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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重 點 預 告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27-5/27 熱線flyingV募資計畫
                                Happy Sex, Happy Life－和女生做愛都要知道的大小事 

3/24 婚姻平權釋憲

5/15 國際家庭日

5/17 國際不再恐同/恐雙/恐跨日

2 0 1 7 重 點 預 告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0/8 第9屆同志諮詢熱線（高雄場）募款晚會

8/5 第20屆同志諮詢熱線募款晚會：午後場、星空場

10/28 第15屆台灣同志大遊行

11/20 國際跨性別紀念日

12/1 世界愛滋日

11/25 第8屆高雄同志大遊行

12月中 第2屆熱線感恩酒會



2016 年對熱線來說，是個學習
與成長的一年。

從年初開始與其他性別團體一起
討論婚姻平權法案，並且在熱線內部
進行討論，一同去理解和面對組織內
部不同立場的人對婚姻平權的期待與
疑慮，從而整理出熱線在這個議題上
的立場與角色。十月底進入法案的實
質推動，熱線也開始學習與立法體
系進行互動，從以往在外部監督的角
色，進而與現有立法體制互動並進行
倡議與遊說，對熱線來說，也是在嘗
試與開拓另一種同志運動的方式以及
實現理念的可能性。

此外，熱線在 2016 年與國際上
其他組織也有更多的連結，除了有許
多國外團體來熱線參觀訪問之外，
工作人員在三月受邀去參加 Global 
Innovative Advocacy Summit 與其他
國家的同志運動者交流，五月及七月
也分別受邀去日本東京與德國柏林的
同志遊行去分享台灣的經驗。透過與
國外的組織與運動者交流，也爭取到
國外友人對婚姻平權運動的支持以及
資源的挹注，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亞
洲第一個實現婚姻平權的國家。

新的一年，熱線除了將國際對於
婚姻平權的支持轉化成台灣在地的運
動能量，透過發起與社群以及社會大
眾互動的活動以及媒體廣告，讓社會
對同志的樣貌有更多了解，更會在目
前社群中更弱勢族群所面對的困境上
持續努力前進。希望各位朋友與捐款
人也持續支持熱線，讓我們在邁出亞
洲同志運動關鍵一步的同時，也讓社
群內部更不容易被看到的、更少資源
投入的議題也能夠被照顧到。

2017 雞吉平權，我們一起加油！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長
林維尼

理
事
長
的
話



去年的最後一季，婚姻平權法案
在台灣社會上的討論，滾動了巨大的
能量，也激起了國內基督宗教右派勢
力的大力反對。在這些大量散布的反
智言論中，內容在我看來經常已無關
乎婚姻平權，而是在根本上明指「同
志不配被視為人」。這樣的指涉，讓
我們真實且具體感受到，台灣社會並
不如我們想像般平等待人，也讓我一
直在想，台灣同志運動面對的當今局
勢，真的是跟基督宗教右派的文化戰
爭。在這之中，同志只是被當箭靶、
讓教會吸納資源的前哨戰！

而在婚姻平權之外，我們更應該
要注意與關切的，是台灣的性別平等
教育與同志教育，正在被教會透過各
種方式大力打壓。同樣的，在那些偏
頗不實的謠言中，背後仍舊意指「同
志不配被視為人」。在面對如此有錢
有勢的保守教會勢力，熱線始終穩紮
穩打地透過社群服務、教育宣導、政
策倡議這三大工作面向，與同志社群
共同爭取平等生活來臨的可能性。而
這樣的努力，需要你的捐款支持，讓
熱線可以持續下去！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
夜盲

秘
書
長
的
話 工作成果

O u r  W o r k s

因為您的支持，熱線辦公室在2016年共有9位正職工
作 人 員 、 4 位 兼 職 工 作 人 員 、 3 位 婚 權 專 案 兼 職 人
員，及千位人次的義工，才能無後顧之憂，共同攜手
努力完成了以下的各項工作，讓台灣的同志以及親友
有更好的生活。



電話諮詢 Telephone Consultation Services

工作團隊-接線小組：44名義工、13名督導（資深義工）
，每週提供五天服務，平均一天六位義工值班

1,710通

68,022分鐘

感情議題

32％
愛滋、

性慾議題

28％

家庭議題

20％

交友資訊

15％

自我認同

14％

其他

22％

HIV/AIDS Services and Prevention

工作團隊-愛滋小組：活躍義工50位，每兩週開會一次

402人次

愛滋工作

愛滋及性健康演講／講座

14,929人次97場

愛滋梅毒匿名篩檢及諮詢服務

402小時
個別
諮詢

8人
愛滋
陽性

17人次
陪診
晤談

經營爽歪歪網站
男同志性愉悅／性教育網站

545,641瀏覽人次

北部愛滋篩檢諮詢教育訓練

106位

一線愛滋公衛醫護人員

1場

   與愛滋團體合辦

「愛滋蓄意傳染條例」跨界對話工作坊

70位1場

10位

感染者的伴侶親友
訪談計畫

「轉角遇見愛：
  全台愛滋零距離巡迴計畫」

製作愛滋微電影《回家》
談論感染者與家人出櫃議題

統計 2016/12/1 至 2017/1/30

49,479人次
觀看

公開巡迴講座與校園演講

共 418位10場

透過
群眾募資 409人

在生活中使用I AM HIV+系列小物
表達對於感染者的支持



LGBTQ and Gender Education

工作團隊-教育小組：活躍義工60位，每週開會一次，一
天有1.3場演講

34433人次

同志與多元性別教育

教育工作者

1370人次

26場

501場

社區民眾

687人次

19場

助人及醫療

1274人次

19場

政府部門

860人次

13場

同志社群

191人次

 9場

國小至大學學生

30051人次

415場

Elderly and Disabled LGBTQ

工作團隊-老同小組：活躍義工35位，每兩週開會一次

中老年與身心障礙

聊天會系列

中老年同志情感支持活動

61位1場

彩虹熟年巴士 熟巴回娘家聚會

31位1場

身心障礙同志系列

彩虹台灣手語班
舉辦二次課程

52位2梯

殘酷兒同志聚會

178位11場

熟女同志

220人次

10場

原住民同志

34人次

5場

熟男同志

65人次

7場

歷史記錄與倡議

中老年女同志
口述歷史訪談

5位

光陰故事座談會

181位6場 690位19場

醫療長照議題演講



Intimate Lesbian Relationships

工作團隊-親密關係小組：活躍義工15位，每兩週開會一次

親密關係

80人次3場

女同志
親密關係相關講座

100人次5場

女同志性愉悅
性健康相關座談

180人次9場

『身體議題』相關講座

11支

『身體議題』
   影片拍攝

Open Relationship & Polyamory 非典型親密關係

35人次5梯

北中南

讀書會

工作團隊-活躍義工5位，每月開會一次

455人次11場

座談會／聚會

非典型親密關係相關演講

500人次11場

Family Services家庭工作

33人次12場

「好家在」
 出櫃議題小聚會 親子關係主題演講

560人次12場

工作團隊-家庭小組－活躍義工15位，父母義工7位，每週開會一次

家庭議題
媒體露出

12次

每週四下午兩點到五點
每次2位父母義工接聽

同志父母諮詢專線

共計125通
父母
111通

子女
14通

櫃父母相關服務

32人次7場

同志父母親人座談會

35人次6場

櫃父母下午茶

10人次9場

同志父母個別會談

23人次6場

台中父母聚會

100人次18場

同志父母增能活動



工作團隊-性權小組-活躍義工15位，每兩週開會一次

LGBTQ Teenagers青少年同志

166人次12場

芭樂小雞塊─青少年同志雙聚會

Transgender 跨性別

146人次6場

跨性別聚會 「晃遊性╱別」系列講座

174人次4場

30位1場

跨性別出遊巴士

17人次2場

跨父母下午茶

跨性別主題演講

630人次14場

工作團隊-跨性別小組-活躍義工17位，每兩週開會一次

Marriage Equality Campaign 跨團體婚姻平權推法工作
2016年10月到12月

婚姻平權大平台工作團隊：熱線與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財團法人
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Queermosa Awards 酷摩沙獎共
同合作，並有超過800人次的義工一起加入協助各動員活動。

跨團體策略推動
法案討論與修訂會議

12次

婚姻平權相關議題
媒體記者會

6場

220人5場

  社群內部溝通會議平台
（台中、高雄、桃園、台南、台北）

立法院婚權民法修正案
公聽會參與發言

2場

  媒體發言
（包含廣播、電子）

18場

法務部
焦點團體

「同性伴侶法制實施
之社會影響與立法建議」1場

同性婚姻與
收養座談會

1場

性別平等教育
公聽會

1場

600人10場

相關議題講座
與社群培力座談

31萬人3場

大型動員
立法院周邊動員活動11/28、12/26
凱達格蘭大道音樂會12/10 



人權倡議與社運連結 Human Right Advocacy and Social Movement Alliance

參與各場遊行、
聲援社運行動

12次

舉辦或參加各種論壇、
座談、諮詢會議與公聽會

19次

獨自或聯合
召開記者會

6場

 各式媒體露出
（電子報紙雜誌等）49次

各式媒體採訪
（含學生）

31次

大型活動Large-Scale Events
在近200位義工協助下，
共同完成所有大型活動。

  感恩酒會
【彩虹平權，有你相伴】

1場 200人

第十九屆熱線晚會

2場 1600人

《彩虹早餐趣》
LGBT多元性別展
LGBT友善職場論壇

 105年臺北市同志公民活動
「工作在臺北：行行同志做自己」

相關媒體露出

17次

和第三屆Abrazo.K彩虹路跑、基本書坊合作

國際事務參與與連結 International Affairs

國外機構同志組織
工作者來台交流

24次

拜訪
國外機構 日本3間

中國5間

美國華盛頓特區、紐約、舊金山19間

同志組織

國際同志、性別相關會議

日本 參加東京同志遊行並受邀分享熱線愛滋工作
香港 2016港台性/別神學交流活動
       「LGBTQI性別平權路與港台二地的民主運動」座談會
        擔任與談人

美國 參加Human Rights Campaign 創新方案高峰會

德國 受邀前往柏林參與同志遊行與系列座談

泰國 參加CEDAW與CRC國際公約工作坊

         ILGA-World國際會議

美國8次  

日本1次

韓國2次 

英國1次

中國8次 

香港4次



Others其他工作

 熱線形象廣告「同志熱線是什麼？」
贏得全球最佳故事大獎

114人次8場

熱線內部雙性戀聚會

16堂

熱線內部進修課程

23名

實習生培訓

其中兩名來自
中國、馬來西亞

社群媒體經營

官網 瀏覽量 740,044人次 

粉絲頁 按讚 35,452人 截至2017/2/1

熱線電子報 共12期 每月20號出刊

異外之聲‧同志熱線電子報 
（ 聯 合 電 子 報 ）                    共12期 每月5號出刊

7場 265人次

男男性侵害議題
討論工作坊

籌辦研討會圓桌論壇1場

拜會立委 1次召開討論會議 8次 

與公民同志平權會合作同志醫療權利議題討論

Southern Taiwan Branch 南部辦公室

7場 172人次

全台家暴網絡專業人員
性別敏感度訓練

參與《秘密說出口─同志親密暴力諮詢網》
的經營與推廣工作

召開討論會議 10次 

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合作親密暴力服務方案

5場 65人次

同志社群初級預防
情感教育講座

社會對話 118場，共計9129人次

工作團隊-教育小組－活躍義工20人。每個月開會2次

家庭親職講座 

助人醫療相關

同志社群講座及社團

軍人  

社區民眾 

愛滋議題（學生場）

國小至大學學生 

教育工作者 

14

5

11

3

4

5

73

3

場

場

場

場

場

場

場

場

519

262

302

150

81

618

7084

113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場次



Southern Taiwan Branch

工作團隊-家庭小組－活躍義工15人，每個月開會2次

南部辦公室

社群互助 透過團體聚會，提供資源給832人次聯誼與聚會需求

家庭工作
幫助了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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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人次10場

櫃父母下午茶聚會同志父母個別會談

48人次

【嬡拉蕾】
 女同志系列活動 場次 人次

熟女同志聊天會 6 89
拉子聯誼活動 13 166

拉子熟年巴士 1 40
拉子親密關係成長團體 4 39

小客廳同志聚會 38 498

工作團隊-嬡拉蕾女同志團體支持義工，平均每場團體支援人數達5人；
                 小客廳聚會支持義工，平均每場團體支援人數達2人

Southern Taiwan Branch南部辦公室

235人次15場

志工進修及督導課程

50人次10場

各式主題讀書會

人權倡議及社運連結

同志同儕輔導

參與「高雄同志政策推動聯盟」
參與「滿天星婦團聯盟團體」
籌備「第七屆高雄同志遊行」

獨自或聯合
召開記者會

各種媒體
採訪露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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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參與各場遊行
聲援社運行動 6次



工作人員的話

儘管近年盟盟們一直妖魔化說熱
線「帶壞青少年」，但基於看見現行
學校未能提供貼近青少年同志真實需
求的情感教育與性教育，使其難以獲
得對性與情感的充分理解，我所負責
的熱線性權小組在去年，仍持續舉辦
「芭樂小雞塊─青少年同志雙聚會」。

另一方面，面對經常接觸同志的
社工界，去年我也獲邀對青少年、性
侵害、家暴等領域的實務社工，講授
了十多場進修課程，期待讓更多社

工，能對同志案主處境更加友善。
除了上述的社群服務、教育宣

導，熱線在去年針對時事與政策法
令，更發展了許多不同於以往、更為
多元與深化的推動與倡議工作。我與
每位同事，都是透過上述三種工作面
向，努力持續改善台灣同志社群的處
境，期待你可以跟我們一起繼續走下
去！

夜盲
（秘書長，負責性權小組、辦公室行政） 在此，我想先感謝熱線教育小組

的所有義工，2016 年反同勢力不斷
化身為各種身份在校園施壓，義工們
在校園第一線時總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這也讓熱線在 2016 年仍維持了超
過 500 場的校園演講及讓超過 30000
人了解多元性別議題。在此，我們也
希望各位支持熱線的朋友能繼續與熱
線一起捍衛性別平等教育，它才能真
正改善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歧視，並
讓年輕的 LGBT 同志們能自在平安的
長大。

而在老年同志部份，除了原先便
關注的長期照護中的性別議題外，也
開始關心年金改革議題，我們希望這

一波社會制度的討論中，都能看見性
別多元族群的處境與需求。同時，熱
線也持續關心雙重弱勢同志（包括：
身心障礙同志、原住民同志、偏鄉同
志），期待將資源給予更多同志朋友，
並連結更多社會團體一起關注性別人
權議題，如你常關注熱線官網或官方
臉書，便知道熱線在做的便是連結更
多族群，讓不同族群看見其內部也有
同志，而熱線也回過頭來教育同志社
群應看見我們內部的多元性。

反同勢力有著豐沛的政治與金錢
實力，我們唯有連結更多弱勢者才會
有力量！

智偉
（社工主任，負責教育小組、老同小組及身心障礙議題）



Amy
（社群發展部主任，負責親密關係小組、出納）

2016 年，我延續上個年度的基
調，拓展既有工作、扎根社群並深化
議題。跨性別小組將原本的高雄場跨
性別聚會增加到兩場，以回應南部社
群的需求，同時繼續舉辦花蓮聚會；
我們除了和參加者交流現況，也將資
訊帶入在地社群，並欣見當地跨性別
朋友逐漸產生橫向連結。我們更期待
各地的跨性別朋友未來都可以發展出
在地的支持網絡。

去年小組舉辦三場跨父母相關的
團體 / 講座，也看到越來越多跨父母、
親人參加。即使有些爸媽對孩子的狀
態抱持疑問，親子互動滿是情緒拉
扯，但活動中他們聆聽、理解、表達

自己的困惑與需求，開啟了更多對話
的可能。我們將持續舉辦相關活動，
希望每一位父母親人都可以長出力
量。

這一年婚姻平權議題亦沸沸揚
揚，在這波運動中，戰線從婚權法案
延燒到性平教育、愛滋甚至跨性別。
反同勢力表面上說疼惜跨性別，另一
方面卻又視跨性別為異常，大玩兩面
手法；面對反同陣營的攻擊，跨性別
朋友不僅難以自外於這場戰役，同志
運動也不應切割跨性別。LGBT 間的
互相理解有急迫需要，也是我們接下
來的目標。

奧莉薇
（副秘書長，負責跨性別小組、會計）

接觸女女性愉悅、親密關係議題
後我發現，『性』之於許多人的意義
不只是『做愛做的爽不爽』而已，還
包括了自己及伴侶對於身體的看法還
有對於「關係」的想法，都深深地影
響著每個人的親密關係；而即使親密
關係小組已經在同志社群內、外經營
了女女性健康、性愉悅議題好幾年，
許多對於女性的情慾自主討論還是相
對保守壓迫，有時會覺得有點洩氣，
但轉換個心情想，這不也是要我們更
加油的意思嗎？再者，許多歧視的本
質都是非常相似的，對於 不同 ，這
件事的接受程度這個社會還有許多可

以被改變的空間，性向的不同是、體
型的不同當然也是。

2015 年底，我跟一位朋友成立
了『肉彈甜心』雙人組，開始希望
在同志社群討論身體意象相關議題，
這並非靈光一閃出現想要做的工作，
而是醞釀非常多年後想做的事。於是
2016 年開始，我們就有機會透過演
講以及影片分享的方式向大眾發聲，
期望藉由這樣的機會能夠把議題帶
出，讓更多人有機會討論與理解。



2016 年是穩定中發展的一年。
父母接線工作營運了半年，來電

量在護家盟（及其他類似團體）的刺
激下，逐步成長。台中同志父母聚會
也開始有了固定班底，逐漸走出特有
的工作模式。兩個去年新開的服務，
都漸上軌道。

討論開放關係與多重伴侶的非典
型親密關係工作團隊，也固定每個月
辦一次活動，穩定的參與人數，顯示
出討論各種伴侶關係可能性的需求。

希望兩者在今年都可以更上層
樓。

阿球
（教育推廣部主任，負責家庭小組、非典型親密關係議題）

2016 年的反同勢力大起，身為
異性戀，對於這樣的惡意我很多時候
都感到難以招架，這時候就會感謝還
好還有熱線，可以有很多溫暖以及與
很多人一起努力，希望可以讓更多人
感受到。所以我們依舊盡力打開更多
與社會對話的可能、讓資源到更多地
方，像是電子報和社群媒體經營、各
式活動合作擺攤義賣等等。2016 年
熱線網站也進行了微改版，在不同的
設備都可以舒適瀏覽，並新增行事曆
功能，方便活動搜尋。

 
我們也在群眾募資平台上推行：

「轉角遇見愛：全台愛滋零距離巡迴
計畫」，提高議題的能見度，透過

IAMHIV+ 回饋品的設計，使支持的
每個人同時也是傳遞理念的一份子。
年中則有熱線第一屆的感恩酒會，透
過小型、高互動的模式，讓熱線長期
支持者，可以更深入理解支持熱線後
所促成改變；而每年的熱線晚會，也
首度不以工作小組為主，改以熱線的
理念與特色出發，讓參與者能深刻感
受熱線對於多元、差異以及對話的重
視。年尾則藉由台北市同志公民活動
的機會，開始發展多元職場議題並進
行台灣同志職場現況的調查，希望身
處每個場域的同志都能自在做自己。
也希望你們都能跟我們一起創造更佳
友善的環境，把熱線帶給每個需要的
同志。

美嬴
（行銷企劃部主任，負責捐款相關業務、
    異業合作、參與性權小組）

2016 下半年因婚姻平權，讓同
志議題在台灣的大街小巷成為討論焦
點；而熱線的諮詢電話一年來還是陪
伴了 1,710 位身旁無人可說、無人陪
伴的同志（父母）朋友，這些同志有
相當高比例是資源匱乏的一群，老、
殘、病、窮經常是我們聽到的艱苦困
境。另外，婚權也讓許多朋友開始面
對自己的認同、出櫃、伴侶權益等生
命課題。光 12 月我們就接到了 172
通電話（近五年單月最高次數），其

中許多電話是討論上述議題。

同志諮詢熱線自 1998 年 6 月 28
日開始提供服務，至今已邁入 20 年，
從一週兩晚變成現在一週五晚，多年
來陪伴了無數個同志朋友。即使婚姻
平權通過了，別忘了，還有許多沒有
資源的同志生活在台灣的各個角落；
期待透過熱線的陪伴，可以讓每個同
志過得更好更自由！

許基德
（社群資源部主任，負責接線小組、參與愛滋小組）



2016 年，愛滋小組推出「轉角
遇見愛：全台愛滋零距離巡迴計畫」，
透過微電影、講座與 I AM HIV+ 系列
小物來談愛滋議題。其中微電影《回
家》呈現男同志愛滋感染者和家人出
櫃的故事，許多朋友在看完影片之後
不禁落淚，更能深刻體會感染者的處
境。我們希望未來能呈現更多感染者
的故事，讓更多人能同理並支持感染
者。

下半年隨著婚姻平權的進展，愛
滋也成為反對方持續攻擊並散佈謠言
的議題。我甚至聽到，有感染者擔心
是不是自己拖累了婚權運動。這讓我
感到非常的憤怒與難過。反對方為了
否定同志婚姻的正當性，無所不用其

極地拿愛滋作為攻擊的手段，受傷
的卻是感染者，以及對愛滋本來就有
許多誤解的台灣社會。我們和愛滋權
促會一起努力製作懶人包，用更平實
易懂的詞彙來釋疑，希望能突破同溫
層，拆解民眾對於愛滋的各種誤解。

我在 2016 年也開始負責熱線的
國際工作，參訪了美國華盛頓特區、
紐約、舊金山、日本東京等地的同志
團體，並參加了日本同志遊行，以及
在泰國的 ILGA-World 國際會議。這
對我自己而言是很大的成長機會，透
過與外國組織交流也讓我們能夠比較
各國同志工作，看見台灣的獨特性。
我期待 2017 年能和各國同志組織有
更多連結與互動。

小杜
（政策推廣部主任，負責愛滋小組、國際工作，參與老同小組）

2016 年年初結束了長達十個月
的選舉，這個難得的挑戰不但獲得熱
線的支持，同時也引發我去思考，同
志運動該如何在現今的政治領域推進
我們所重視的議題。四月時我受邀前
往美國最大的同志平權機構 Human 
Rights Campaign 分享「以參政作為
一種同志運動創新策略」，獲得不少
迴響，同時也激起國際上對台灣同志
運動再一波的關注。七月前往德國同
樣分享此議題，並與柏林當地的同志
友善議員候選人們交流，回台後也馬
不停蹄開始參與籌備跨團體的婚姻平
權民法修正案推法工作，選舉的經驗
賦予我更新的觀點，同時也因當時所

建立的網絡，連結了更多資源協助修
法工作。十月底三黨跨黨派提案婚姻
平權民法修正草案後，反對勢力再度
集結，熱線在數度親上火線迎戰之
餘，也不忘每每有機會回頭省思各種
親密關係的不同樣貌，以及平權之外
其他支持同志社群的重要工作，雖疲
憊但也極度充實。在熱線工作十幾年
來，最令我感到珍惜的便是永遠不放
棄任何一個微小的邊緣但又真實的生
命，我們會持續的秉持這個理念為同
志社群服務，直到所有平等到來的那
一天，也唯有您的支持，才能讓熱線
陪伴大家持續向前。

欣潔
（資深研究員，負責國際工作、婚姻平權議題）



 尼克
（設計專員）

在熱線擔任志工好幾年了，2016
年卻是成為工作人員的第一年。雖然
只是兼職，但心態上還是花了許多力
氣調整。很感謝南部辦公室的志工，
總是關心著我的心情、健康。我永遠
記得感冒咳嗽的隔天在桌上出現了喉
糖，也記得志工們主動幫我做了許多
行政上的小事。在過去一年裡，這

些我都收在心上。工作人員的位置讓
我看見志工更加可貴的一面。謝謝你
們，與我，與熱線一起站上同志運動
的位置，與所有捐款人，為同志族群
做了這麼多事。南部的同志運動與工
作型態，與台北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讓我們繼續努力下去吧！

阿克
（南部辦公室社群發展部主任，負責南辦教育小組）

2015 年剛從台北熱線回到高雄
當義工，於 2016 年六月成為熱線南
部辦公室的全職工作人員，也是高雄
在地的工作人員。從義工變成工作人
員，尤其是身為南部辦公室唯一的全
職工作人員，內心有許多的忐忑，
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重擔一點一滴的
開始增加。在工作的過程中常常會有

許多的碰撞，但有願意討論的義工，
願意支持我的同事，讓我可以漸漸上
手，面對工作上的總總壓力與挫折。
回來高雄發展在地的同志工作一直是
我的目標，現在有這個機會能夠和大
家一同努力，期許能夠激盪在地同志
運動的火花，為同志運動奮鬥。

威竣
（南部辦公室社工主任，負責南辦家庭小組、女同志活動）

2016 年 11 月 17 日， 對 於 多 數
同志來說，是無法忽視的一天，我們
看見了，現實社會對於同志的處境從
未真正的友善。這天後，同志社群產
生極大的動能，因為欣潔的邀請，加
入婚權運動的團隊。在短短的一個月
的時間，我們執行 11/28、12/10 與
12/26 三場大型動員，總動員人次超
過 30 萬人次。過程中感受到同志社

群前所未有的團結，各方源源不斷協
助與資源，我們終能克服反方的各種
阻饒中，於年底將法案送出委員會。 
婚姻平權的路還未走到一半，2017
年開始，平權紅包袋只是第一步，我
們最重要的工作，是讓平權的動能持
續發散，一路上不放棄任何一個夥
伴，婚姻平權成為台灣平權歷史的一
個里程碑。

美克
（資深專案經理，負責婚姻平權立法推動專案）

 宜臻
（專案研究員）

在熱線待了快滿二十年，與熱線
一起漸漸長大成熟。希望大家能繼續
喜歡我設計的東西。支持熱線就是支
持你自己！

生活的各個切面處處有同志的身
影，期待今年透過「台灣同志政策檢
視報告」的提出，讓台灣的同志離平
等自由更近一點。



2017年總會預算簡表

電話諮詢服務
同志與多元性別教育
愛滋工作
中老年與身心障礙

家庭工作
非典型親密關係
青少年同志
跨性別
義工培訓與進修

218,960
17,000

319,800
403,700

2,100,980合計

375,460
親密關係(女同志) 51,800

137,160
62,200

164,000
350,900

社群
服務

國際工作
臺灣同志人權政策檢視計畫
同志友善醫療政策倡議
社運連結

參與台灣同志大遊行
HIV篩檢前後諮詢訓練課程
聯合專案計畫

590,020
605,000
30,000
44,000

1,995,420 合計

28,000

台北募款晚會與酒會 585,000

113,400

倡議
連結

花蓮專案
諮詢專線系統建制費
熱線義賣品開發製作

  服務推廣
（網站與社群媒體經營、文宣等）

  人事費用

34,400
60,000

162,700
500,000

                  5,611,000

組織
營運

接下頁

辦公室租金
辦公業務費用

8,015,100 合計

910,000
                       737,000

組織
營運

2017年度熱線總經費

承上頁

12,111,500

2017年
確定之補助

聯合勸募諮詢電話方案
政策檢視報告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補助）

1,977,600合計

          
         697,600

       600,000

 697,600
           

今年熱線資金缺口 10,133,900

公益彩券回饋金
雙重弱勢同志支持方案

單位:NTD



2017年南部辦公室預算簡表

人事費用
辦公室行政費用
高雄募款晚會
服務宣傳

義賣品製作

850,000
345,200
171,580
121,576

1,552,356合計

26,000
社運連結 38,000

南部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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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運連結

家庭小組志工培訓工作坊
志工團體督導計畫

107,120
15,000
42,460
44,000

 239,380合計

8,000
家庭小組新進志工培訓 7,800

10,000
親子一日遊活動
熟男聊天會

40,000
9,000

家庭
小組

社群講座
教育小組新進志工培訓
志工進修課程

44,640
12,700
31,900

教育
小組

 89,240合計

接下頁

嬡拉蕾聊天會
拉族巴士

9,000
52,000

嬡拉蕾
女同志
系列活動

成長團體
嬡拉蕾講座

144,740合計

62,200
                                     21,540

嬡拉蕾
女同志
系列活動

2017年度熱線南辦總經費

承上頁

2,025,716

2017年
確定之補助

聯合勸募南部辦公室計畫

494,362合計

          
         494,362

       
           

南部辦公室資金缺口 1,531,354

單位:NTD



  

時    間   2017/8/5(六)
場    次   下午場14:30開始；晚上場19:30開始
地    點   中油大樓國光廳
                   （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捷運台北101/ 市政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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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咖啡 (02)2742-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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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chan@hotline.org.tw（陳主任）

時    間   2017/10/8(日)
                晚場19:30準時開演
地    點   科工館南館演講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票    價   感恩席500元／貴賓席1000元
售票資訊：http://hotlinesouth.blogspot.tw/ 

台北
場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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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
第九屆高雄募款晚會

PAR.T (02)2375-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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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諮詢熱線
         第二十屆募款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