舉（是的，熱
線特別為了這件事辦了兩次跟義工以
及理監事的內部討論），到決定接下
已經幾年沒有承辦的台北市同志公民
活動（我其實很想用舊名字＂公民運
動＂，因為熱線是以做運動的想像在
做這件事），到十月底的 ILGA-ASIA
國際研討會作為在地組織團隊開始接
下原本不在預期中的工作，加上八月
底的大樓火災讓熱線要搬到真光教會
借給我們的臨時辦公室，熱線的工作
人員以及義工們就在一波又一波的變
動中奮力的往前邁進。雖然辛苦，但
是可以看見事情往前進，很有成就
感，特別是與一些國際組織的連結，
讓熱線長久深耕的弱勢議題，也可以
被看見，甚至轉化成將來跨國合作的
機會。

但是，我們也面對更加嚴峻的挑
戰，特別是來自保守宗教團體，開
始經營媒體，開始用流行文化的手

段去傳播抹黑的訊息，開始組織政黨
並且初次參選就已經獲得 1.69%的政
黨票，持續變身成各種家長與社福團
體在課綱以及各種議題上取得發聲的
位置，甚至在新竹教育大學下成立了
「性別教育研究中心」。對手已經更
為積極更有策略地開始建立陣線，對
同志社群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對熱線來說，我們持續關注社群
內部弱勢議題的同時，也要想辦法在
既有的工作中突破對手的圍堵；也希
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熱線，讓我們在
持續變動的情勢當中，不斷地找出同
志運動在台灣前進的路，甚至是與
國際合作成為亞洲的標竿！ Support 
Hotline, Support Yourself!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理事長
林維尼



秘書長的話

如果妳／你問我 2015年對熱線
來說是個怎麼樣的一年，我會說是個
充滿巨大考驗的一年！

8月 29日（六）凌晨，熱線台北
總會所在大樓的 1至 3樓發生火災，
隔週一上班，辦公室同仁們就開始忙
碌地著手從未經手過的災後工作。從
尋覓可以臨時辦公的安身之處、確
認財物損失、人力搬運位於 12樓的
屋內物品，直到安頓各種活動所需場
地、穩定服務的提供、確認大樓修復
進度等，大夥便是在災後諸多不便的
情境下，接起這一項項天外飛來的工
作。

更遑論除了例行的工作，熱線還
在 9月還舉辦了「彩虹早市揪團來─
台北市同志公民活動」，10月底更
舉辦了為期 3天的 ILGA-ASIA國際研
討會，接待了 3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國
的同志運動者。在書寫這篇文章的時
刻，回頭看去年下半年的日子，真的
打從心裡十分敬佩、也感謝同仁們與
熱線義工們，竟可以在遭遇火災、遷
居臨時辦公室的情境下，順利地完成

這些大型活動。
在此除了要感謝眾多出借場地給

熱線的團體與機構，特別是真光教會
提供交誼空間讓熱線作為臨時辦公室
之用，安穩了熱線的基本所需，更要
感謝災後這段時日裡，用各種形式幫
助熱線的個人、團體與機構。唯有各
位的大力幫忙，才讓熱線有辦法在災
後過程中，無後顧之憂地逐步復原。
而就在遭遇火災的四個多月後，2016
年 1月中旬，熱線總算順利搬回原大
樓辦公。

熱線便是在去年如此忙碌的日子
中，仍然努力地、紮實地做好這份工
作成果中所列的工作，包括提供給同
志社群的多元服務、針對社會的教育
宣導、針對國家政策與議題的倡議、
與國際組織進行交流與串連等工作。
希望透過這份工作成果，讓妳／你對
熱線有所認識，也邀請妳／你能以捐
款支持熱線，讓熱線可以持續為同志
運動而努力！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秘書長
彭治鏐

Our works

工作報告



28%  感情
23%  愛滋與性
15%  家庭
13%  自我認同
21%  其他電話諮詢

55,696mins.
分鐘

1427calls
通

同志
與性別教育 38,480attendees

人
548sessions

場次
5%    教育工作者

1%    社區民眾
1%    公家機關
2%    同志社群
1%    助人及醫療相關

90%  國小至大學學生

656,682 attendees
瀏覽人次

5,617attendees
人

61sessions
場次

29.5% 同志社群/社團

36.1%
公衛醫護與
助人工作者

34.4% 學生／一般大眾

篩檢/諮詢
愛滋梅毒匿名篩檢／諮詢服務

SongYY網站
男同志性愉悅／性教育網站

演講/講座
愛滋及性健康演講／講座

287hrs.
小時

287attendees
人次

33attendees
人次

HIV＋陪診/晤談

愛滋
工作

教育訓練
主辦北部愛滋篩檢諮詢教育訓練

影片拍攝
拍攝影片《我藥 • 你的愛》

政策/法律
與愛滋團體組成「愛滋修法聯盟」

111attendees
位

一線愛滋公衛醫護人員

呈現感染者初服藥的副作用及擔心服藥被發現的焦慮，
讓大眾了解感染者服藥需要更多的支持與陪伴

影片《我藥 • 你的愛》

針對愛滋條例修法後感染者治療費用及外籍感染者議題，持續督促政策制訂
組成「愛滋修法聯盟」

620attendees
人次

36sessions
場次

19% 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17% 櫃父母下午茶

31% 家庭主題演講

33% 「好家在」出櫃聊天小聚

同志親人
個別會談／諮詢服務 10attendees

人
個別會談

44attendees
人

電話諮詢

家庭工作

465attendees
人次

25sessions
場次

7% 全台五地聊天會

24% 親密關係相關講座

46% 性愉悅、性健康相關座談

23% 親密關係與情慾探索團體

483attendees
人次

13sessions
場次

讀書會
北／中／南

北部

中部

南部

50attendees
人13sessions

梯次

6attendees
人1sessions

梯次

16attendees
人2sessions

梯次

非典型
親密關係

176attendees
人次

29sessions
場次 77%

芭樂小雞塊
-青少年同志雙聚會

23%
青少年同志
性‧愛聊天室 人次％比

人次％比

場次％比

親密關係
（女同志）

人次％比

25% 座談會/聚會

75% 主題演講

青少年同志



1544attendees
人次

44sessions
場次

彩虹熟年巴士

彩虹台灣手語班

老年女男同志口述歷史訪談

老年同志探訪與關懷服務

187attendees
人2sessions

梯次

2sessions
梯次

3attendees
位

25attendees
人次

43attendees
人11堂

541attendees
人次

23sessions
場次

人次％比

21% 北南東跨性別聚會

10% 跨性別主題討論會

33% 跨性別主題演講

36% 跨性別「晃遊性╱別」座談

11% 熟女同志聊天會

14% 身心障礙同志支持交流

30% 光陰故事座談會

45% 政府、醫療社福、同志社群
談老年、身心障礙與長照演講 人次％比

跨性別

次
times61 獨自或聯合召開記者會，

接受各種媒體採訪露出

次
times15 組織間參訪交流

次
times11 參與各場遊行

聲援社運行動

次
times20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

座談、諮詢會議與公聽會

人權倡議與社運連結

老年同志

拜訪
國外機構

次
times4

國外機構
來台交流

次
times15

拜訪華盛頓州
民主黨團出櫃州議員

位
times5

參與香港亞洲
進步社會工作論壇

參與華人拉拉聯盟
濟南拉拉營

參與CSW-NGO
會議

國際事務參與與連結

協助性侵害領域社工
更了解男男性侵害議題 200attendees

位男男性侵害議題討論工作坊

提供友善環境，分享經驗、
討論相關議題並相互支持

9sessions
場

93attendees
人次

熱線內部雙性戀聚會

熱線官網 896,092visitors
瀏覽人次

協助全台助人工作者
面對性別議題時的應對能力 83attendees

位

助人工作者
性別敏感度培訓工作坊

各地家暴網絡專業人員
性別敏感度訓練

4sessions
場

105attendees
人次

台北市家暴網絡專業人員
進階同志議題訓練

2sessions
場

60attendees
人次

參與《秘密說出口─同志親密暴力諮詢網》
的經營與推廣工作親密暴力服務方案

（ 與 現 代 婦 女 基 金 會 合 作 ）
創造更安全友善的家暴服務給需要的同志朋友

接受香港民間家暴服務組織「和諧之家」
參訪，與之交流

榮獲第二屆紫絲帶獎
推廣創意團體獎

音樂會／市集 6,000attendees
人次

展覽 6,012attendees
人次

104年臺北市
同志公民活動大型活動

結合第二屆彩虹路跑
舉辦「彩虹早市揪團來：音樂會‧市集‧展覽」
使更多台北市市民對於同志有更多的認識。

PART 1

其他工作



5-10月 網站累計 22,591page views
瀏覽量

7,788visitors
瀏覽人次

ILGA研討會官網

第六屆ILGA-ASIA國際研討會：靈魂．身體自主
大型活動

PART 2 台灣首次舉辦亞洲最大同志國際會議，為期3天，來自超過30個國家、
約358位同志運動工作者參與交換經驗、超過25則來自國內外媒體的報導

3days
天

活動為期

358attendees
人

同志運動工作者

30 countries
國

參與國家
+

記者會

平行論壇/工作坊

周邊會議（家庭、愛滋）

大型演講 （婚姻平權、與邊緣族群的交織性、
亞洲同志政策與倡議趨勢）

2sessions
場次

1sessions
場次

3sessions
場次

28sessions
場次

正式議程外，
熱線自主發起會外會，

容納更多元的聲音與立場。

會外會 5sessions
場

11位 工作人員

81位 義工朋友

ILGA研討會台灣工作團隊

同志父母個別會談服務 24attendees
人

櫃父母下午茶聚會

81attendees
人次

家庭工作南部
辦公室

幫助了105人次的父母親人更了解同志親子議題，
並改善了他們的家庭關係。

10sessions
場

接下頁

同志社群講座

家庭親職講座

社會對話南部
辦公室

南辦總共受邀進行了91場教育宣導，
共計有12,861位朋友更認識同志及家庭親子議題。

10sessions
場

8sessions
場

1% 教育工作者

51% 國小至大學學生

36% 跨性別主題演講

3% 社區民眾

2% 政府

3% 同志社群講座及社團

1% 助人醫療相關

3% 家庭親職講座

拉子聯誼活動 4sessions
場 49 attendees

人次

拉子熟年巴士 1sessions
場 40 attendees

人次

熟女同志聊天會 11sessions
場 139 attendees

人次

拉子親密關係
成長團體 6sessions

場 39 attendees
人次

2sessions
梯次 50 attendees

人次

志工進修及督導課程 20sessions
場 232 attendees

人次

各式主題讀書會 8sessions
場 78 attendees

人次

【嬡拉蕾】女同志系列活動

青少年同志聚會

社群互助

新進志工招募同志同儕輔導

透過團體聚會，提供資源給361人次相對弱勢的青少年及女同志

11sessions
場 94 attendees

人次

擴大組織能量，厚實志工底蘊

參與「高雄同志政策推動聯盟」

籌備「第七屆高雄同志遊行」

參與「滿天星婦團聯盟團體」

8 times
次

獨自或聯合召開記者會，
接受各種媒體採訪露出

19 times
次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座談、
諮詢會議、與公聽會及團體交流

9 times
次參與各場遊行聲援社運行動

人權倡議及社運連結



工作人員的話

自 1998年熱線開始提供諮詢電
話服務以來，諮詢電話這項服務它從
未間斷。然而 2015年這一年，卻因
為熱線所在辦公大樓的火災，導致它
被迫從八月底開始，中斷提供服務近
兩個半月。

一得知要被迫暫停接聽電話，不
少接線義工都擔心起經常來電的那些
身上交織具有殘、瘋、病、老、貧等
身分的弱勢同志，不曉得這些弱勢同
志們，是否可以順利度過沒有熱線電
話陪伴的日子。在接線義工們彼此討
論說著：「他們可以過得很好的！」
的句子背後，其實有著許多的擔心與
無奈。

十一月中旬諮詢電話服務一恢
復，接線義工們紛紛歸位，重新在
電話中遇見那些亟需陪伴的弱勢同志
們，義工們也開始關心起這兩個半
月，與來電同志的陪伴關係被迫中
斷，是否有造成任何負向影響。

雖然火災是個任誰都不想遇到的
意外，但現在回頭一看，也在這災難
過程中看見「熱線的諮詢電話正是這
群弱勢同志生命中的對外窗口」這項
重要意義。

夜盲
（秘書長，負責接線小組、辦公室協調、參與性權小組） 如果真愛護家信望盟的朋友看到

此篇，我想誠摯的跟你們說聲「謝
謝～」在你們不斷的進行反智反人
權反多元的恐嚇阻撓下，熱線 2015
年的演講量由 2014年的 488場成長
至 548場，增加了 12%（另有本會南
部辦公室 91場），或許是在紛亂的
2015年最值得熱線大伙開心的事。
當然，對手撲天蓋地的打壓當然沒有
消失，校園中也是處處真愛護家信望
盟，以動用家長、長官或同儕的權力
來反對性平教育，但卻也讓更多教育
工作者看見恐同及歧視的真實樣貌。

面對這樣的保守反撲，熱線不只
要在校園中推動同志教育，我們更希
望連結更多公民團體來擴大整體社會
的性別平等意識，我們透過舉辦聽障
同志系列活動 (如彩虹台灣手語班 )、
殘障同志聚會、老年同志口述歷史
記錄、同志與長期照護議題座談會、
原住民同志聊天會、協助手天使等工
作，跟台灣身心障礙團體、社會福利

團體、移工團體進行橫向連結（或就
是一種網羅吧～），希望在各個不同
的社會議題面向皆能看見同志的存
在。

然而，台灣政治經濟日益惡劣，
政客們不斷亂開支票放煙火、蓋大
樓、辦理一堆大型熱鬧卻無法生根在
地的活動，卻也排除了各地的教育資
源，已有苗栗、花蓮的教師表示縣府
已無編列經費來讓學校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這也提醒我們整體國家的公平
正義及施政稅收都會影響到性別平等
教育的推動，需要你我共同關注。也
因此在 2016年，教育小組將針對東
部及偏鄉學校投入更多同志教育的資
源，用民間團體的力量讓更多師生了
解同志。

若你是在偏鄉服務的教育工作
者，並想在校園推動性別教育，歡迎
與熱線聯絡！

智偉
（社工主任，負責教育小組、老同小組）



2015年跨性別小組第一次走出
台北市，於花蓮、高雄各舉辦一場跨
性別聚會，也因而發現跨性別資源
在東部、南部相當匱乏。看到在地跨
朋友的孤軍奮戰後，我們除了確信會
持續投注資源之外，也期許未來可以

連結、培力在地跨性別朋友，使其發
展相互支持的網絡。同年熱線也舉辦
了 ILGA-ASIA國際研討會。我在會議
期間與東亞、南亞、中亞各國的跨性
別組織運動者交流，對亞洲各地跨性
別的艱困處境及其運動更加了解。台

奧莉薇
（副秘書長，負責跨性別小組、會計）

剛過的 2015年對我來說是”像
陀螺”般的一年，工作繁忙的程度是
從年初到年底都沒有休息過，感謝義
工、工作夥伴、以及大家的幫忙跟支
持，讓最終這一切都能成真。

2015年在工作上做了很多新的嘗
試：親密關係小組到以前我們更少接

觸的城鄉、挑戰更多在社群裡想談也
該談卻又很少談的議題、更關注女性
的身體議題、透過承接國際會議的方
式看見更多亞洲同志處境…等。2016
年我們計畫了許多工作目標，同樣也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和熱線一起持續為
台灣的同志運動努力。

Amy
（社群發展部主任，負責親密關係小組、出納）

我在 103年中結束留職停薪，重
新回到熱線的工作崗位上。在這忙碌
的 104年，只能用「舊中求新」來形
容，一面穩住舊工作，一面小小的打
開一些新工作。

例如，性權小組持續舉辦歷年來
叫好不斷的青少年同志聚會，104年
我們更進一步，開始第一季「談性說
愛」的封閉性小團體，讓青少年們可
以更細緻深入的討論自己的情與慾。

熱線老字號的家庭工作，除了父
母親人座談會、櫃父母下午茶跟好家
在小聚，104年更進一步，培訓了一
批同志父母上第一線，開啟了同志父
母接電話的服務，讓父母服務父母，

更貼近彼此的心。

同時，我自己也打開了一個原本
就在進行，但終於正式列入熱線工作
的一部分，即「非典型親密關係」的
工作團隊，聚焦討論同志社群的「開
放式關係」與「多重伴侶」。我們北
中南三地跑，辦座談、開讀書會、籌
畫聚會、接演講，把各種伴侶的模式，
更廣闊地帶到台灣各地，打開同志社
群對於親密關係的各種想像。

熱線的工作繁重，無法大刀闊斧
的有所改革，但就是這樣「舊中求
新」，讓工作不斷出現新的刺激與火
花，也更能照顧到社群的不同需求。

阿球
（教育推廣部主任，負責家庭小組、性權小組、非典型關係議題）

灣雖然不會因為性別認同或性別表現
遭受刑罰，但在工作中，所接觸到眾
多跨性別朋友的生活經驗，以及政治
人物對於男性候選人留長髮的揶揄、
或是長髮男警在警界職場上受到的壓

力，都可以看出台灣的性別二元刻板
區隔仍然相當嚴重。因此我們將持續
跟學生、同志社群、助人工作者談多
元性別教育，打破二元性別的框架，
希望整體環境能夠變得更友善。



熱線在 2015年有各種變動，不
變的是我們提供給社群的服務，一樣
是非常包羅萬象且盡可能面面俱到。
也不斷的希望能讓更多人對熱線的工

作了解、進而使用我們的各種資源，
所以同樣認真的經營熱線粉絲頁、每
個月固定發行兩份電子報（一為熱線
電子報以整理熱線工作為主，二為與

美嬴
（行銷企劃部主任，負責捐款相關業務、電子報、異業合作）

2015年熱線真的經歷了大大小小
事件。4月，我的男友因為嚴重腸胃
炎住院 2個星期，我和他媽媽輪流在
醫院照顧他。這段經驗讓我對生命的
無常、照顧者的辛苦以及同志伴侶權
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體悟。照顧者
也需要支持，在這段期間，愛滋小組
義工和同事主動幫我分擔工作，也有
幾位義工自願輪流照顧。我們常常開
玩笑說熱線像家，在這次突發事件，
我深刻感受到家的溫暖。

8月底的火災讓我們被迫暫離辦
公室，到 2016年 1月才搬回來。這
幾個月內，我們舉辦了彩虹早市和
ILGA-Asia研討會兩個大型活動，也歷
經了倉惶搬家、義工過世、同事欣潔
結婚及參選等事件。密度之高，讓人
不得不快速成長。我看到熱線工作人
員和義工的團結與力量，也衷心希望
熱線的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2016年
我們一起再為同志運動努力！

小杜
（政策推廣部主任，負責愛滋小組、參與老同小組）

去年十月 ILGA-Asia國際研討會
在熱線工作人員與義工們的努力下
終於圓滿落幕，這是熱線首次承辦這
樣大規模的國際會議，也是我第一次
參與這樣龐雜的國際研討會工作。在
籌備以及與多方協調的過程中，越發
覺得跨國的同志組織交流工作充滿挑
戰，溝通過程中要考量語言、時差、
文化差異等等因素。累歸累，這次交
流也為我們帶來許多新的衝擊與刺
激、藉此機會一探亞洲各國同志運動
及組織工作的進展與困境，而本次研
討會也是台灣在外交上以及民間國際

交流上的一個突破。作為一個亞洲最
大型同志國際會議的承辦組織，如何
為來自超過三十國的同志朋友創造一
個友善的交流環境也是熱線與 ILGA-
Asia一起努力的方向。然而這次報名
系統處理上有所疏忽，部分跨性別與
會者就姓名呈現方式提出抗議，我們
與主辦單位當時也為此致歉。這對我
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提醒，期許往後
無論國內或國際交流工作上都能維持
多元性別的敏感度，創造友善的環
境。

典典
（負責ＩＬＧＡ－ＡＳＩＡ研討會）

聯合電子報共同合作的異外之聲），
最近香港的Ｇ點電視也可以看到一些
熱線的消息了呢。

除了原先的服務工作、與社群媒
體經營外，熱線也積極的開展和不同
單位的合作，像是各個影展、以及再
度承接台北市同志公民活動，2015年
的同志公民活動還與第二屆的彩虹路
跑合作，完成了音樂會、市集以及
在剝皮寮舉辦為期 20天的性別展，

這些都讓熱線更能夠廣泛的接觸到非
同溫層的朋友，讓更多一點人認識熱
線、進而支持我們的工作。

在捐款人服務上，在 2015年底
熱線正式申請了捐贈扣除額單據電子
化作業，未來有需要的捐款人都可以
透過自然人憑證自動申報。感謝所有
熱線的支持者，我們會更在同志運動
上努力，希望你們也都能持續的跟我
們一起！



終於不再是一個人了 !
自 2003年我開始在熱線南部辦

公室當社工，一直以來都是第一個也
是唯一一個全職工作人員，不過 2016
年開始我們終於增聘了一位兼職人員
阿克；這除了代表我們南部辦公室的
業務有成長之外，另一方面也代表我

們的財務也更為穩定了，真的非常感
謝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從各種數據可以發現南辦對於

「同志父母、女同志及 LGBT青少年」
的服務是越來越深及廣；但我們知道
這還是不夠的，未來我們也希望可以
在南部深耕雙性戀、跨性別、老年同
志、愛滋感染者等社群服務，期待南
部辦公室真的可以達到多元且在地的
服務。
最後，2016年 3月開始，「小客

廳」交誼空間正式啟用，歡迎大家於
開放時間到南辦小客廳看電影、玩桌
遊、交朋友！

許基德
（南部辦公室社工主任）

2015年對我來說是轉變非常大
的一年，除了在熱線工作正式邁入第
八年之外，三月 24日我透過記者會
宣佈參選 2016年家鄉南松山信義區
的立法委員，以出櫃女同志的身份，
帶著長期服務同志的多元弱勢群體經
驗，希望投入政治改革，讓同志權益

等進步的議題，能夠進入國會發聲。
七月之後我正式留職停薪，全職投入
選舉，也非常感動熱線工作夥伴、理
監事和義工們的支持，縱使結果不如
預期，我都認為這是很漂亮的開始。
在台灣，我想同志運動已經到了

從監督與推動政策，能夠進入到積極
的立法與改變政治版圖，同時，參政
也是很好的機會，能夠創造同志社群
與其他群體的連結，讓大家更意識到
「同志權益就是人權」，我們也是公
民的一份子，邀請大家一起來創造
異同連線，往友善平等的台灣邁進吧
（熱血貌 XD）！

欣潔
（資深研究員） 新進接線義工培訓

接線義工進修
接線督導進修
服務宣傳

接線小組

性權小組

青少年同志成長團體
義工進修
文宣
非典關係讀書會與工作坊
非典關係活動與聚會
非典關係文宣與倡議

教育小組 教育小組

家庭小組
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櫃父母下午茶
好家在小聚
義工進修及娛樂
文宣

老同小組

2016年 總會 經費預算簡表

2016年度服務內容小組/專案

215,520
81,600
22,600
80,000

399,720

預 算

合計

270,364合計

30,000合計

40,000
青少年同志雙聚會 54,800

16,900
8,000

116,664
25,200
8,800

30,000

466,060合計

83,240
112,100
105,320
120,400

社群服務
倡議教育組
老同關懷組

114,200
133,000
136,500

45,000

383,700合計



親密關係
小組

 
義工訓練活動
女同志聊天室
性安全愉悅講座
友善婦產科普查

愛滋小組

增進男同志性健康講座
文宣與手冊
感染者伴侶親友訪談計畫
愛滋影片
愛滋義工培訓工作坊
爽歪歪網站經營維護
愛滋及梅毒匿名篩檢
團體督導及義工進修
愛滋篩檢前後諮詢培訓工作坊
HIV篩檢前後諮詢訓練
課程聯合專案計畫

其他專案

台北募款晚會
ILGA-WORLD開會
跨組義工進修
社運合作
行銷宣傳方案
義賣品
文宣印刷品
熱線網站與電子報
捐款服務提升方案
工作人員督導
同志大遊行

2016年度服務內容小組/專案
 

41,000
23,586
13,400
2,000

79,986

71,972
33,000
44,500

143,200
20,800
48,700
67,500
87,200
10,400
95,230

622,502

300,000
100,000

8,000
44,000
85,798
44,700
46,575

114,000
75,600
20,000
28,000

866,673

預 算

合計

合計

合計

總會 行政與人事費用

2016年
確定之補助

公益彩券無資源同志支持方案
聯合勸募諮詢電話方案

本年度總經費

2016年度服務內容小組/專案

15,300
47,608
5,600

19,000
16,000
8,000

111,508

預 算

合計

6,568,796合計

跨性別工作小組

跨性別講座
跨性別聚會
跨父母下午茶
跨性別巴士
跨性別小團體
義工進修及娛樂

6,568,796

1,313,600合計

          
         700,000

       613,600
           

9,799,309

今年熱線資金缺口 8,485,709



2016年南部辦公室經費預算簡表

南部辦公室

組別 

人事費用
辦公室行政費用
高雄募款晚會
服務宣傳
社運連結

小計 1,449,805

家庭小組
同志家庭親職座談會
父母個別會談服務
櫃父母下午茶聚會
家庭小組（父母）志工培訓工作坊
志工團體督導計畫
親子一日遊活動

教育小組
青少年同志聚會
同志社群講座
教育小組志工培訓工作坊
志工進修課程
南北教育志工宿營

小計 194,080

小計 122,740

小計 125,200

方案名稱 總金額

862,525
353,200
161,080
35,000
38,000

77,520
10,000
34,560
11,000
21,000
40,000

21,000
30,920
11,000
22,920
36,900

嬡拉蕾
女同志系列活動

女同志聚會
拉子熟年巴士
女同志情感支持團體

18,000
45,000
62,200

支出合計 1,891,825

支出合計 1,891,825

今年南部辦公室資金缺口 1,446,342

承上頁

捐款業務負責人：美嬴        meiying@hotline.org.tw  (02)2392-1969

敬請贊助捐款 
線上捐款   www.hotline.org.tw 請點選「捐款支持」
捐款帳戶   中國信託(822)602-54-011739-8
郵政劃撥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帳號19494351

2016年
確定之補助 聯合勸募南部辦公室計畫

445,483合計

          
         445,483

      
  



         同志諮詢熱線
         第十九屆募款晚會
時    間   2016/7/23(六)
場    次   下午場14:30開始；晚上場19:30開始
地    點   ATT SHOW BOX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2號，由6F入場，捷運台北101/世貿站）
票    價   預售票（對號入座）500元、1100元
售票點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02)2392-1969
                 h*ours咖啡店 (02)2364-2742        女書店 (02)2363-8244

本活動設有輪椅區、手語區，若有需求請與本會聯繫
本會官網: http://hotline.org.tw/  
晚會部落格：http://hotlineparty.blogspot.tw/

※團體票購買方法※高雄場5人以上團體可集體購買劃位
週一至週五14:00～22:00，請洽：（07）281-1265／cwshiu@hotline.org.tw（許主任）

高雄場團體票截止日期：2016年9月19日（一）

時    間   2016年9月24日（六）
                晚場19:30準時開演
地    點   In Our Time（高雄市蓬萊路99號B10倉庫）
票    價   感恩席450元／貴賓席1000元
售票資訊：http://hotlinesouth.blogspot.tw/ 

台北
場

高雄
場

同志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
第八屆高雄募款晚會

PAR.T (02)237-52112

網路
售票點   T-STUDIO 、KKTIX 詳細票點資訊請洽本會官網、晚會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