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彩虹暴力终结所
Rainbow Anti-Gender-Based-Violence Center

彩虹暴力终结所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由同语推动成立，旨在为性与性别
少数社群提供性别暴力直接干预服务，包括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
达的歧视和暴力，提供社群伙伴反抗暴力的意识和能力，同时提升直接服务
者的干预技能，促进合作。

Prompted by Common Language, Rainbow Anti-Gender-Based-
Violence Servic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on June 25th, 2016. We provide 
direct interventions on gender-based violence, including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We also work to increase anti-violence awareness and 
capacity among community members, promote the skills of direct 
service provider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如果您是
性 / 别少数人士，

如果您正在遭遇
校园霸凌、原生家庭暴力、亲密关系暴力、就业歧视、财产纠纷、子女婚姻矛盾等问题。
 
服务热线：400 1166 308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14:00-18:00

扫描右方二维码填写需求表格
我们将会在两个工作日内联系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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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彩虹暴力终结所工作地图，通过带有内容的色块与连接线突出表达了终结所最
核心的四项工作（干预服务、能力建设、倡导和研究）以及工作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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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 2021 年对彩虹暴力终结所来说，具
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反家庭暴力法》自 2016
年 3 月 1 日施行，到 2021 年已满五周年，而于
2016 年 6 月 25 日成立的彩虹暴力终结所，也
迎来了我们的五周年纪念日。终结所五岁生日
之际，我们特地邀请了深入参与过终结所工作
的老师和伙伴，相聚畅聊终结所的起源、过往
与现在。

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将“以人为本”
作为发展核心，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
我们持续以社群为本开展服务，同时，也致力
于提升志愿服务团队的能力，为每一名服务者
创造发展机会。

2021 新年伊始，我们邀请服务志愿者填写
问卷，了解 ta 们本年度的需求是什么，最希望
从终结所获得怎样的支持。之后，在顾问和专
家的帮助下，我们据此重新梳理了彩虹暴力终
结所新一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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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镇镇服务者团队迎来新鲜血液，也与几位老朋友暂时挥别。
本年度共有 19 位镇镇服务者参与个案服务或咨询，包括 11 位社工服务
者和 8 位法律服务者。社工服务者年人均接案量 5 例，接案最多的一位服
务者共接案 12 例；法律服务者年人均接案量 4.4 例，单人最高接案量为
7 例。

彩虹暴力终结所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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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

在镇镇做了一个多月法律服务者的工作啦！收获很多，也第一次
更切实、直接地接触到了社群伙伴们。能够以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到
大家，感到很快乐！服务者工作也是自己一直想尝试的工作，期待之
后继续在镇镇提供法律支持，帮助他人，也持续提升自己。再次感谢
镇镇的每一个服务者伙伴！

小方

2021 年是我认识镇镇的第一年，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尝试服务者
的角色。作为新手服务者匆忙上阵，服务过程中有时会犹豫不决，不
知道怎样才是帮助案主梳理情绪的最好办法。但感谢案主愿意与我一
起成长，也感谢镇镇团队的同伴支持与能力提升培训，我学习到服务
者也需要把自己的坦诚交付给案主，更要尊重案主在每个时间节点的
真实情绪。当案主对我说“我现在好多了，想要继续好好生活”时，
我实在为 Ta 开心，也决心更努力提升自己。

在终结所的这半年让我有机会接触真实的社群和具体的人，在与
大家一起行动的过程中，我变得更有力量，更知道该怎样援助，也更
加紧迫地行动起来。真期待能在 2022 年与镇镇继续一起成长呀！

飞飞

很荣幸能在去年加入彩虹暴力终结所，成为一名法律服务者，
运用自己所学为社群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服务。

去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求助者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她因在单位中
公开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而被解雇，她希望通过个案的倡导，让社会
关注跨性别群体的困境，让跨性别群体获得平等的尊重。我为她的
勇气所感动。

性 / 别少数群体人权的保障，无法依靠想象中上苍的怜悯，也
无法依靠某位伟人的恩赐，而是需要一位位当事人站出来，需要一
个个影响性诉讼的涌现，需要一代代人的披荆斩棘，才能逐渐完善
现有的法律体系，才能逐步实现性 / 别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

希望新的一年能有越来越多的社群中人，愿意为自己和社群的
权益站出来发声。

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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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智（Blair）

很荣幸可以加入彩虹暴力终结所，除了本职工作外，为社群伙伴
提供法律服务，发挥余热。

2021 年，我服务了 5 个案主。案件有涉及劳动就业歧视的，也
有涉及形婚婚内财产纠纷的，以及最难处理的——被家人送去矫正机
构非法治疗的侵权案件。

希望在 2022 年，能更多地参与彩虹暴力终结所组织的活动，为
更多的案主提供服务，也为构筑无暴力、无歧视的环境贡献一份微薄
的力量。

祝愿彩虹暴力终结所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小辛

今年是我在镇镇团队的第三年，也是非常有收获的一年。除了在
一线开展社工服务之外，我在共学中还收获了很多新的专业技能和视
角。今年开启的督导和重新梳理的工作流程都给我们工作提供了很多
便利和坚实的后盾。

彩虹暴力终结所给了我非常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社群里面真正最棘
手的问题，去接触到大家真实的需求，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体验，也
给了我很多积极面对自己生活的勇气。

张宁

感谢在彩虹暴力终结所服务的时光，这也是我与案主共同成长的
时刻。因为终结所的服务定位，我们服务者接案都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相关。每个案主的故事都是那么深刻而真实的疼痛，有时候我也会感
觉无力，由于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有限，无法真正为案主解决 ta 最需
要的问题。但是每一位案主在痛苦中的坚毅，在抗争中对爱的那份信
任，这是我前行的动力，激励我在服务中做一个连接爱与善意的桥梁。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美好虽然短暂，但存在过的痕迹
长久留存；星火虽然微弱，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终结暴力这
条路上，希望自己也是星火中的一簇，尽所能、行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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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樊

时光荏苒，来到彩虹暴力终结所已经 3 年的时光。不是社工出身
的我机缘巧合下认识了解到暴力，暴力存在于有形和无形间，存在于
家庭和社会中，存在于大众和性少数人群里。我对暴力的看法是正视
暴力的存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今年依然是在疫情下的一年，受暴者的环境也更为艰难。在服务
过程中，我的目标是帮助受暴者能够脱离受暴环境。接案中的感受是
受暴群体趋于年轻化，在暴力类型上，网络暴力、校园霸凌以及跨性
别人士扭转治疗比重较大。在疫情下，彩虹暴力终结所排除万难，线
上线下都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督导学习，使我更好地了解到如何帮
助案主应对其所面临的处境。

在此感谢彩虹暴力终结所的全体同仁，谢谢这个温暖的集体让我
受益匪浅，也希望彩虹暴力终结所可以为性少数人群带来一些力量，
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初衷。

小川  

2022 是镇镇陪我走过的第四个年头了。在这四年中，我从参加
服务者培训的小白，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接案的社工。作为镇镇的一
员，我有幸见证了许多案主的改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积累，也结识
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

农历虎年来临之际，祝镇镇的发展在新的一年里虎虎生威，为更
多的社群伙伴带去力量和帮助。

匡匡

从镇镇的社工服务者培训中初识彩虹暴力终结所，并且成为镇镇
服务者中的一员，已经有 3 个年头。每个服务的个案背后，都是一位
位鲜活的性与性别少数案主，和他们同歧视和暴力抗争的勇敢故事。

基于改善个体境遇的初心，也承蒙镇镇团队的信任，我在去年 8
月成为镇镇工作团队中的一员，更深度地参与到终结所的各项工作事
务中。彩虹暴力终结所见证了我个人在过去一年的飞速成长，也给了
我进一步将专业知识与社群链接，学以致用服务社群的机会。

过去一年我们遇到了来自复杂案件、外界环境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但我们凭借着相互支持一路打怪通关。感谢一路同行的各位镇镇伙伴
们，也期待和大家一起努力，让彩虹暴力终结所在 2022 年虎虎生威，
镇八方“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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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知不觉已经做服务志愿者很久了，虽然有些时候作为服务者也
挺无力的，但在听到案主说“谢谢你真的帮到我很多”的时候，还是
很高兴自己有做了一点事情。

杨世昌

从今年的服务实践中我们目睹了，新冠疫情是如何对性少数群体
和非性少数群体施加不成比例的冲击的。亲密关系和家庭中的摩擦更
加频繁，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社会支持资源行动起来更加迟缓，原本就
难以被外界察觉的家庭暴力，藏匿到更加隐秘的角落：受家暴影响的
LGBTQ+ 本身能见度就不高，这些因素对于 ta 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社工们面临的情形也因此变得更加棘手。

这一年看到同事们承担了很多，而自己却没能帮上太多忙，实感
亏欠。新的一年，真诚希望自己能够帮同事和社群承担更多！

邹杨

陪伴彩虹暴力终结所走过的又一年，最大的感受是服务者队
伍的壮大。同行的人越来越多，积蓄的能量也越来越多。诚然，
因为法律的有限性和现实的复杂性，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无力感
时常有之，只能尽量安抚、尽量乐观，好在有社工的小伙伴能“兜”
住这个“底”，让事情还不至于那么坏。希望能陪伴终结所走过
更多个“下一年”，自己也能如期收获成长。

兔子

今年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会和某个来访做非常类似的噩梦：
那一刻我知道我和 ta 们是多么相似、多么紧密地被同一个大的
外在的世界影响。我想我们理应关心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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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珂 / 法律服务督导

2017 年我第一次直接参与给社群的普法赋能活动，那个时候我
第一次感受到社群实实在在的法律需求，也深感在目前法律对我们这
个群体的漠视。

过去的一年有幸作为镇镇法律服务者为社群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虽然在很多时候感受到的仍然是法律的无力，但更多时候还是可以为
求助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法律建议，为求助者解决一些问题。这是我
作为服务者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我们向往能够生活在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世界，但我们所追
求的这些宏大的价值，到最后仍应该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镇镇在做
的工作就是这样，关心每一个人的困境，为需要的人提供支持。希望
镇镇在新的一年能够越来越好，法律服务团队的建设也能搞起来，为
大家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胜洋 / 社工服务督导

今年是我投身反家暴领域的第七个年头，而真正走进多元性别群
体反家暴议题却是近一两年的事，去年亦有幸成为“镇镇”的同行者，
与一班富有热情、坚守信念的服务者们一同精进多元性别反家暴社工
服务能力。

彩虹暴力终结所改变了遭受性别暴力伤害的多元性别群体被透明
化、不被看见的处境，从一例例个案中便能感受一路走来的不可思
议——在限制中尽最大努力，不放大限制、早早泄气、容易妥协，这
也是社工专业的美丽之处。2022 年，期望自己存谦卑的心，做好自
己本分，与彩虹暴力终结所继续无负今朝少年时，去管多少不平事！

镇镇的督导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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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别直接干预服务

72.00

9.00

4.00
6.00

表单 来电 社群转介 其他

求助方式

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全年接到求助 91 例， 其中 72 例通过
镇镇的求助表单求助，9 例通过来电，4 例通过社群转介找到镇镇。

全部求助案件中，有 78 例属于镇镇直接服务范围——为性与性
别少数群体提供性别暴力社工和法律干预服务。对服务范围以外的求
助案件，镇镇也为其提供了资源链接或转介服务。

与往年相比，虽然 2021 年镇镇的接案总数有所下降，但镇镇服务团队通过培训、督导、共学等能力建设活动，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努力为每一位求助者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彩虹暴力终结所在 2021 年“反对性别暴力 16 日行动”中，通过丰富多样的媒体内容传播，让更多公众了解、
关注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也推动我们的反暴力服务触达更多多元性别社群的伙伴。因此，
仅在 11 月和 12 月，彩虹暴力终结所的服务者们就为 50 多位求助者提供了专业的社工和法律服务（如图）。

2021 年镇镇接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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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直接干预服务的 78 例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求助者年龄整体偏小，以青年人为主。最小 15 岁，最大 41 岁。
18 岁及以下的有 7 位求助者，其中未成年人 2 位。18-20 岁的案主有
17 位，20-25 岁的案主最多，共 20 位，而 25-30 岁以及 30 岁以上的
案主分别有 10 和 9 位（如图）。

求助者性别身份

18 岁及以下

30 岁以上 未知

18 ～ 20 2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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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求助者的性别身份而言，顺性别女性有 22 位，跨性别女性有 19 位，顺性别男性有 16 位，跨性别男性有 7 位，
而性别酷儿有 4 位。其余为未知和不适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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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求助者的性取向而言，同性恋 41 位、双性恋 4 位、泛性恋 3 位、
无性恋 1 位、异性恋 1 位。性取向未知有 23 位，不适用 5 位（如图）。

案件类型方面，有 27 例是遭遇了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等“出柜”而引发的原生家庭暴力，而 9
例是性与性别少数群体遭遇了恋爱中或分手后的亲密关系暴力， 6 例是遭遇了来自同学、老师等人的直接校园
霸凌，4 例来自校园制度层面校方歧视，4 例遭遇就业或者工作环境中的就业歧视，3 例是遭遇了来自同性伴
侣父母的家庭暴力。除此以外，彩虹暴力终结所在 2021 年所服务案件的类型还包括婚姻生育、代他人求助、
财产纠纷等咨询、性侵相关服务、其他法律咨询与代他人求助（如图）。

求助者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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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法律咨询和律师援助。另外还有 14 例案件涉及到的议题复
杂，同时需要社工与法律在不同面向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图）因此

全计划制定、资源链接等等内容；而有 21 例案件属于法律服务主
有 42 例案件属于社工服务，包括情绪疏导、暴力风险评估、安

镇服务者展开联合服务。

社工 法律 社工 + 法律 其他

服务类型

42.00

14.00

2.00

21.00
17

在这些案件中，彩虹暴力终结所协调社工与法律两个专业背景的镇



多元性别干预服务中的
典型案例分析

1. 原生家庭暴力（来自父母的家庭暴力）

小 X 是一名跨性别女性，自行服用激素类药物史 3 年，时常穿着女装。21 年春天，
小 X 在家里的药物和女性衣物被父母发现，于是顺势出柜。之后父母不仅一直辱骂小
X，还将其控制在家中，只允许她去学校而限制其它外出。父母威胁小 X，如不能“恢
复正常”会带其去医院或专门机构治疗，也曾带小 X 至“精神卫生机构”就诊。出柜
几周后，小 X 再次与家人因女性化的性别表达发生肢体冲突。

案情简述

小 X 遭遇了来自父母的原生家庭暴力，具体暴力形式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出行限
制）、较为严重的身体暴力（殴打）和言语暴力（辱骂、恐吓）。并且小 X 父母因其
性别身份认同，曾经带小 X 至“精神卫生机构”就诊，实际为强制扭转治疗。

暴力基本情况

求助与干预

社工与小 X 第一次沟通时，通过微信语音与小 X 通话，了解了其基本情况以及相关信息：

通过与小 X 建立信任和提供心理支持等方式，降低小 X 的焦虑、不安、厌世情绪。

评估小 X 回到家里后的遭受暴力的风险，将被送到“性别扭转治疗”的机构的风险管理为
最优先的目标。与小 X 一起判断次日父母要和她一起去的“医疗机构”是否具有风险，是
否可能是“扭转治疗机构”，以及如果无法避免“住院”的情况下，如何在该环境下最大
限度保护自己；

与在地伙伴一起根据小 X 提供的信息判断，该机构极大可能为“扭转治疗结构”，并将小
X 和在地社群伙伴链接。

初次沟通的夜里收到小 X 信息称其最后决定，为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小 X 在父母不知情
的情况下，携带重要证件，前往跨性别朋友家暂住。当日最后收到小 X 平安到达借宿处的信息。
数日后，随访过小 X 近况，小 X 表示情况尚好。

2

3

1

经过两次的个案服务，1）社工服务者带着同理心倾听小 X 遭遇，提供心理支持，有效缓
解了案主低落的情绪，一定程度预防案主自杀风险；2）通过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安全计划，
提高了小 X 暴力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3）为小 X 链接当地社群资源，提供同伴支持，扩大了
小 X 的社会支持系统。

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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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性亲密关系暴力（来自同性伴侣的暴力）

32 岁的小 A 和前任伴侣 B 是一对女同性恋人，两人恋爱多年。在恋爱
第四年的时候前任伴侣 B 开始出现冷暴力情况，包括伴侣 B 拒绝与小 A 沟通，
不回应小 A 的需求与情绪，经常当面摔各种东西。而两人应对的冷暴力方式
是小 A 主动道歉和好，双方不再聊起冷暴力的过程，但过一到两周左右会再
次出现冷暴力情况。最后一次，小 A 与前任伴侣 B 出去约会，两人发生争执，
暴力升级成肢体冲突。前任 B 摔东西，案并且殴打了小 A 的躯干。也是因为
这次争执，两人最终分手。小 A 正在处理两人财产分割的事项，还面临法律
上的谈判。

小 A 最近非常焦虑、难过，于是通过微信群和公众号找到彩虹暴力终结所，
希望获得可以的心理支持，能顺利离开前任伴侣 B。

案情简述

小 A 面临的主要是来自同性伴侣的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暴力形式是以精
神暴力（冷暴力），以及最后一次的身体暴力（殴打躯干）。

暴力基本情况

求助与干预

镇镇社工服务者在第一次服务中，为接案环节，首先评估了小 A 的暴力风险（已分手，脱离暴力情景），
倾听小 A 情绪、感受和想法（愤怒、焦虑、自责的情绪）。然后以及协助小 A 分析需求。经过社工服务者的需
求分析，小 A 主要有以下三个需求：1）缓解心理焦虑、获得心理支持；2）自我情绪觉察，亲密关系相处技巧；
3）缓解暴力伤害对工作等日常生活的影响。以需求分析为基础，和小 A 明确了了对应的服务目标。

在接下的几次服务中，社工服务者与小 A 1）讨论了面对受暴经历的感受，并且通过叙事的方式让案主小
A 描述一些故事经历，外化受暴经历，澄清了她自责的一些观念，体察在愤怒背后自己没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
从而缓解案主自责、焦虑、愤怒的情绪，降低受暴经历对案主的心理影响。 2）了解案主的生活系统，评估可
为案主提供支持的资源。小 A 聊了自己和朋友、和原生家庭的相处，小 A 的父母愿意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度过这
个难关，而小 A 现在的伴侣可以给到很多的陪伴、支持。对自己的资源系统更清晰，从而增强小 A 资源的运用
能力。3）通过经验分享、共同讨论，协助小 A 提高情绪觉察的能力，从上一段亲密关系中学习和现任伴侣更
主动沟通情绪，以及建立亲密关系的界限。4）持续跟进财产分割，以及工作中的挑战。

通过 6 次的服务跟进达成了服务目标，服务结束时小 A 已具备很好的应对暴力解决
能力。主要服务成效为：1）焦虑状态得到缓解，小 A 改变了对受暴经历中自责的一些观
念；2）情绪觉察能力得到提高，小 A 掌握更多亲密关系的沟通技巧；3）制定了后续发
展的计划，小 A 的自我效能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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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与干预

社工：通过与小 Y 的沟通，结合法律咨询的相关信息，判断其现阶段的需求
是在情绪和身体安全的情况下，应对所面临的职场歧视。于是采取以下干预
措施：1）针对小 Y 因职场歧视而产生的焦虑、抑郁情绪，由社工服务者为
她提供心理和情绪支持。2）评估小 Y 在家庭关系中可能遭受暴力的风险。
在风险较低的情况下，与小 Y 讨论如何在应对职场歧视上获得更多来自父母
的支持。1）与其讨论在工作环境内降低与领导、公司“冲突”的可能措施，
沟通可能对其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和影响。

法律：为小 Y 收集证据给予一定的指导，建议其在下次领导谈话的时候录音，
作为取证准备。并告知小 Y，如果后续有诉讼需要，可以提供友善律师资源，
为小 Y 进行资源链接和转介。

社工：小 Y 因职场歧视而带来的性别焦虑和负面情绪得到了缓解；小 Y 识别暴
力风险的能力得到提高；掌握了应对职场歧视的技巧和方法。

法律：小 Y 了解了应对职场歧视的方法，后续法律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得到了提升。

成效评估

小 Y 为一名跨性别女性，计划进行性别肯定手术，有时着女装。她目前
在一公司工作，自述在求职和工作中曾受到基于其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
视。而小 Y 在生活中隐藏真实性别认同，加重了其抑郁和焦虑情绪，于是她
逐渐开始找机会和身边的同事、领导解释跨性别的事情。

在求助前，因有同事反映小 Y 出入女厕所，她收到了公司发来的“警告信”，
建议其“整改“其性别表达等。小 Y 计划起诉其所在公司歧视，向终结所寻
求法律支持，经法律服务者与小 Y 沟通后，同时加入社工支持。

案情简述与暴力基本情况

3. 职场歧视

20



直接干预服务中的多机构

/ 人员联动

家暴干预服务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当家暴受害者需求多样，单一
机构无法独立满足时，就需要多部门联动，整合资源提供服务。

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有 32 例性别暴力案件提供了资源链
接服务。其中 13 例为终结所内部社工与法律服务联动，7 例与其他
LGBTQ+ 社群组织合作，包括北同文化、兄弟盟、跨儿心理、出色伙
伴、鲸诗律师网络等；6 例与其他反家暴机构合作，包括监利蓝天下
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千千律师事务所、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等。还有部分法律案件与友善律师合作。终结所的服务者们协调各方
资源和力量，以人为中心编织网络，让服务资源能够在这一网络上顺
畅流动。

目前，终结所主要链接的是法律服务资源。我们也会联合服务对
象所在地的资源，服务者会对接当地可以合作的服务者或服务机构，
与 ta 们沟通受暴者状况，以便后续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处理了一件需要多方联
动的涉未成年人典型案件，专业社工，律师以及来自社群的支持，和
不同组织提供的大量资源都在本案件服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开始，我们从社群伙伴处接到本案件时也曾手足无措，当时案
件正处在初期比较关键的时刻，我们即刻向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家
们请教，讨论可行、有效的处理方案，寻找资源。我们决定先从当事
人最为迫切的法律援助入手，接着请具备未成年人服务经验的社工服
务者介入，评估当事人的个人安全、医疗、社会心理等并提供针对性
的服务，之后我们还链接了不同社群伙伴以及同伴机构一起从不同层
面为案主提供支持与援助，本案最后获得了相对满意的结果。

通过本案件，我们鼓励服务者团队积极实践多人员 / 机构联动。
多元性别家暴案件服务，不能仅靠个人单打独斗，干预者不仅要具有
较高的工作热情，还要有联动意识，熟知相关机构的职责与能够提供
的服务，善于与相关机构和人员合作互动，推动干预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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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
2021 年初终结所的服务者工作反馈显示，当前服务者们迫切希

望能持续获得更有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支持，因此我们决定重新启动服
务者督导机制。

我们邀请了中级社会工作师何胜洋成为彩虹暴力
终结所社工服务团队新一任督导，她致力于妇女儿童
权益保护工作，具有 6 年反家暴社工服务与培训督导
经验，处理及督导超过 500 例家暴案件。何胜洋带
领我们一起重新调整和梳理了社工服务者的督导机制
与流程，此后的督导工作将从教育（专业能力的提升）、
行政（服务管理、协助服务架构的优化，使受督者提
供个案更有效能的专业服务）和支持（服务者的关怀
与情感支持，降低服务者专业工作压力）三方面展开。
与此同时，督导与社工服务者也通过一对一沟通制定
了较为完善的督导主题计划。

个人督导是督导与每位服务者约定时间，以单独
沟通的形式，了解每位服务者在工作中的困难、挑战
以及对为未来督导工作的期待。

反馈督导需
求

确
定

督
导

时
间

收
集

督导需求

督
导

成
效

评
估

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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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督导是督导与全体社工服务者一起，针对不同主题进行学习，期间穿插案例讨论、
角色模拟等形式。2021 年团体督导共六次，梳理了个案流程、个案服务记录指导，也为
社工服务者提供了自我关怀、沟通技巧等指导。具体督导时间和主题如下表：

个案督导，是社工服务者在接案过程中遇到一些棘手的情况，督导即时给予针对个案服务的技巧指导和对
服务者的情绪支持。2021 年，个案督导共进行 2 次。

资源库平台
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筛选日常工作中合作、积累、接触到的可用服务资源，并按照主题类型、服务类

型和议题分类整理，搭建了一个方便服务者检索，且定期维护更新，保持信息有效性的资源库。

资源库可方便服务者了解多元性别知识，针对案主需求匹配相关领域资源，还配有详细使用指南，以帮助
服务者无障碍检索。

跨性别专题督导会

督导见面会    1. 服务者和督导自我介绍
 2. 介绍接下来的督导流程、机制督导见面会   3 月 21 日

时间 督导主题

1. 服务记录反馈；
2. 接案初期沟通技巧第一次   5 月 16 日

1. 介绍同理、赋权等服务原则，提供一些实用沟通技巧（如刻度问句）第二次   6 月 5 日
1. 个案服务记录表填写说明的澄清与指导第三次   7 月 10 日
1. 自我关怀
2. 个人督导的内容反馈第四次   8 月 29 日

第五次   10 月 30 日 1. 开案、分案、结案标准（指标）讨论与形成共识
2. 个案服务流程（含文书工具使用）拟定与形成共识

第六次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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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活动

多元性别群体家暴求助技巧分享

在春节假期与疫情管控的双重压力下，多元性别伙伴与家人 / 爱人长期“绑定”在同一空间中，遭受原生
家庭暴力 / 亲密关系暴力的风险高于平日，加之多数反暴力机构可能会在此期间休假，不便及时提供服务与帮助，
因此，学会科学、有效地向警察求助是多元性别群体在此期间自救与维权的重要方法。

2021 年 2 月，彩虹暴力终结所邀请反暴力公益项目“万家无暴”及反性别暴力机构“蓝天下”的创始人万飞，
在线上为社群伙伴分享与家人沟通及遭到暴力时有效求助的技巧。万飞老师认为，降低暴力风险的核心办法是
避免对抗，争取和解；对于是否要在春节期间出柜，万飞老师建议社群伙伴们先进行可行性评估，有备无患。
最后，万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了遭遇暴力后，是否报警、如何报警与应该准备哪些材料等实用建议。

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就业权

春节前后，劳动关系变动往往较为频繁，许多公司为变相降低用
人成本，会选择在这个时段解除劳动关系，许多劳动者也倾向于在获
得年终奖励后离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岗位。

基于此，2021 年 1 月，彩虹暴力终结所
邀请杭州小马案代理律师王永梅，面向多元
性别社群伙伴举办了一场线上普法活动。为
了让社群伙伴更清楚地辨别职场中容易出现
的用工陷阱，更有效地保护自身权利，永梅
律师从三个方面提出实用建议：签订劳动合
同的注意事项，辨别职场歧视与性骚扰，以
及证据收集的技巧，同时回应了社群伙伴的
各种疑问。

永梅律师介绍与劳动合同有关的注意事项

多元性别群体家暴求助技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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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别校园欺凌讲座

近年来，针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同学常以性别表达或性取向为由对 ta 们持续施
加暴力，包括肢体暴力、言语暴力、网络霸凌甚至性暴力，这对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身心造成了长期且严重的
伤害。目前国内对基于 SOGIE 的校园欺凌的干预经验仍颇为有限，但欺凌发生后，若无相关工作人员的及时介入，
或介入方法不当，都有可能使得欺凌造成的伤害扩大。

基于此，2021 年 5 月，彩虹暴力终结所邀请到在处理校园欺凌方面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彩虹暴力终
结所资深社工王萌、彩虹暴力终结所法律顾问刘明珂、友善校园基金的核心师资成员 Freda 和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应姿，围绕“如何应对与介入多元性别青少年校园欺凌”的主题，结合近期案例，从社工、法律、心理和
教育的角度，分别介绍干预措施，给出相应建议。

艺术疗愈工作坊

艺术疗愈是一种横跨艺术和心理两大领域的心理治疗，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和修复
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受。相比普通心理治疗，艺术疗愈能够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下，帮助那些不喜欢
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人，让 ta 们用非语言的媒介（如绘画）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最后呈现
为艺术作品。

2021 年 6 月，彩虹暴力终结所邀
请到三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何琳祺老
师、王静老师和唐颖老师，带领参与
者开启艺术疗愈之旅。工作坊主题为
“看见真实的自己”， 通过手工制作
面具，参与者的不良情绪得到缓解和
释放，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认识当
下的自己，也收获了来自社群的支持，
增强社群凝聚力。

LGBT 校园欺凌讲座来袭，向 SOGIE 暴力说不！

多元性别校园欺凌讲座

艺术疗愈工作坊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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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次699
转发

“消除性别暴力 16 日行动”系列活动

每年的 11 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从 11 月 25 日
一直到 12 月 10 日，是联合国“消除性别暴力 16 日行动”期。2021
年的“消除性别暴力 16 日行动”中，彩虹暴力终结所以“性别暴力
有关系（GBV MATTERS）”为主题，策划了系列宣传倡导活动，在
社群内外均收获积极反响。以下为截止 2021 年 12 月末，彩虹暴力
终结所“消除性别暴力 16 日行动”系列活动的传播数据。

邀请社群伙伴参与出镜访谈，拍摄制作了消除多元性别暴力主题
宣传视频，发布在微博、微信视频号和 bilibili 三个媒体平台。其中
微博视频观看 9.9 万次；微信视频号转发 699 次，点赞 676 次；
bilibili 观看 1.2 万次，点赞 1245 次，收藏 643 次，分享 514 次。

9.9
万次

微博视频观看

微信视频号

微信视频号

676次

点赞

宣传视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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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画手 @Angesicht 以“性别暴力有关系（GBV MATTERS）”为主题创作
系列漫画共 8 则，展现从出生性别选择到校园霸凌，从职场歧视到人生的告别时刻，
多元性别人群可能会经历的歧视与暴力。8 期漫画中，校园主题反响最佳，微博
收获共 6 万阅读量。微信公众号 8 期漫画收获阅读总量 2129 次。

1.2万次bilibili 观看

1245次点赞

643
514次

收藏

分享

系列漫画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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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开发出版的反校园霸凌主题桌游《魔
法学园》，并通过试玩视频介绍这款桌游的故事背景、人物和玩法，
展现了校园霸凌的多重情形，让公众意识到校园霸凌的普遍性与危害
性，呼吁性别友善的校园环境。

多元性别亲密关系调解室活动，邀请资深社工与专业律师，帮助
多元性别情侣调节亲密关系中的矛盾，掌握非暴力沟通技巧。同时活
动也拍摄制作成宣传倡导视频发布于微博和 bilibili。

活动海报与活动现场

反校园性别暴力桌游测评视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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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者出柜评估工具可视化，
制作成互动 H5，供多元性别社群伙伴
评估向家人出柜的风险。“出柜 H5”
吸引大量社群伙伴参与测试，H5 后台
浏览量达 4000+。

出柜 H5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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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倡导

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五周年之际，我们完成了《多元性别群体
家暴干预现状与需求》报告。本报告不仅全面梳理了多元性别群体遭受
家暴的现状和需求，分析了当前反家暴工作的问题与挑战，还在法律的
制定和实施层面提出了建议。 

报告基于彩虹暴力终结所的家暴干预服务实践。终结所自 2016 年 6
月 25 日诞生以来，始终坚持为中国的多元性别少数群体提供针对基于
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暴力和歧视的直接干预服务，接案量达
到 428 件，充分反映出多元性别群体反家暴的现状和需求。

400 个 LGBT 家暴案例告诉了我们什么？
反家暴法五周年最新研究
《多元性别群体家暴干预现状与需求》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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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LGBTIQ 未成年人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为期两天

研讨会中，与会者就 " 反对暴力和歧视 "、" 全面性教育 " 和 " 健康权利与发展 " 议题
进行了圆桌讨论，并针对如何更好地实现对 SOGIESC 未成年人和青年的保护提出具体策略。
发言者包括青年工作者、校园社团，以及为未成年人和青年提供服务的工作者。

圆桌会议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等机构承诺提供支持，来自教育、法律和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愿意为多元性别未成年人
提供机构支持与合作。参加研讨会的未成年人代表反映，ta 们从研讨会的讨论和成果中感
到了力量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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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同志家暴干预资源地图

2021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发布了第四版同志家暴干预资源地图。
最新版地图将救助机构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和西南
六大区域，并且单独列出了可以提供全国范围服务的机构。资源地图
记录了不同地域的多元性别人士在遭遇暴力后可以选择的服务机构，
以及该机构的服务类型、服务地域范围、服务时间段、联系方式等详
细信息。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彩虹暴力终结所与全国各个多元性别
友好机构的合作，更好地实现资源互补。

服务地图预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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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暴力终结所除了在多元性别反家暴能力
建设领域耕耘之外，也积极参与由不同机构发起
的反暴力倡导等工作。

3 月反家庭暴法成立五周年线上活动 - 多元性别的家暴状况

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 - 性 / 别少数面临的暴力

青年非暴力沟通参与式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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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别群体识别和应得亲密关系暴力直播节目

 “北京 +25”反家暴服务最佳实践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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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彩虹暴力终结所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大家的
支持，在此我们向诸位致以诚挚感谢。我们不会止步于此，新
的一年里，为了实现我们坚守的目标—为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提供性
别暴力的直接干预服务，我们将持续推进服务者能力建设：

2022 年，彩虹暴力终结所计划推出服务手册，进一步为社工和法律
服务者的个案服务提供指引和规范；同时完善法律服务者的团队管理，细
化法律服务的规范程序，并为法律服务者提供包括督导在内的更多支持。
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继续提升镇镇服务者的服务能力。

此外，彩虹暴力终结所也殷切期盼 2022 年会有更多反家暴机构、社
群组织与我们携手进步，壮大反对性别暴力的同伴力量。2022 年终结所
将继续与领域内各机构合作，开展多种培训，提升反家暴机构对多元性别
议题的认识，增强多元性别社群组织针对性别暴力的服务能力。

最后，增进社群伙伴的福祉是彩虹暴力终结所服务的初心，也是我们
前进的动力。在新的一年，彩虹暴力终结所也会持续在社群内开展反对性
别暴力的倡导工作，提高社群伙伴对性别暴力的认知，拓展大家遭遇暴力
时可用的求助资源，增强大家应对暴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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