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線成立迄今即將邁入第 14 年，我在熱線 8 歲的時候
加入它成長的行列。自從對熱線有所認識開始，我心中
始終有所疑惑，像熱線這樣一個又小又窮、幾乎完全仰
賴義工運作的組織，要如何在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中對
抗歧視，捍衛同志權益？理想又能維持多久？

沒想到，只是為了要解除我心中的疑惑，這一待就是六
年。我從新手變成了資深義工，又有幸獲選為理事長。
而在這個過程中，我看著熱線從原本的六個工作小組，
擴張成八個，還增加了一個跨性別工作團體；我看見一
群倔強勇敢的伙伴陪著熱線走過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務
危機，而且還創下熱線捐款之最高記錄；我更見到無數
的友善的支持者跟著熱線與其他團體抵禦真愛聯盟在性
平教育上的反挫勢力。

漸漸地，我的疑惑消失了，因為我看見並且相信這經年
累月、一點一滴改變的力量。儘管這條路上，有人暫別
有人告退，但我知道我們會繼續走下去，秉持著再簡單
不過的初衷「我不想要再有同志跟我一樣辛苦」去挑戰
現實、改變社會。

如果你肯定熱線的理念與工作，請大家持續捐款給我
們，讓熱線能繼續為同志社群與社會平權發聲及努力。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童楚楚

在熱線的辦公室牆上，掛著一本 A3 大小的月曆，上面有著各種字跡標記著熱線所有會議、
座談、活動的時間。而隨著一年一年的過去，熱線工作項目與內容的成長，這本月曆上的註
記，幾乎已呈現飽和的狀態。

這本月曆，也反映了熱線現有的六位工作人員、兩百多位義工，讓熱線每天晚上都有會議要
召開、每個週末都有活動要舉辦。就是這樣的熱血，讓人事規模很小的熱線，在每一年都完
成了非常多重要的同志運動工作：從同志社群服務、同志人權的監督倡導，到對社會大眾的
教育發聲、社會運動的結盟合作等，幾乎都看得見熱線努力參與的身影。

我經常在想，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熱線的工作人員與義工們（包括我自己）甘願成為同志運
動的「傻子」，在這樣空間過小、財務常捉襟見肘的組織裡賣力付出，只希望彼此的力量，
能夠一點一滴的匯集起來，穿透台灣社會對同志（LGBT）族群的偏見與歧視。

從諮詢電話、父母支持團體、安全性行為教育，這樣個人式的陪伴同理，讓同志、同志父母
長出力量與能力，到出席各種重要會議、媒體發聲、與其他團體結盟監督政府，如此結構式
的倡議工作，企圖改善台灣同志族群的社會處境。或許這些工作內容、方向還不足夠，但我
們始終相信，這樣逐年成果的累積與影響，會讓越來越多人感受到我們的努力與傻勁，進而
讓台灣變得更加同志友善、同志能獲得應有的人權。

無論你是早已認識熱線多年的老夥伴、還是第一次認識熱線的新朋友，都希望你能夠在這份
工作報告書中，感染到我們的熱血與努力。在此，我們也誠摯地邀請你前來參加熱線今年的
感恩晚會（7/28 台北場、8/11 高雄場），透過捐款支持熱線！你的捐款，將幫助熱線持續
各項同志人權工作，也將協助熱線繼續改善台灣同志族群的社會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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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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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梅毒匿名篩檢及諮詢服務 :

一週兩晚的愛滋與梅毒匿名篩檢及諮詢服務，

共服務 256 人次，約 256 小時的個別諮詢時間。

傾聽、同理 98.4% ( 252/ 256 ) 的受篩者；

提供 96.9% ( 248 / 256 ) 的受篩者相關經驗或知識；

提供 53.3% ( 137 / 256 ) 的受篩者相關資源。

電話諮詢

通數 1259 通

平均每通  38.12 分鐘

總時數  779 小時 53 分鐘

其中感情諮詢佔 45%
                 認同諮詢佔 14%
家庭諮詢佔 14%
        跨性別諮詢佔 10%

18 位為 HIV 陽性，轉介資訊如下：

協助陽性個案方式                 |  人次

轉介至台灣露德協會              |   8
轉介至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   2
協助就醫                             |   5
提供相關資訊與資源              |   6

男同志性愉悅 / 性安全網站：持續經營爽歪歪網站，

自 2008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共

788,257 人次，平均每年 242,541 人次

愛滋工作

2011 年熱線參與遊行聲援社運行動共 14 次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座談、諮詢會議與公聽會共 34 次

獨自或聯合召開記者會、接受各種媒體採訪，

露出共 100 次。

父母親人座談共 9 場 ， 服務父母 58 位

親子小學堂 10 場次 ， 服務父母 65 人次

社群內出櫃座談共 8 場次

服務同志朋友 264 人次

家庭與親子

人權倡議
   與社運連結



中老年同志暨倡導服務： 

上半年熟年巴士 61 人  / 下半年熟年巴士 77 人

探訪與關懷 20 人次

訪談 5 人

光陰的故事座談會 =270 人次

中年男同志與中年女同志團體 =22 人

南部辦公室

家庭小組服務人次  303 人次 

                                               教育小組共舉辦 32 場演講，             

                           人次約為 3540 人次。

目前熱線共有五位全職、一位兼職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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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推廣主任│阿球       政策推廣主任│小杜      
                                      社工主任│智偉        文宣主任│ Amy      

                                                                  國際事務部主任│多多

親密關係
        合辦同志社群性愛安全與情慾文化講座 35 場

             「百」無禁忌． 
                   拉子性愛 100 問問卷 2256 份      

   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講座共 6 場 ， 120  人次

女同志親密關係與情慾探索團體共6場 40人次

同志與性別教育

演講共計 673 場 54,645 人次

助人工作者性別敏感度工作坊共 4 場 ，

                   170 人次

老年同志



2012 年 接 線 小 組 共 服 務 1259 通 諮 詢

電 話、 服 務 總 時 數 達 799 小 時 53 分

鐘（47993 分鐘）、平均每通談話時間為

38.12 分鐘。來電中以「感情困擾」為最高

比例的諮詢議題，達 45%，其次為「自我認

同」（14%）與「家庭議題」（14%）並列。

特別的是去年跨性別個案的來電比例首度突

破 10%，為協助生活環境較同性戀、雙性戀

更為艱辛的跨性別個案，本小組於去年進行

內部的跨性別相關議題進修與討論，增進協

助跨性別個案的知能。

老同小組在 2011 年針對中老年同志提供了三

項直接服務，包括 2 場彩虹熟年巴士、中年

同志團體男女各 1 場、老年愛滋感染者陪伴服務、

並繼續訪談中老年男同志生命史。也因應台灣社

會已進入高齡化，老年同志之醫療與照護權利並

未受到重視，本小組於今年參與民間團體組成之

『長期照顧督導聯盟』提供同志團體之意見。

2011 年熱線與眾多同志、性別、性權、愛滋、

人權團體結盟，針對中小學同志教育、愛滋藥

費部分負擔、兒少性權限縮、同志伴侶與婚姻權、

政治人物的恐同言論等事件、議題進行社會倡議與

政策監督。回顧去年的重大事件，可發現台灣的恐

同、恐性勢力並未隨多年的同志運動消失，而是轉

換成不同的樣貌出現。同志的生活環境看似變好實

則不然，同志人權與性權需要大家更多的關注。

2011 年可以說是「愛滋年」，

包括男同志捐血被起訴、感染者

藥費部分負擔、愛滋器官移植、健保卡

是否註記愛滋等事件，都讓我們看到台灣

社會是如何看待愛滋與感染者，愛滋人

權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熱線愛滋小組

也持續舉辦愛滋講座、提供愛滋匿名篩檢

諮詢服務、經營爽歪歪網站（男同志性安

全與性愉悅網站），讓同志社群能夠更認

識愛滋與安全性行為相關議題。另外我們

也與愛滋團體共同組成「台灣愛滋行動聯

盟」，為感染者權益奮鬥。

親密關係小組在 2011 年發起台

灣歷史上最長的一份本土女同

志性愛問卷，希望藉由這份開創性的

問卷，實際瞭解女同志社群如何看待

「做愛」這件事、忠實呈現女同志的

性愛觀。我們也成功回收了 2256 份

問卷，並加以分析後幫助親密關係

小組在未來辦講座、增修拉子性愛寶

典、及相關育 .. 等有相當大的助益。

2011 年因真愛聯盟事件，熱線全體

都動起來，更加賣力的一場接著一

場、一校接著一校的在全台各地推動性

別與同志平權教育，並與眾多民間團體

一起成立『友善台灣聯盟』連結更多力

量，也與全台各地支持性別平等教育的

教師合作，發展更務實的教育策略。

我們深切的感受到，南部還有許多偏僻

城鎮的學校、山區的部落需要我們繼

續努力地去推廣性平教育及同志服務，期盼

在你的幫忙下，性別友善的花朵不只展現在

繁華的南部城市，更能綻放在南部的偏遠鄉

鎮及山區，請指定捐款支持南部辦公室，謝

謝。

教育小組 ◎智偉 

老同小組 

愛滋小組 

家庭小組 

南部辦公室 

親密小組 

性權小組 

接線小組 

◎智偉、小杜 

◎小杜 

◎奧莉薇

◎ Amy、欣潔

◎夜盲、阿球

◎夜盲

家庭小組於 2011 年針對同志

父母與同志社群分別提供服務。

父母方面，舉辦同志父母親人座談及

親子小學堂，提供父母親人關於同志

的基本知識介紹，讓同志父母彼此看

見、相互支持，並透過與義工的對話，

讓同志父母更理解同志生活的各個面

向。另外也針對同志社群舉辦社群內

的出櫃座談，提供同志朋友在面對出

   櫃議題時應有的準備，並探討同志

      朋友在不同階段面對原生家庭的

         種種思考。

智偉 

Amy 

奧莉薇 
小杜 

夜盲 



去年 11 月我因對熱線的愛踏

上了負笈求學的旅程，來到雪

梨念書。說是為熱線的愛不為

過，在熱線義工四年，工作四

年，始終想多學習了解不同國

家的運動經驗，來豐富我們的

工作，描繪未來圖像；卻也因

此，四年的熱線全職工作兼遊

行義工幾乎毫無慢下腳步之

時，突地驚覺當年的性別滋養

竟成今日內心沉重負擔，自己

早已身心俱疲。

然而在南半球的這七個月，

卻也無時不將早已成為第二

個家的熱線放在心上，逐步

地細緻拜訪著雪梨的大小同志

團體，親身參與從高度商業化

的雪梨同志大遊行、到同志親

密暴力直接服務的每月跨組織

會議，（當然還有不能錯過

的 Lesbian Bar 和 Drag Queer 

Show!!）也感謝雪梨的同志朋

友，亦是友善地接受我這英文

生澀的亞洲面孔，讓我可以把

更多經驗帶回台灣，再往我的

下一個八年邁進。

與台灣人口相近的澳洲，同志

權益可以走到今日令多國同志

稱羨的階段，靠的是大小不同

的團體，站在不同的位置，對

政府發聲施壓，向社會教育對

話。然而，我還是相信著台灣

同志社群，有你我的努力，一

起戰鬥終將成功。請繼續支持

熱線，再接下來的十五年，為

大家服務下去囉。

熱線成立的第 2 年，我接受

第三期接線訓練，從此進入

熱線成為義工。中間換過幾

任男友，做過幾份工作，但

熱線的工作一直沒斷過，但

我心底清楚，熱線給我的，

遠比我能給熱線得多。而 5

年前，我成為熱線工作人員，

負責教育小組，訓練義工四

處演講，一頭栽進繁忙不已

的奔波中。在工作中，我看

見不計其數的義工在演講中

得到力量、自省與再成長，

看見異性戀社會在熱線堅持

對話的原則下不斷改變。

5 年後的今天，為了論文，

我轉成兼職人員，從永無止

盡的工作中稍微喘息了下

來，在一點距離之外回看熱

線，更能清楚體會，這個組

織是如此綿密細緻的撐住一

群試圖改善社會、改變歧視

的大小同志，讓這十數年來，

來來去去的義工與工作人

員，可以為整個同志社群、

性邊緣文化與弱勢處境，做

得更多、付出更多。

而每年一度的熱線感恩晚

會，能夠讓我們彼此的生命

碰撞火花、交織共鳴，也期

待你我的善意與持續付出 ，

能夠讓這個組織，可以再運

行一年、五年、十年，甚至

永續經營下去！

同志諮詢熱線在 2011 年仍

持續擔任 DAN（亞洲已開

發國家多元情慾網絡）以及

ILGA-ASIA（國際同志組織

亞太區域）的代表，參與世

界及亞太區域同志、愛滋及

人權的相關會議跟活動，如

釜山亞太愛滋會議與亞太同

志人權培訓籌畫等。

熱線成為台灣少數可以直接

或間接參與聯合國事務，

包 含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UNESCO）、聯合國愛滋

病 規 劃 署（UNAIDS）、 聯

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

跟世界衛生組織（WHO）的

民間力量。熱線暨望這些交

流與學習能成為台灣同志運

動的助力，特別是同志人權

與愛滋人權的部分。並希望

在今年度與明年度與國際組

織的合作，更有系統的培訓

台灣同志人權運動與國際的

接軌。 

◎阿球

◎多多

◎欣潔

2012 年總預算

欣潔 

多多 

阿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