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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 2017-2020 年愛滋病信託基金按高風險社羣類別劃分的項目資助撥款金額  

(來源 https://www.atf.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_stat.html) 

批准資助金額(百萬港元) 

年份 (財政年度) 男男性 

接觸者 

女性性工作

者/顧客 
注射毒品 

少數 

族裔 
跨性別 感染者 多個組別 其他 總共 

2017-18 22.2 6.4 3.1 2.2 0.3 14.0 0.0 3.7 51.9 

2018-19 17.7 4.3 0.0 1.4 0.4 5.1 0.0 0.0 28.8 

2019-20 16.4 5.6 2.5 1.9 1.0 10.1 1.3 1.9 40.8 

2017-2020 56.3 16.3 5.7 5.6 1.6 29.1 1.3 5.7 121.5 

總百分比 

(2017 -2020) 

46% 13% 5% 5% 1% 24% 1%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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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17-2021 年期間愛滋病信託基金資助的計劃 (來源: https://www.atf.gov.hk/tc/programmes/programmes.html) 

名稱 機構 

 對象 

性工作者/

顧客 
跨性別 

男男性 

接觸者 
注射毒品 感染者 

少數 

族裔 
分組 

"同愛同健"愛滋病預防計劃” (2019-2023) 大同        

去污名、消歧視。將建議和研究轉化成實際行動，

竭力遏止愛滋病在香港不同性別、性傾向、族裔人

士內傳播，維持低度感染率 (2017-2023)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        

水銀星三號- 深入愛滋病及血液傳染疾病預防教育

及支援計劃 (2017-2023) 
善導會        

性向無限計劃 (2019 - 2023) 香港小童群益會       YMSM 

綜合社區服務 - 愛滋病 / 性病預防 (2018-2023) 再思        

推動公眾接納及加強高危人士及愛滋病病毒感染

者就預防、關懷及能力建立的支援 (2020-2023) 
愛滋病寧養會        

香港戒毒會全方位愛滋病防治、關愛及支援計劃 -

星火行動 (2020-2022) 
戒毒會        

POZ 生活：建立一個健康的愛滋病毒感染者社區 

(2020-2022) 
關懷愛滋        

我們的花園 (2019-2021) 支援社        

為女性性工作者特定的愛滋病綜合預防計劃

(2017-2018, 2020-2022) 
青鳥        

香港戒毒會全方位愛滋病防治、關愛及支援計劃 -

凰鳳計劃 (2020-2022) 
戒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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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機構 

 對象 

性工作者/

顧客 
跨性別 

男男性 

接觸者 
注射毒品 感染者 

少數 

族裔 
分組 

為男性及跨性別性工作者提供的 HIV／性病綜合服

務計劃 (2017 - 2022) 
午夜藍        

全方位介入：通過加強愛滋病預防推廣、愛滋病測

試、治療支援及護理之間的聯繫，建立社區對愛滋

病疫情的應對 (2017-2022) 

關懷愛滋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同路人支援  x 能量充權服務 

(2019-2024)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        

POZ - 健康生活計劃 (2017-2021) 再思        

Prevention and Care for Cross Borders - MSM, MSW & 
TSW (2017-2018) 

午夜藍        

Comprehensive Package for Young MSM and Young 
MSM newly infected with HIV (2017-2018) 

香港小童群益會       YMSM 

建立一樓一女性性工作者快速測試隊 (2017-2018) 姐姐仔會        

HIV prevention and care for HK Cross Borders 
(2017-2018) 

匯聚        

 



4 
 

表三. 2018-2020 年保安局禁毒處禁毒基金計劃 (對象為性小眾) 

Programme 

性小眾性工作者外展計劃 (2018, 2020) 

本計劃旨在加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性小眾）性工作者的禁毒意識。計劃內容包括向性小眾性工作者進行外

展；向吸毒的性工作者派發禁毒小冊子並為他們提供專業輔導；以及招募義工參加訓練，讓他們在外展期間向性小眾性工作者宣傳禁毒訊息。 

同志濫藥預防計劃 (2020) 

本計劃旨在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及跨性別人士（「性小眾」）社羣進行具針對性的預防教育及治療，並提升前線工作者與性

小眾青少年及其家人相處的能力。計劃元素包括：製作影片及海報，專門向性小眾社羣傳達禁毒訊息；進行網上外展；在男同性戀活動中進

行實體外展，並在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外展期間與男同性戀社羣進行動機會面和禁毒教育；提供輔導服務；舉辦有助提升抗逆能力的小組活

動並提供醫療支援，輔以精神狀況評估及精神治療；為高危及吸毒的性小眾青少年提供普通科診症服務或中醫醫療支 援或治療服務；以及

為社工開辦專業訓練工作坊。 

「沙馳四號」抗毒預防及治療計劃（愛滋病感染者及高危感染羣組）(2020) 

本計劃旨在增強感染愛滋病吸毒者的戒毒動機；鼓勵跨專業及跨界別合作，以處理感染愛滋病者的特定吸毒行為；以及向大專生、專業教師

及高危人口進行預防感染愛滋病教育。計劃元素包括：為感染愛滋病的吸毒者或高危人口舉辦個人及小組輔導環節、預防 Chem Fun／Chem 

Sex 文化的教育活動及義工計劃；為感染愛滋病者的家人或伴侶安排小組輔導；舉行禁毒工作專業分享會；以及舉辦公眾活動，以推廣禁毒

預防教育。 

擁抱生命、擁抱自我 -- 女性及跨性別女性性工作者綜合禁毒服務計劃 (2019) 

本計劃旨在提供綜合禁毒服務，提高女性及跨性別女性性工作者對吸毒禍害的了解，幫助她們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減低染上毒癮的風險。

計劃內容包括個別及外展探訪、小組活動、電話熱線及網上外展服務、小組及中心為本的活動、製作禁毒小冊子和紀念品、為吸毒女性及跨

性別性工作者提供輔導、醫療及轉介服務，另為醫療、社會服務及教育界的前線工作者和大專院校學生提供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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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me 

綜合預防及治療服務計劃 3.0 (2019) 

本計劃旨在提升同性戀羣體的禁毒知識，並加強同性戀吸毒者尋求協助和戒毒的動力。計劃內容包括為同性戀羣體提供預防教育，包括體育

和互聯網外展服務，以傳遞禁毒信息，並招募朋輩教導員。朋輩輔導員將製作一齣教育微電影，並提供進一步外展服務。本計劃為有需要人

士提供個人評估和轉介服務，並提供 Chem-fun 護理計劃，鼓勵同性戀吸毒者尋求協助及做運動，以更好地控制情緒。另外，本計劃會向社

會工作者提供專業培訓。 

“HERO+” MSM 支援服務 (2018) 

本計劃旨在為男男性接觸者提供全方位及切合男同性戀者需要的戒毒康復治療及計劃。計劃內容包括為有濫藥問題或高危的男男性接觸者而

設的網上外展、輔導、健康活動、支援小組、表達藝術工作坊、創意小組、志願活動及敘事治療。計劃亦會與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合作，為

有濫藥問題的男男性接觸者發展一套特定的介入模式，以及把敘事治療應用於輔導及小組工作上，並為禁毒工作者舉辦分享會，探討以敘事

治療作為個案介入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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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 (2020-2021) 
(來源: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equalsdofs_sex.htm) 

機構名稱 計劃名稱 活動性質 

Down to Earth* 自主人生(VI) 工作坊、單張/刊物製作、輔導服務 

性別空間 性別有理(IV) 互助小組、工作坊、輔導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愛自由計劃」2020-21 互助小組、戲劇表演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He He 她她」 工作坊、戲劇表演、多媒體製作 

明光社 「同行有愛: 決裂之外的選擇」櫃父母支援服務計劃 單張/刊物製作 

平等性教育及輔導協會 「敏感時刻」-青少年跨性別之旅 工作坊、單張/刊物製作、多媒體製作 

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 《同．不同》4 論壇劇場巡迴演出 戲劇表演 

基恩之家 提升性少眾睡眠質素–有覺好瞓 工作坊、單張/刊物製作、輔導服務 

關懷愛滋 性/別友善醫療推廣計劃 工作坊、單張/刊物製作、網上服務 

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 性別。看* 工作坊、單張/刊物製作、輔導服務、網上服務 

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 跨女自我增值課程 工作坊 

世界公民協會中國香港 跨卓藝術展 工作坊、展覽 

香港心性教育協會 「愛。同步」社區教育及性小眾支援計劃(I) 工作坊、多媒體製作、輔導服務 

後同盟 打開「心‧性」的天空–教育及家庭支援計劃 VI (2020-21) 互助小組、工作坊、輔導服務 

香港同志遊行 平等機會(性傾向)外展教育宣傳 2020* 外展活動 

大同 同志支援及社群教育計劃 工作坊、外展活動、輔導服務 

大同 性傾向平等機會工作間公眾教育展覽 工作坊、展覽 

女角平權協作組 Les Talk-情緒支援及平等教育推廣計劃 單張/刊物製作、外展活動、輔導服務 

演活藝術 石牆後的彩虹 戲劇表演 

周耀輝歌詞班(一世唔畢業)同學會 雌雄同歌：跨性別 X 流行音樂 音樂會、多媒體製作 

心創作劇場 《平等同行》平等機會納米電影 多媒體製作 

* 申請者只提供英文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