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想到轉眼間募款晚會又即將到來，這意味著「熱線又撐過

一年了！」

　　過去這一年來，熱線仍是馬不停蹄地在台灣各地東奔西跑。

我們去了花蓮和台東舉辦「東部同志社群講座」，希望能帶給東

部的同志朋友更多資源與資訊。我們舉辦了歐蕾女同志下午茶聊

天會，與 35 歲以上的女同志朋友談老年與健康議題。熱線今年

也跟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共同出版了同志伴侶親密暴力自助手

冊，希望能讓同志社群理解關係中的暴力形式，並且在需要時得

以適當求助。在政治參與方面，熱線參與了兩公約台灣國際審查

會議，針對公約內容向政府提出回應與建議。

　　而除了工作之外，熱線內部也傳出喜訊，兩位義工決定完成

結婚儀式，成為熱線第一對合法結婚的同志伴侶。我也要藉此表

達我的支持與祝福，願兩人能相知相惜，攜手共度人生。然而，

在歡欣之餘，我們亦看見當前台灣社會仍以生理性別區分權利的

限制，提醒我們要繼續努力，打破制度對性別與權利的規範。

　　熱線在運動的道路上不斷地改變與前進，我們永遠期許自己

要更貼近社群的需求、聽見不同的聲音，不僅要推動性少數權

益，也要關注社會議題及改變體制。這一路以來，除了要感謝刻

苦耐勞的工作人員與義工之外，還要感謝熱心會員與捐款人的贊

助。希望未來的一年，仍有你們一同並肩而行！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童楚楚

2012 年過去了，記憶依稀還在眼前的真

愛聯盟阻擋中小學性平課綱納入同志教

育事件，就在熱線和許多同志團體、性別

團體組成的「友善台灣聯盟」的努力之下，

該課綱終於在 2012 年暑假過後開始實施。

看似暫時休兵，但事實上保守的恐同宗教勢

力並未消失，像真愛聯盟這樣的反同團體，

開始和香港的著名反同團體「明光社」交流

連結，以往直接開宗明義說「同志就是不正

常」的說法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看似包

容、理解、接納的「我不反對同志、我們要

關心同志」這類的隱晦反同話語，甚至這些

反同團體也開始引用多元性別、性傾向、性

別認同等詞彙，將自己包裝成接納同志的性

別團體。

　　這一年多來，熱線也感受到反同聲音頻

繁地出現在熱線的工作環境中：熱線義工到

國中班級進行同志教育，事後老師竟然要學

生將講台全部消毒一遍，或是遇到家長打電

話向校長投訴；熱線所經營的「爽歪歪」

男同志性安全與性愉悅網站，同時被兒少團

體、北市社會局行文為維護「兒少身心健

理事長的話

秘書長
的話

康」，要求熱線放上限制級字樣。看來真愛

聯盟事件所激起的，並非只是社會大眾對同

志議題的理性討論，也激起了許多非理性溝

通的社會對立。

　　也因為如此，熱線更深切體會到與社會

大眾進行各種形式的對話，讓更多人認識、

理解同志，是相當重要的同志運動工作！從

校園師生的演講、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訓練，

到與社運團體的結盟合作、媒體發聲、與政

府對話進行監督，熱線試圖改善社會大環境

的氛圍與結構，改變社會對同志社群的歧視

與偏見。

　　當然這樣的目標並非一蹴可幾，這本報

告書中呈現了熱線在 2012 年一整年努力的

成果，熱線仍持續需要各位的捐款支持與協

助，讓熱線能夠持續往――改善同志社群在

台灣的處境――這樣的目標繼續前進！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彭治鏐

暨熱線全體工作人員、義工　

敬上　2013/04/28



 •  愛滋梅毒匿名篩檢及諮詢服務：

　共服務349人次，約349小時的個別諮詢時間

 •  愛滋及性健康講座：

　針對男同志社群：36場，共831人次

　針對醫護人員：12場，共953人次

　針對一般大眾：22場，共2,110人次

 •  主辦北部愛滋篩檢諮詢教育訓練，共115位一線愛滋公衛醫療人員參與

 •  爽歪歪網站：男同志性愉悅／性安全網站，2012 年共211,615瀏覽人次

 •  出版《男同志性愛達人 2012 豪華全見版》

 •  東部同志社群講座：於花東地區舉辦講座，提供同志資源，共7場，134人次

電  話
　  諮  詢

家  庭  與
親  子

人  權  倡  議  與  
社  運  連  結

跨  工  團

愛  滋
工  作

 •  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9場，54人次

 •  同志父母支持團體：7場，

　197人次

 •  社群內座談：6場，

　143人次

 •  舉辦座談會，增進 LGBT 交流對話：2場，64人次

 •  跨性別團體：共 6次，10人參與

 •  「我的伴侶是跨性別」團體：共 5次，6人參與

2012 年接線小組共服務1,489通諮詢電話、

服務總時數達1,128小時31分鐘

（　67,711分鐘）、

平均每通談話時間為45.45分鐘

 •  參與遊行聲援社運行動

　共 8次

 •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座談、

　諮詢會議與公聽會共 59次

 •  獨自或聯合招開記者會、

　接受各種媒體採訪露出共 113次

 •  機構參訪：7次



目前熱線共有七位全職、一位兼職工作人員、兩位無給職工作人員，

並有250位左右義工跟我們一起在同志平權路上繼續前進。

 
       秘書長│夜盲         副秘書長│奧莉薇        

       社工主任│智偉         文宣主任│欣潔         政策推廣部主任│小杜         
社群推廣部主任│ Amy         教育推廣部主任│阿球         南部辦公室社工主任│ KID

法務主任│小虎         國際事務部主任│多多       

2012 年共演講500場次，合計37,957人次。其中：

　　 •  針對教育工作者提供53場共2,422人次

 　　　　•  針對國小至大學生提供402場共32,913人次

　 •  針對助人或醫療工作者提供13場共460人次

 　　　　　　　　　　　•  針對社區民眾與家長提供14場共409人次

 　　　　　•  針對政府部門提供12場共493人次

　　　 •  針對商業部門提供3場共40人次

 •  針對同志社團提供3場共120人次

 •  講座及社團演講：

女同志性愉悅7場，89人次

女同志性健康及安全性行為4場，68人次

女同志關係經營分享6場，83人次

 •  女女情慾攝影作品：12組，並於清華大學性別平等週展出

( 與財團法人現代婦女基金會合作 ) 

•  服務個案量 33人

 •  專業人員訓練、社群宣導及焦點團體 46場

 •  同志親密關係暴力 DM、小卡、親密暴力自助手冊

 •  「看不見的傷痕」―同志伴侶親密暴力與社工實務研討會

 •  同志親密暴力宣導片

 •  家庭小組講座：18場486人次

 •  教育小組講座：5場100人次 

　　　　　演講40場，6,292人次

親  密
關  係

老  年
同  志

 •  彩虹熟年巴士：增進跨世代同志交流、認識，

　

　共舉辦2次，服務143人次

 •  老年同志探訪與關懷服務：26人次

 •  舉辦中年女同志團體共計8次11人參與

 •  《光陰的故事座談會》共舉辦6場服務273人次

 •  老年同志口述歷史共訪談2位

 •  中老年同志議題演講：12場共計870人次

 •  協辦《聽障同志聚會》與《殘障同志聚會》共計19場

　服務213人次

同  志  與  
性  別  教  育    

親  密  暴
力  服  務
方  案  

南  部  辦
公  室

※2010 年至 2012 年統計



蠻多人好奇同志諮詢熱線的接線義工都在接哪些電話？當然，有許多 caller 的談話主題聚

焦在跟同志身分有關，例如：性傾向認同／性別認同、同志交友文化、出櫃／不出櫃、

性慾／性行為、尋覓伴侶／伴侶衝突⋯⋯等。

　　但其實接線最辛苦的，是一些身處多重

弱勢位置的 caller（城鄉的、年齡的、精障的、

智障的、身障的、階級的、跨性的、人際互

動的、外貌的、原生家庭的⋯⋯），義工僅

能以自己和這些 caller 互動的感受，緩慢摸

索出可執行的小小工作目標。儘管熱線這個

小型組織的資源其實有限，但我們也試著在

擁擠侷促的小接線室裡，由義工們讓這些多

重弱勢 caller 有小小的進步，以及有人得以

陪伴他們、得以有希望的過著他們的人生。

一直以來，老同小組便希望來面對同志運動中較邊緣的議題――『老』與『殘』，我們

相信，老跟殘其實都是一種相對的概念，誰不是一直在老化，而誰身上沒有殘疾（如

近視），同志社群不應再拒斥老殘同志，因為他們都將是未來的我們。而這一年我們持續

陪伴多位老年同志，也繼續聆聽他們的生命，並創造一個讓不同世代同志相互看見與理解

的機會。而同時我們也看見在年輕與老年之間的『中年同志』，其身體機能開始退化、其

父母已年老甚至死亡、手足或同儕多已進入婚姻而失去原有的人際支持網絡等議題，也在

小組內開始推動中年同志的相關服務。而在殘障同志議題部份，除舉辦支持團體外，也開

始跟台灣的身心障礙團體、特教學校合作，將同志議題帶入台灣身心障礙的建制服務中，

盼望能提供更多身心障礙同志更多支持與資源。

　　【你會老（殘），我會老（殘），關心要趁早∼】這仍是老同小組持續努力的目標。

2012 年的愛滋教師事件，再次掀開台灣社會大眾對愛

滋的深層恐懼，也讓我們知道，愛滋教育與去污名仍

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愛滋小組除了延續過去的匿篩諮詢、

演講、網站等工作，持續進行「愛滋去污名」、「性安全與性愉悅並重」的愛滋教育，我

們也和其他愛滋機構合作，在北、中、南舉辦給愛滋公衛醫護人員的 HIV 篩檢前後諮詢訓

練。在過程中，熱線的同志義工們和這些一線工作人員互相對話和溝通，也帶給彼此「文

化衝擊」。由於這些工作人員是直接面對同志和感染者個案的人，我們希望透過彼此對話

能有助於改善公衛與醫療環境的多元性別友善程度。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我們出版了《男同志性愛達人手冊 2012
年版》，這本手冊重新編修，希望能提供男同志社群正確的愛滋

與安全性行為觀念。透過真人拍攝圖片、生動有趣的文字，我們

希望能教大家怎麼樣玩得既開心又安全，也讓讀者有興趣從頭閱

讀到底。由於記者會的成功，第一刷 5000 本在 4 天內就索取一空，

另外也有許多來自台灣各地的索取信，甚至有人是從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等地寫信來索取。我們因此也發現，台灣真的不分都市

鄉村、東西南北，到處都有同志的存在。我不禁在想，這些住在

非都市地區的同志朋友，平常會是過著怎樣的同志生活？我們很

開心能透過這個方式提供資源給更多同志朋友，但也讓我們知道，

同志工作的確還有很多該做且需要做的事。

真愛事件後，我們仍埋頭努力的在社會各個單位中推動同志教育，義工們仍用自己的生

命經驗去觸碰每一位聽眾的心，認同的、情欲的、親情的、壓迫的、勇敢的故事，在

一場又一場的講座中說給社會大眾們聽，試圖瓦解其內在的歧視與刻板印象，因為我們知

道歧視仍在，還是有老師在演講完後命令學生拿消毒水為講台＂消毒＂、也依然有校長在結語

時說「還是要預防學生變成同性戀∼」當然，還有家長打電話恐嚇同志友善的輔導室不准

辦理性別平等講座（最後仍舉辦，但家長把他的孩子帶離教室）。真愛不死，它化作更細

緻的歧視於我們社會之中，用保護兒童、守護家庭、維護

純潔的用語包裝。感謝所有邀請熱線去演講及仔細聆聽的

朋友，得以讓性別多元的價值在台灣繼續發聲！更要感謝

所有協助熱線演講工作的各組義工朋友們，沒有他們早起

趕搭最早的一班車到全台各地演講，我們不會累積這麼豐

厚的工作成果，知道嗎？熱線這十五年下來應該已對全國

25 萬人談同志與性別議題了！雖然只佔全國人口的 0.01，
但我們仍將繼續努力！

教育小組 ◎智偉 老同小組 

愛滋小組 

接線小組 

◎智偉、小杜 

◎小杜 

◎夜盲

2012 年對我來說是「女同志年」，當然並非女同志在這一年崛起；而是不少的新聞媒體

總是不斷曝光女同志情殺、自殺⋯等等令人難過的新聞，都讓我在想，熱線是不是可以

多做一點什麼？不斷的走入人群宣講、現身，都是我們的方式之一，舉辦攝影展希望更多

的女同志樣貌被展現、被看見。2013 年開始熱線與女同志拉拉手協會合作走出台北舉辦專

屬於女同志的聚會，藉由聚會希望接觸到許多不同類型、階層、環境的女同志朋友們。這

是我們的第一次，即使是有許多的未知也無法阻止我們想要前進的決心。

親密小組 ◎ Amy

智偉

Amy

夜盲

小杜



家庭小組 

跨工團

◎奧莉薇

◎奧莉薇

家庭小組一年有超過二十個週末，針對

同志父母舉辦講座與櫃父母下午茶，

並向同志社群舉辦家庭講座。面對家庭議

題，小組成員時常在活動中面對高度的情

緒張力，除了平日的準備，每場活動結束

後，所有到場的義工也會花上一小時的時

間，細細檢討當日父母們的狀態以及我們

的回應，累積經驗以提供前來尋求協助的

父母們細緻

的對待。每

每看到父母

由來時的淚

眼愁容，到

微笑與我們

道謝離開，

或 是 一 句

「今天得到

很多同志的

正確觀念，

以 後 有 活

動 要 通 知

我」，一切

都 非 常 值

得。

跨工團於 2012 年嘗試了「我的伴侶是

跨性別」團體、跨性別團體，讓我們

對於跨性別及其伴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另外也就特定主題，舉辦讓跨性別、同雙

性戀能夠對話、看見彼此相同與差異的討

論會。同時，也參與了衛星電視公會、以

及蘋果日報自律委員會的開會，就新聞處

理跨性別議題的方式做溝通。另外，去年

也接觸到多位子女為跨性別的父母，並聽

取他們的心聲，未來跨工團會習取家庭小

組的經驗，針對子女為跨性別的父母提供

服務。

回到熱線工作崗位的這年，帶著在澳洲

的文化衝擊、見聞和學習，還有觀察

他國同志運動的狀況，讓我對在熱線繼續

工作為社群而努力又有更多的思考與想像。

除了開始希望在熱線拓展更多的文宣與異

業合作機會之外，也開始努力建構更便利

友善的捐款機制與系統，服務長期支持我

們的伙伴，也希望能使用更有系統效率的

方法，呈現出熱線的各種工作面向給社群

與社會大眾；另一方面，這幾年和現代婦

女基金會合作的同志親密暴力議題倡導與

服務，逐漸引起家暴與親密關係工作領域

伙伴們的重視，也讓我深深相信各領域都

有其「認識同志」的能動性與急迫性，我

們必須一直努力；而與世界跨區域的同志

團體交流後，更讓我深信我們的工作腳步

不能停擺，否則反同勢力必將步步逼近，

讓更多同志的生命遭受壓迫與歧視。熱線

的組織發展與持續向前，都必須有妳／你

的參與，才能無畏向前！

文宣 ◎ 欣潔 性權小組 ◎夜盲、阿球

2011 年性權小組出版《12P 情慾相談

室》，我們從 12 個兒童青少年情慾啟

蒙的故事中，讀到了在廁所的性、陌生人

的性、戀老的意識覺醒、對高中制服的迷

戀、還有 BDSM 的啟蒙，甚至伴侶關係的

開放與多重化，少少 12 個人，就呈現如此

多元的情慾樣貌。然而我們也讀到種種壓

抑與困難，橫亙在這個世代的情慾探索之

路，從自我身體形象的不滿意，到性知識

與資訊匱乏帶來的迷惘，以及整個社會制

度有意識的對兒少情慾探索處以消弭、防

堵、乃至於懲罰的手段。異性戀的情慾已

是如此，更遑論同性戀、雙性戀的情慾，

以及種種無以言說的邊緣情慾。

　　而這就是一直以來，熱線性權小組的

工作目標，我們當然無法全面改變這世代

恐性的氛圍，但起碼可以在重重限制中，

為同志青少年開一扇窗，讓情慾成為一種

可以自在面對、自由討論、自主實踐的民

生需求。

　　保守宗教勢力的聚集與組織化，在去

年越來越有規模，反同的種種論述也越顯

完整，不僅結合「家長」、「老師」身份，

借用兒少保護的藉口，加強了性道德的重

要性，意圖彰顯同志生活的不道德，來反

對結婚、生養小孩、學校進行性別平等教

育等具體同志權益，更利用基督徒在政治、

經濟既有的勢力，企圖消解同志運動進程，

其手法與管道越來越細緻與全面。

　　當然，能引起保守宗教勢力如此組織

化的集結與反撲，當然也證明了這十多年

同志運動的確有了具體成果。但這一反撲，

影響的不只是在推行性別平等教育的停滯，

或造成爭取伴侶權益、讓同志成家的具體阻

礙，更巨大的隱憂將會是限縮了同志運動的

多元性，而這卻是這場運動最珍貴的地方。

　　以爭取婚姻權來說，同志的伴侶關係

模式一向就不只有封閉的一對一模式，對

未來的想像也從來不只有結婚一途。站在

伴侶多元的想像下，爭取的立法方向從結

婚權、伴侶權到同居成家權，三種路徑並

行是自然而然的事。

　　然而為了抵抗保守勢力反撲所訴諸的

「性道德」，當我們提及適合開放式關係

的伴侶權，或是多重伴侶關係的同居成家

權，相較之下就顯得尷尬，只因為開放式

關係、多重伴侶等狀態，即便是彼此知情

且同意，卻扛著整個文化中更巨大的性污

名，一旦實行，似乎更坐實了保守勢力「同

志就是淫亂、不道德」的指控。

　　然而我們就因為要爭取一部分人的婚

姻權，就要犧牲整個同志社群的其他人嗎？

當我們開始這樣位移，形同於拋棄自身的

包納多元特質，轉而創造另一種階級與霸

權，這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狀況。

　　因此，在反同勢力虎視眈眈的現在，

在社群逐漸只願意看向陽光、正向的乖寶

寶同志，而開始忽略、甚至獵女巫般打壓

著不這麼乖、甚至有些黑暗的同志，你們

的支持與同行顯得比以往更重要，有你們

的支持與理解，我們才有機會繼續讓各種

不同面貌的同志一起走在運動裡，一起得

到應有的對待與權益。

奧
莉
薇

欣
潔

阿球



南方有人。我們是一群在台灣南部成長

茁壯的同志，試圖貢獻己力，創造在

地彩虹。過去一年，南部辦公室關注性別

教育與家庭議題。教育上，我們不辭舟車

勞頓，只為偏鄉也有反思性平議題的機會；

家庭上，我們持續深耕對話，希冀個人與

家庭都能在多元身分中自在落腳。南臺灣

確實需要發展地方同志運動，對家鄉的認

同，總能激發在地同志最深層的動能。謝

謝所有朋友的認同與支持，若你願意，請

指定捐款支持【南部辦公室】。

南部辦公室 

大一 加 入

了 校 內

的同志社團第

一次與學姐們

去 參 加 07 年

的熱線晚會，

從那時開始認

識熱線，在大

三擔任社團幹

部之後，也常常邀請熱線的朋友到社團義

講；在大一得知需要社工實習的時候我暗自

決定未來一定要到熱線實習並貢獻一己之

力，大三以前因為忙碌於打工、實習及社團

之間，所以只能選擇以默默參與來支持熱

線，從觀賞晚會到擔任晚會義工；大三暑假

因為社工實習的機會，開始大量的投入熱

線，開始參與各種同運並成為愛滋及教育兩

個小組的義工，也參與了第 15 期接線義工

培訓。從第一次接觸熱線至今已經接近五

個年頭，與熱線的關係也由淺入深，今年 5
月我更是由義工的身份轉變為工作人員，

開始在熱線南部辦公室服務；在這邊要謝謝

我的另一伴的支持，讓我能勇敢的做決定南

下高雄工作。期許自己能夠帶領南部辦公室

的義工，繼續深耕教育及家庭的在地服務，

並提供多元豐富的同志服務。

從20 歲不知天高地厚、因為戶籍在高雄

縣而擔任「發起人」以來，熱線無論

在議題進步性、關照議題廣度上，一直是

我心中最喜愛的 LGBTQ 團體。我其實常常

在想自己可以為熱線多做些什麼，去年晚

會結束後，想到何不貢獻自己所學？於是

我成為了熱線的無給職法務人員。

　　熱線一直是個人味濃厚而溫暖的團體，

法務工作除了保障這個柔弱的組織，也希

望能讓她在未來運作上更順利。2012 年所

完成的工作包括了合約審核 2 件、法律文件

( 同意書、切結書等 ) 草擬 3 件、法律函稿

2 件，其中函稿的部分，第一件是要求 NCC
就裁處 LS 電影台播放「失聲畫眉」新台幣

三十萬元罰鍰為說明，第二件則是回覆台北

市政府的函稿，台北市政府根據民眾檢舉，

來函「建議」將熱線網站上的性愛達人 ( 舊
版，內容都是用繪圖方式而非真人演出 ) 下
載連結、女同志情慾書寫團體活動說明網

頁、爽歪歪網站的口交安全注意事項列為

「限制級內容」，並限制兒童及少年接取，

此事還沒完，請大家一起關注後續發展。

事情雖不多，但有時滿讓人頭疼，所幸我

挺樂在其中。

◎ KID 

法務 ◎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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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及專案 2013 年度服務內容 總預算 總預算合計

接線小組

17 期義工培訓 213,400

395,900
義工進修團督 66,100
義工成長團體 29,000
督導進修課程 7,400
服務廣告 80,000

性權小組

多重伴侶工作坊 13,000

116,700
多元情慾活動 61,200
身體影像展 36,500
媒體自律 6,000

教育小組

教育小組記錄片 24,000
138,342義工招募培訓 80,342

成員生命故事出版書寫營隊 34,000

家庭小組

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32,560

201,180

下午茶聚會 13,500
家庭議題社群座談 17,200
同志出櫃手冊 96,000
義工進修課程 15,920

家庭小組服務文宣 26,000

老同小組

老同關懷組 176,600
290,800社群老年議題座談 86,600

政策教育 27,600

親密關係小組

親密關係衝突講座 21,600

274,560

女同志聊天會 73,016
女同志自我情慾書寫 69,600
女同志攝影展巡迴 20,844
義工訓練活動 59,300

女同志性愛安全社團講座 30,200

愛滋小組

愛滋篩檢前後諮詢培訓工作坊 20,800

733,480

愛滋義工培訓工作坊 20,800
愛滋及梅毒匿名篩檢 60,000
增進男同志性健康講座 75,000

Song YY 網站 58,300
男同志性愛達人手冊 180,000
團體督導及義工進修 4,000
東部同志社群講座 222,180

HIV 篩檢前後諮詢訓練課程
聯合專案計畫

92,400

跨性別工作小組

跨性別講座 14,800
41,200跨性別小團體 22,400

義工進修課程 4,000

小組及專案 2013 年度服務內容 總預算 總預算合計

其他專案

北部募款晚會 312,400

740,318

社運合作 40,000
熱線網站、電子報 24,000

拉子性愛寶典編修計畫 74,000
捐款服務提升方案 75,888
親密關係衝突講座 28,000

行銷宣傳方案（每季影片） 119,000
熱線文宣印刷品 32,030
同志大遊行 35,000

南部辦公室

行政小組 654,880

883,012高雄募款晚會 171,580
家庭小組 28,772
教育小組 27,780

行政費用

含網路、水電、保險、辦公設
備、晚會、文宣印刷、網站維
護、各地遊行、人事費、義工

進修培訓、等費用

4,561,212

新辦公室支出 含水電、辦公設備、房租 668,032
(a) 本年度方案總經費 9,044,736
(b) 2013 年確定之補助 2,789,900

2013 年募款額度 (a)-(b) 6,254,836

2　0　1　3　年　　總　預　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