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克地区LGBTQ 
服务和组织：

科克 LGBT+ 骄傲节 
www.corkpride.com 
info@corkpride.com

科克 LGBT+ 跨机构团体 
@CorkLGBTAwarenessWeek

LGBT 求助热线 
为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
人（LGBT）及其家人和朋友提供非评判
性，保密性，倾听性的支持和信息服务

www.lgbt.ie 
电话： 1890 929 539 
周一至周五： 6:30 – 10:00 
周日：下午 4:00 – 6:00

性别认同家庭支援热线  
为跨性别者和非常规性别者的家庭提供
支持服务。

电话：01 907 3707 
周日:下午 6:00 – 9:00

科克跨性别同伴互助群  
为正在准备、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社会
和身体转变的同伴:从男性到女性或从女
性到男性:建立的支持互助团体。

电话：085 262 3317

科克性别反抗者 Gender Rebels 
位于科克的倡导并支持所有个体包括跨
性别者，非二元性者，双性者和非常规
性别者的团体。.

电子邮件：@genderrebelscork

LINC 
 拥护身在爱尔兰的女同性恋和双性恋
女性权益的公益组织。

电子邮件： info@linc.ie 
电话： 021 480 8600 
地址： 11A White Street, Cork

性健康中心 
一个提供丰富的免费性健康服务的组
织，倡导积极正面的性健康形象。同
时性健康中心亦提供LGBTI+性健康支
援服务。  

电子邮件： info@sexualhealthcentre.
com 
电话： 021 427 6676 
地址： 19 Peters Street Cork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 – 下午 5:00

Transformers 青年团体是一个为
其父母参加 TransParenCI 的跨
性别年轻人提供支持帮助的团体。 

TransParenCI 一个为跨性别者的父母
和家庭成员提供支持的团体。  
电子邮件 hannah@teni.ie

LGB 家长信息群 
Email: info@linc.ie

UP 科克 LGBT 青年团体  

电话： 086 044 3745 
电子邮件：Nadia@cdys.ie

Cork City LGBTI+  
InterAgency Group

@CorkLGBTWeek Cork City LGBT InterAgency Group

T
LGB

联络我们 
欢迎致电我们：
021 4300 430

电子邮件：
info@gayproject.ie

在这里找到我们：

Ailsa Spindler
调解专员   
ailsa@gayproject.ie

Konrad Im
社区发展工作者 
konrad@gayproject.ie

CHY: 19938 CRO: 25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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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展多种活动及社交团体我们开展多种活动及社交团体

电邮给 konrad@gayproject.ie  
获取更多信息。

志愿者：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愿参加同志计划：

 成为管理，存储和收集信息的志愿者。

 为Gay Project同志计划撰写博客。

 透过同志义工计划建立一个社区团体。

 选择Gay Project同志计划作为你工作中
参与的企业志愿者计划。

 为Gay project同志计划举办筹款活动。

电邮给 AILSA@GAYPROJECT.IE 

获取更多信息！
电邮给 KONRAD@GAYPROJECT.IE 

获取更多信息！

 培训和研讨会： 
我们在学校，学院，社区团体/组织和
专业工作场所开展研讨会和讲座。研讨
会主题可以围绕各种LGBT+议题，以
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我们还为LGBT+群体举办内部研讨
会，培训和教育课程，如多种形式的个
人发展计划和技能培训。

 倡导： 
我们在地方，全国和全球范围内为
LGBT:人权和政策保护而奋斗。我们
与一系列国家机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合作，推进LGBT+政策实施及议题讨
论，并积极开展平权运动，使爱尔兰成
为LGBT群体最棒的乐土。

我们的使命
 确保同性恋、双性恋、男男性行为者
（MSM）、跨性别者和酷儿男性能够充分
参与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
和艺术生活。 

我们提供信息，资
源和指导：
 丰富的图书，DVD影音库以及同志社区新
闻影印本

 免费保险套和润滑液
 我们的商店拥有徽章，书籍，旗帜以及
其他LGBT+商品

 关于性、心理和身体健康方面的信息和
资源

 为毒品和酒精，老龄化，性健康，个人
咨询等情况的支持服务提供指导。

 为LGBT+青年指引方向，并为女同性
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青年的
父母提供有帮助的信息和支持。

 获取教学资料，例如 登陆 
gayproject.ie 访问“ Festival of 
Dangerous Ideas危险念想节”网络研
讨会

捐款：
您的捐款将保证我们能够继续扩展和发
扬同志项目Gay Project 社区计划, 让
更多朋友参与并获得支持。有多种方法
捐助我们：

 访问 gayproject.ie并单击“立即捐
赠”提供单次捐赠或您也可以随心选
择成为月度捐助人。!

 在 ChangeDonations.com 上找到
我们，然后选择 Gay Project ，捐赠
您的零钱。

 在您的学校、工作场所或社区举办 
Gay Project 筹款活动。我们可以根
据要求提供捐款箱。请务必提前与我
们联系以获取指南。 

 或通过脸书 Gay Project 账号为您的
生日筹款，成为生日捐赠人。

运动体育
 同志漫步者和山地行者社
团

 科克反叛者足球俱乐部 
Cork Rebels  
@corkrebelsfc

 科克领跑者 Frontrunners 
@frontrunnerscork

 科克地狱猎犬 
Hellhounds 多元包容橄
榄球俱乐部  
@corkhellhounds

 科克顽拍 Racketeers  
羽毛球俱乐部  
@corkracketeers

健康与幸福
 每月与性健康中心携手进
行免费艾滋快速筛检

 男士瑜伽
 在线冥想俱乐部
信息

 每周 日间开放式服务，提
供信息和支持

 科克同志信息   
周二下午6：30 晚上10：00 
电话 1890 929 539

文化
 OUT- Lit LGBT 读书俱乐
部 @outlitcork

 OUTstaged 舞台剧戏剧社  
@outstageddrama

 Drag School  
变装学校 - 与 Mia Gold 
一起参与变装秀 

 Cork Drag Rec Room

社交
 酷儿气氛组 Queer Vibes 

LGBT+ 咖啡畅聊
 黄金时代 GOLD Café  
咖啡畅聊 适合年长男性

 OUT Past 10 每月派对
 彩虹园艺俱乐部
 蒙斯特省 Munster Gayze  
脸书群

 LGBTI+ Student Hub
 Gayze Café for 

GBTQmsm Men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
们，获取每周更新活

动信息
或者注册我们的 

GAYPROJECT.IE  
快讯，随时掌握活动最
新动态并参与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