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多元性別實務工作與對話 華語國際研討會 

2014. 10.22 講者名單 

08:20~08:50 研討會報到 

08:50~09:00 主辦單位開幕致詞 同志諮詢熱線 理事 喀飛 

09:00~10:40 A. 
同志社群實務工作之現況與困境－各

國經驗分享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文宣部主任 呂欣潔 

與談人： 

北京同語 負責人 徐玢 

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畫主任 崔家豪 

同志諮詢熱線 秘書長 彭治鏐 

新加坡 Oogachaga 執行主任 Bryan Choong 

10:40~10:55 Coffee Break (休息) 

10:55~12:35 B. 

同志 

與 

家庭 

場地 

1. 家，是避風港？ 

－同志父母與家庭工

作經驗交流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教育推廣部主任 許欣瑞 

與談人： 

同志諮詢熱線 家庭小組 余忠翰 

同志父母愛心協會 創辦人 郭媽媽 

中國同志親友會 執行主任 胡志軍 

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畫主任 苗施敏 

2. 多元家庭的想像與挑

戰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社群發展部主任 林昱君 

與談人： 

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香港彩虹 負責人 岑子杰 Jimmy Sham 

12:25~13:30 Lunch（午餐） 

13:40~15:20 C. 

另一個衣櫃 

－同志親密暴力工作經驗分享與交流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政策推廣部主任 杜思誠 

與談人： 

同志諮詢熱線 文宣部主任 呂欣潔 

現代婦女基金會 司法總督導 李姿佳 

北京同語 負責人 徐玢 

新加坡 Oogachaga 執行主任 Bryan Choong 

15:20~15:35 Coffee Break (休息) 

15:35~17:15 D. 

 

 

 

場地 

1. 男男性侵害與親密

暴力關係初探與實

務交流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理事／心理師 高智龍 

與談人： 

新加坡 Oogachaga 執行主任 Bryan Choong 

同志諮詢熱線 秘書長 彭治鏐 

心理／教育自由工作者 吳健豪 



 

 

2014. 10.23 講者名單 

08:30~09:00 研討會報到 

09:00~10:40 E. 
實務工作者的挑戰：如何一腳在體制內

做同志運動？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社工主任 鄭智偉 

與談人： 

同志諮詢熱線理事／同志運動者 喀飛 

台灣基地協會 秘書長 劉信詮 

香港女同學社執行幹事／香港中文大學性

別研究課程講師 曹文傑 

新加坡 Pink Dot主辦者 朱立新 

10:40~10:55 Coffee Break (休息) 

10:55~12:35 F. 助人領域學術工作者的性別觀察與分享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秘書長 彭治鏐 

與談人：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王增勇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劉安真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鍾道詮 

12:25~13:30 Lunch（午餐） 

13:40~15:20 G. 
 

場地 
1. 男同志與愛滋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理事／同志運動者 喀飛 

同志 

與 

暴力 

2. 女同志、雙性戀女性

與跨性別所遇到的

暴力與歧視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文宣部主任 呂欣潔 

與談人： 

拜坊 Bi the Way 南部負責人 woolf 

女同志拉拉手協會督導／國立台北大學社

工系兼任助理教授  王孟甯 

北京同語 負責人 徐玢 

同志諮詢熱線 副秘書長 蔡瑩芝 

3. 面對青少年與校園

霸凌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理事／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

生 蔡孟哲 

與談人： 

同志諮詢熱線 社工主任 鄭智偉 

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畫主任 周峻任 

高雄市中正高工專任輔導教師／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常務監事 卓耕宇老師 

羅東高中輔導主任 胡敏華老師 

17:20~ 賦歸 

 



 

 

LGBT 

與 

健康 

與談人： 

同志諮詢熱線 政策推廣部主任 杜思誠  

福建愛之城堡 陸風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高級項目主任 鄧耀光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林宜慧 

2. 同志與心理健康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常務理事 王宜帆 

與談人： 

TG蝶園 負責人 高旭寬 

北京同志資源中心 發展主任 楊震 

女同志拉拉手協會督導／國立台北大學社

工系兼任助理教授 王孟甯 

3. 同志與醫療照護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理事 陳凌 

與談人：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鍾道詮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 覃玉蓉 

國立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助理教授／同志

諮詢熱線接線義工團體督導 張歆祐 

15:20~15:35 Coffee Break (休息) 

15:35~17:15 H. 
無資源 

同志 
場地 

1. 雙重弱勢同志處境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 副秘書長 蔡瑩芝 

與談人： 

殘酷兒 創辦人 Vincent 

同志諮詢熱線 秘書長 彭治鏐 

國際勞工協會 總幹事 吳靜如 

2. 城鄉同志的資源差

異 

主持人： 

同志諮詢熱線理事 莊蕙綺 

與談人： 

華人拉拉聯盟 項目主任 房萍萍 

同志諮詢熱線 社群發展部主任 林昱君 

熱線南部辦公室 社工主任 許家瑋 

3. 同志基督徒的挑戰 

主持人： 

國際事務部主任 巫緒樑 

與談人： 

真光教會 張懋禛牧師 

同光教會 陳小恩幹事 

香港彩虹之約（邀請中） 

17:2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