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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目標:

• 介紹本研究院、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是做什麼的

• 提供我們供應的培訓和技術援助的樣本

• 瞭解如何與我們聯繫



誰在參加今天的網路研討會？

普查 
提問

您的角色及所屬組織 

聊天框

州聯盟

州管理人員



什麼是
LGBTQ 研究院？



社會參與直接宣導培訓和技術援助

人際關係技巧班 

社區營造計畫

發展青年領導能力

1:1 宣導

互助群體

該研究院!!!
(全國反暴力計畫聯
盟NCAVP)

其他培訓和技術援助



LGBTQ研究院
目標：

擴大提供者、組織和系統的能力，以更
好地為LGBTQ遭受親密伴侶暴力的倖

存者提供服務。



培訓

和

技術援助

研究

和

評估

政策

和

該領域的願景

合作與夥伴關係



培訓和技術援助

•  問答峰會

•  全國反暴力計畫聯盟圓桌會議

•  每月網路研討會

•  跨部門協作反人口販運群（ICAT）
遠程學習群體

•  夥伴關係和合作機會 



• 強制性報告

• 一切圍繞報告

• LGBTQ倖存者調查

• 基於社區的參與式研究

•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資料獲取

研究



政策

• 強制逮捕

• 強制報告

• 庇護

• 人力資源政策

• 針對性的建議



有誰訪問過任何LGBTQ 
研究院的資源或供應？

舉手



評估:
宣導反LGBTQ家庭暴力的基本技能



有誰從本地專案中收到了有關評估的問
題？

當中有哪些問題或擔憂的情況？

在聊天室中
分享你的回復









評估需求 

對比. 

篩選進或出



反暴力運動理解並深切關
心倖存者的遭遇。  

也就是說， 
施虐者做什麼。



倖存者 做什麼很重要。

我們應該瞭解倖存者做什麼

 
以及我們瞭解倖存者身上發生了什麼



作為決定安全程度*

問責制

對於經歷權力、控制和剝
削模式的人;   “倖存者”

對於經歷權力、控制和剝
削模式的人;  “施虐者”

🡺

🡺
* 順序很重要



.

我們創造了什麼來支持
倖存者?



給予倖存者的支持

機密的庇護所: “你不是一個人。” 安全，躲起來，重新集結的住所。

互助群體: “這不是你的錯。”, “你做了你必須做的事情才能生存下來！” 

安全規劃: 內部提示和推薦，要注意些什麼, 如何提前思考。

社區信息: “相信倖存者！不要責怪受害者。”

保護令, 法律支援和資訊受害者的權力, 起訴期間受害者的權益

租戶權力: 例如，在華盛頓州，家庭暴力受害者不能因為家庭暴力而被拒絕住房或續

租

工作上的支持: 下班去法庭, 雇傭保護階層

加上: 移民宣傳, 醫療宣傳, 加快福利的夥伴關係, 工作訓練, 住房宣
傳, 兒童保育…… 



.

我們才去了哪些措施來追究施暴
者的責任?



施暴者的問責制

將家庭暴力刑事定罪: 執法的培訓和協定, 檢察官投資的起訴, 受過培訓的
法官

保護令: 離開屋子, 不要接近伴侶, 失去孩子的臨時監護權。   

施暴者的干預: “你要對你的選擇負責.” “不要怪你的伴侶.” 受害者可獲得何時

和在哪裡見面的記錄。施暴者的干預的工作人員登記受害者以收集資訊並監控

變化。 

逮捕: 無接觸命令, 交出武器, 從家裡移除, 記錄在案, 對監護的影響。  

定罪的一些後果:  被禁止做某些工作:保衛, 執法, 護理, 兒童保育, 家庭保健

工作者, 教學, (很多的 ‘婦女工作’); 可能被驅逐出境, 失去綠卡; 對孩子撫養權的
影響; 至於對LGBT人群則宣揚關係的“本質”, 可能洩漏其取向。

社區信息: 暴力是沒有藉口的。社區應該參與，對虐待零容忍。  



機密的庇護所:“你不是一個人.” 安全，

躲起來，重新集結的住所。

互助群體: “這不是你的錯.”, “你做了你

必須做的事情才能生存下來!” 安全規

劃:內部提示和推薦,醫療宣傳,加快福利

的夥伴關係, 工作訓練, 房屋租戶權力:

例如,在華盛頓州,家庭暴力受害者不能

因為家庭暴力而被拒絕住房或續租

要注意什麼, 如何提前思考.社區保護令,

法律支援和資訊受害者的權力,起訴期

間受害者的權益留言: “相信倖存者!不

要責怪受害者.” 工作上的支持: 下班去

法庭, 雇傭保護階層加上: 移民宣傳, 宣

導, 兒童保育… …

 

起訴，最低刑期,懇求回家, 離開屋子， 不

要接近伴侶，失去孩子的臨時監護權。 

“你要對你的選擇負責。” “不要怪你的伴

侶。”受害者可獲得何時和在哪裡見面的

記錄. 施暴者的干預的工作人員登記受害

者以收集資訊和監控變化,無接觸命令，

交出武器，從家裡移除,記錄在案，對監護

的影響。被禁止做某些工作：保衛、執法、

護理、兒童保育、家庭保健工作者、教學、

(很多的‘婦女工作);可能被驅逐出境，失

去綠卡；對孩子撫養權的影響；至於對 

LGBT人群則宣揚關係的 “本質”,可能洩露

其取向。暴力是沒有藉口的。社區應該參

與，對虐待零容忍。

倖存者 施暴者



起訴，最低刑期,懇求回家, 離開屋子， 不

要接近伴侶，失去孩子的臨時監護權。 

“你要對你的選擇負責。” “不要怪你的伴

侶。”受害者可獲得何時和在哪裡見面的

記錄. 施暴者的干預的工作人員登記受害

者以收集資訊和監控變化,無接觸命令，

交出武器，從家裡移除,記錄在案，對監護

的影響。被禁止做某些工作：保衛、執法、

護理、兒童保育、家庭保健工作者、教

學、(很多的‘婦女工作);可能被驅逐出境，

失去綠卡；對孩子撫養權的影響；至於對 

LGBT人群則宣揚關係的 “本質”,可能洩露

其取向。暴力是沒有藉口的。社區應該參

與，對虐待零容忍。

機密的庇護所:“你不是一個人.” 安全，

躲起來，重新集結的住所。

互助群體: “這不是你的錯.”, “你做了你

必須做的事情才能生存下來!” 安全規

劃:內部提示和推薦,醫療宣傳,加快福利

的夥伴關係, 工作訓練, 房屋租戶權力:

例如,在華盛頓州,家庭暴力受害者不能

因為家庭暴力而被拒絕住房或續租

要注意什麼, 如何提前思考.社區保護令,

法律支援和資訊受害者的權力,起訴期

間受害者的權益留言: “相信倖存者!不

要責怪受害者.” 工作上的支持: 下班去

法庭, 雇傭保護階層加上: 移民宣傳, 宣

導, 兒童保育… …

施暴者 倖存者



 當施虐者可以獲得倖存者的
服務和宣導組織時…

他們對伴侶的掌控
得以增加。



當倖存者被放置在治療施暴
者的位置上時…

他們的自決和安全性
遭到下降。



描述毆打伴侶的人是如何使用

 打他們伴侶耳光  

來建立對他們伴侶的一個權
力、掌控和剝削系統。 

聊天



描述倖存者是如何使用

打他們伴侶耳光 

來抵抗虐待或從虐待倖存。

聊天



宣導者不能
依靠

性別 
或一個 

行為清單

來確定 
誰是倖存者。



評估工具支持宣導者們 
提出問題並保持好奇心 

關於 
 

背景、意圖和效果
 

關係中的各種行為/協議/事件。 



我們的評估培訓涵蓋:

• 評估的作用以及它如何提高對所有倖存者的宣傳

• 評估工具的概述

• 聯繫場景(包括當來電者被評估為造成傷害時如何回應)

• 在反壓迫透鏡中將LGBTQ關係語境化

• 共同宣導和回報如何加強宣導和支持評估的過程

• 創傷管理在有效宣傳中的作用

  



在主流/區域家庭暴力專案中
增加LGBTQ 訪問 



作為全國技術援助提供者，

我們見證了 

許多主流組織希望提高他們接觸和勝
任為LGBTQ 倖存者服務的能力， 

將他們的空間製造成肯定和歡迎

LGBTQ的氛圍, 
 

以及製造更好的工作環境於LGBTQ 員
工。

 



什麼因素阻礙了?

•因為他們不在他們已經想在的地方而感
到羞恥或尷尬

•害怕反彈

•害怕把事情做錯

•不堪重負 

•員工流失

•沒有“一種尺寸適合所有人”的解決方案



我們知道，可持續變革涉及:

•時間

•各種級別組織的參與

•一路上對錯誤和方向改變的靈活

•超越一次性培訓的投入感

•與其他組織的合作和從其獲得的幫助









學院佇列宣導培訓

為家庭暴力 宣導者、專案經理、庇護所員
工、執行董事等提供為期6個月的免費遠端
培訓計畫

建立於我們網路研討會系列的內容之上
•超越方向盤

•庇護

•促進多元化的互助群體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資料獲取

•殘疾司法和家庭暴力宣導

•建立強大且有組織性的合作

為實施與LGBTQ訪問相關的概念和技能提
供量身定制的支援



跨部門協作反人口販運群結構

第1周: 網路研討會

第2周: 概念的應用

第3周: 辦公時間或創傷管理時間

第4周: 組織願景 



增加LGBTQ組織的能力
  



LGBTQ社區是跨

文化的特定群體，

具有獨特獲得支持的

優勢，挑戰和障礙



滿足這一龐大而多樣化人群的需求需要

  兩者

並非二選一 

由LGBTQ社區創立

並為之提供的特定

文化服務

擁有可以解決

LGBTQ社區面臨的特

定需求和障礙

（的技能和文化

敏感性）的主流

服務提供者

和 



你有沒有從以下的機構得到過支持：

主流組織 LGBTQ特定組織

大多數尋求服務的LGBTQ倖存者都是從主流
機構尋起。

從LGBTQ特定組織尋求服務的不到三分之一



想像一下如果您可以找到兩種服務項目時，您會更喜歡哪一
種? (n= 489)

絕大多數LGBTQ倖存者如果他們兩種都可以找到時，會
更喜歡LGBTQ特定組織而非主流組織。

將近七分之一的倖存者將不會尋找任何家暴服務

LGBTQ特定組
織

主流組織

兩者都不。我不會
尋求家庭暴力服務



LGBTQ特定組
織

主流組織 不會尋求服務

男性-

性別酷兒/
GNC

變性*

女性-

變性* 倖存者是最有可能更喜歡LGBTQ特定的服務項
目而最不可能喜歡主流的服務。

接近四分之一的女性- 更喜歡主流計畫。

想像一下如果您可以找到兩種服務項目時，您會更喜歡哪一種? 
(n= 489)



無性

酷兒/泛性戀

女/男同性戀

雙性戀

想像一下如果您可以找到兩種服務項目時，您會更喜歡哪一種? 
(n= 489)

雙性戀倖存者是最有可能更喜歡LGBTQ特定的服務項目
而最不可能喜歡主流的服務。

近五分之一的雙性戀者不會尋求任何家庭暴力服務。

LGBTQ特定組
織

主流組織 不會尋求服務



全國反暴力計畫聯盟的現狀

18個活躍組織(接聽電話、佇列成員、收集資料、委員會

電話會議)

49 個正式成員名單上的組織(包括Forge 和全國皮革協

會作為全國成員)

7 PAC 佇列1 個成員  (2018-2019)

6 PAC 佇列2 個成員  (2019 – 2020) 

組織大多數位於沿海城市地區和中西部上游 



全國反暴力計畫聯盟中的組織類型



全國反暴力計畫聯盟的結構 
管理委員會 國家能力建設

協調員

其他員工

國家LGBTQ 
IPV研究所

全國反暴力計畫聯盟的一般成員

普通會員點名

年度圓桌會
議

CRV佇列 PAC佇列

政策宣導

年度報告

培訓與
技術協助

會員參與

RIR
和通訊

合作+
夥伴關係



擴大LGBTQ 資料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能力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資料獲取

家庭暴力预防和服务法基金的受

赠組織的指南

2018年10月

http://lgbtqipv.org/wp-content/uploads/2018/11/LGBTQ-Institute-SOGI-Data-Collection-Resource-Guide_final.pdf


我們應該如何收集性取向和性
别认同資料?

視情況而定!



您認為自己是
LGBTQ嗎?

您目前的

性別認同

是什麼?

您的性取向或性別
認同是什麼?

您認為自己是
LGBTQ群組的

一員嗎?

       很多選擇!



我們應該如何提問？

1. 您想評估什麼?

2. 您會問誰?

3. 您將如何分析它?

改編自Greytak, E. (2017). LGBTQ 資料收集，2017年AEA會議上的演示 



確保您知道如何處理收到的回應

您會如何形容你自己？ (選擇所有適
用的)

❑ 男同性戀者

❑ 女同性戀者

❑ 同性相愛者

❑ 雙性戀者

❑ 異性戀者

❑ 酷兒

❑ 泛性戀

❑ 半性取向

❑ 灰色性向

❑ 無性者

❑ 質疑者

❑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

您會如何描述你的性取向或性別認
同?  __________________



確保您知道如何處理收到的回應

您會如何形容你自己？ (選擇所有適
用的)

❑ 男同性戀者

❑ 女同性戀者

❑ 同性相愛者

❑ 雙性戀者

❑ 異性戀者

❑ 酷兒

❑ 泛性戀

❑ 半性取向

❑ 灰色性向

❑ 無性者

❑ 質疑者

❑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

您會如何描述你的性取向或性別認
同?  __________________

無性者 女同性戀者
酷兒/雙性戀者
雙性戀者, 但偏向女性 
泛性戀者/半性取向
女孩
在ACE 譜系上
介於雙性戀和女同性戀之間多角戀
者 半女性戀 
泛性戀
難以描繪 性排斥 灰-無性向 
無真誠偏好
同性浪漫異性戀者異性戀男/女同性
戀 



與調研同僚彙報

寫下您的討論筆記

用它們來總結進展情況

以及未來應該改變什麼 

過程/

實施評估!

#womenintech chat

把您所做的轉化為🡺 研究證據



www.CBPRtoolkit.org

家庭暴力雜誌



獲得LGBTQ研究所的培訓和技術援助



培訓和技術援助

• 面對面和遠程培訓

• 每月一次的網路研討會和完整的網路研討會內容存
檔

• 遠程學習群組:
• 學院佇列宣傳培訓(ICAT)
• 社區對暴力的反應 (CRV)

• 一次性技術援助和持續性技術援助

• 問答：全國培訓峰會

• 夥伴關係和合作機會 



培訓及技術援助：如何伸出
求助援手!

發電子郵件給我們!
在我們的網站上:

• 填寫我們網站的服務申請表

• 留意即將舉行的活動和培訓機會

如果您要求量身定制的培訓或技術援助， 

我們將跟進以詳細瞭解您組織的具體需求、提出要求的原因、您

的時間表以及您希望從培訓或技術援助中獲得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在您所
在的地方與您會合!



Carrie Lippy博士，研究生所長 
clippy@nwnetwork.org

Marci Taitt-Lamar, TTA協調員
marci@nwnentwork.org

Ericka Dixon, NCAVP協調員
edixon@avp.org

Fatima Arain, 現場協調員
fatima@nwnetwork.org

聯繫我們!



問題?



此演示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家庭及青年服務局兒童、

青年和家庭管理局授權號90EV0433 促成。本出版物中提及

的觀點、調查結果、結論以及建議純屬作者的觀點，並不一

定反映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家庭及青年服務局兒童、青

年和家庭管理局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