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克地區LGBTQ支援，
服務和組織：

科克 LGBT+ 驕傲節 
www.corkpride.com 
info@corkpride.com

科克 LGBT+ 跨機構團體 
@CorkLGBTAwarenessWeek

LGBT 求助熱線  
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
（LGBT）及其家人和朋友提供非評判性，
保密性，傾聽性的支援和資訊服務。

www.lgbt.ie 
電話：1890 929 539 
週一至週五：–下午 6:30 晚上 10:00 
周日：下午4：00– 6：00

性別認同家庭支援熱線 
為跨性別者和非常規性別者的家庭提供
支援服務。

電話：01 907 3707 
周日:下午6：00 - 晚上9：00 

科克跨性別同伴互助群 
為正在準備、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社會和
身體轉變的同伴(從男性到女性或從女性
到男性)建立的支持互助團體。

電話：085 262 3317

科克性別反抗者 Gender Rebels  
位於科克的宣導並支持所有個體包括跨性
別者，非二元性者，雙性者和非常規性
別者的團體。

電子郵件：@genderrebelscork

LINC 
擁護身在愛爾蘭的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性
權益的公益組織。

電子郵件：info@linc.ie 
電話：021 480 8600 
地址: 11A White Street, Cork

性健康中心  
一個提供豐富的免費性健康服務的組織，
宣導積極正面的性健康形象。同時性健康
中心亦提供LGBTI+性健康支援服務。  

電子郵件: 
info@sexualhealthcentre.com 
電話： 021 427 6676 
週一至週五：19 Peters Street Cork 
地址: 9am – 5pm

Transformers 青年團體是一個為其父母

參加 TransParenCI 的跨性別年輕人提

供支持幫助的團體。 TransParenCI 一

個為跨性別者的父母和家庭成員提供支

援的團體  
電子郵件：hannah@teni.ie

LGB家長信息群  
電子郵件：info@linc.ie

 

UP科克LGBT青年團體  
電話：086 044 3745   
電子郵件：Nadia@cdys.ie

Cork City LGBTI+  
InterAgency Group

@CorkLGBTWeek Cork City LGBT InterAgency Group

T
LGB

聯絡我們： 
歡迎致電我們：

021 4300 430

電子郵件：

info@gayproject.ie

在這裡找到我們：

Ailsa Spindler
調解專員    
ailsa@gayproject.ie

Konrad Im
社區發展工作者 
konrad@gayproject.ie

CHY: 19938 CRO: 256161

GAY
BI+

QUEER
MSM

TRANS@GayProjectIRL

@GayProjectIRL

@GayProjectIRL

gayproject.ie 

www.gayproject.ie

 TRADITIONAL CHINESE 
同志企劃



我們開展多種活動 我們開展多種活動 
及社交團體：及社交團體：

運動體育
 同志漫步者和山地行 
者社團

 科克反叛者足球俱樂部 
Cork Rebels  
- @corkrebelsfc

 科克領跑者 Frontrunners 
- @frontrunnerscork

 科克領跑者 Frontrunners 
- @frontrunnerscork

 科克地獄獵犬 Hellhounds 
多元包容橄欖球俱樂部  
- @corkhellhounds

 科克頑拍 Racketeers 
羽毛球俱樂部  
- @corkracketeers

健康與幸福
 每月與性健康中心攜手進
行免費艾滋快速篩檢

 男士瑜伽

 線上冥想俱樂部

信息
 每週 日間開放式服務， 
提供資訊和支援

 科克同志資訊  
週二下午 6.30PM–  
晚上10.00PM 
電話：1890 929 539

文化
 OUT-Lit LGBT讀書俱樂部 
- @outlitcork

 OUTstaged 舞臺劇戲劇社 
- @outstageddrama

 Drag School變裝學校  
- 與Mia Gold 一起參與
變裝秀

 Cork Drag Rec Room

社交
 酷兒氛圍組Queer  
Vibes LGBT+ 咖啡暢聊

 黃金時代Gold Café 咖啡
暢聊 適合年長男性

 OUT Past 10每月派對

 彩虹園藝俱樂部

 蒙斯特省Munster  
Gayze臉書群

 LGBTI+ Student Hub

 Gayze Café for GBTQmsm 
Men

電郵給 konrad@gayproject.ie  
獲取更多資訊。

捐款：
您的捐款將保證我們能夠繼續擴展和發
揚同志項目Gay Project 社區計畫, 讓
更多朋友參與並獲得支持。有多種方法

捐助我們：

 訪問 gayproject.ie並按一下“立即
捐贈”提供單次捐贈或您也可以隨心

選擇成為月度捐助人。

 在ChangeDonations.com上找到我
們，然後選擇Gay Project，捐贈您
的零錢。

 在您的學校、工作場所或社區舉辦Gay 
Project籌款活動。我們可以根據要求
提供捐款箱。請務必提前與我們聯繫
以獲取指南。 

 或通過臉書Gay Project帳號為您的生
日籌款，成為生日捐贈人。

志願者：
您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自願參加同志計畫：

 成為管理，存儲和收集資訊的志願者。

 為Gay Project同志計畫撰寫博客。

 透過同志義工計畫建立一個社區團體。

 選擇Gay Project同志計畫作為你工作
中參與的企業志願者計畫。

 為Gay project同志計畫舉辦籌款活
動。

電郵給 AILSA@GAYPROJECT.IE 

獲取更多資訊！

電郵給 KONRAD@GAYPROJECT.IE 

獲取更多資訊！

 培訓和研討會 
我們在學校，學院，社區團體/組織和
專業工作場所開展研討會和講座。研討
會主題可以圍繞各種LGBT+議題，以滿足
您的特定需求。

 我們還為LGBT+群體舉辦內部研討會，培
訓和教育課程，如多種形式的個人發展
計畫和技能培訓。

 宣導 
我們在地方，全國和全球範圍內為LGBT+
人權和政策保護而奮鬥。我們與一系列
國家機構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推進
LGBT+政策實施及議題討論，並積極開
展平權運動，使愛爾蘭成為LGBT群體最
棒的樂土。

我們的使命
 確保同性戀、雙性戀、男男性行為者
（MSM）、跨性別者和酷兒男性能夠充分
參與愛爾蘭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
和藝術生活。

我們提供資訊， 
資源和指導
 豐富的圖書，DVD影音庫以及同志社區新
聞影印本

 免費保險套和潤滑液

 我們的商店擁有徽章，書籍，旗幟以及
其他LGBT+商品

 關於性、心理和身體健康方面的資訊和
資源

 為毒品和酒精，老齡化，性健康，個人
諮詢等情況的支援服務提供指導。

 為LGBT+青年指引方向，並為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青年的父母
提供有説明的資訊和支援。

 獲取教學資料，例如 登陸gayproject.ie
訪問“ Festival of Dangerous Ideas危
險念想節”網路研討會

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我們，
獲取每週更新活動資訊。

或者註冊我們的 
GAYPROJECT.IE  

快訊，隨時掌握活動最新
動態並參與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