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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不修  歧視不休 」

「 爸 ， 我會幸福 」

「 支持修改民法  平等就是現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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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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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工作，推動法案的前進，同時進行社會教育，讓
各界更了解同志伴侶與家庭。當年2月，司法院宣
告受理同性婚姻釋憲案，我們除了募集14份不同
專業類別的法庭之友意見書，提供大法官更豐富
的違憲論述，也積極對社會進行倡議與教育，除
了講座、收集生命故事，更跟著「大甲媽」遶境路
線，深入台灣的各個角落用行動讓台灣社會更了
解同性婚姻議題。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釋憲後，確定了台灣是亞洲
第一個即將通過婚姻平權國家的劃時代歷史地
位，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與各大國際媒體的報導，大
平台也持續遊說立法院與監督行政院關於後續法
案的修正工作。無奈的是，釋憲後立法院遲遲沒
有進行法案協商，總統府、行政院宣稱要提出的
修法方案不見蹤影，行政機關也尚無保障同性婚
姻、同志家庭的具體措施。我們仍在繼續努力，直
到法案通過，台灣落實婚姻平權的一日來臨。

婚姻平權大平台 
誕生的故事
因應屆期不連續必須重新提出的婚姻平權民法修正
案，立法委員尤美女與數個性別團體，從2016年3月
開始共同討論草案內容。10月在法案接近定案之際，
台大法籍教授畢安生的離世引起台灣社會對於婚姻平
權議題的高度關注，法案也因此順勢提出。

2016年11月17日，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在立法院的初
次委員會審查，因反同人士場外跪地祈禱的反對，無
法順利進行。為了凝聚社會支持修法的動能，幾個同
志與性別團體咬著牙在一個月內連續舉辦三場大型活
動，其中，12月10日的凱道音樂會更有超過25萬人走
上街頭，相挺平權，終於讓法案在12月26日順利通過
委員會審查。

2017年，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
盟與 Queermosa Awards 酷摩沙獎等團體正式組成
「婚姻平權大平台」，延續2016年已開始的遊說、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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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大平台
婚姻平權大平台由五個長期著力於性別平權的團體組成，分別是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
盟、Queermosa Awards 酷摩沙獎。2016年與尤美女委員辦公室共同提出討論長
達半年的民法修正草案，並且和同志同光長老教會、真光福音教會與基本書坊，共
同完成《 11/28 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 12/10 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
站出來 》音樂會、《 12/26 爭取婚姻平權 用愛守護立院 》等大型街頭活動。

2017年，我們為了釋憲募集法庭之友意見書、投書媒體、舉辦多場街頭行動，為了法
案持續遊說立法及行政機關；面對社會，我們舉辦各種講座、拍攝影片、參與媽祖
遶境，舉辦「許我們一個未來 愛情故事館」同志生命故事展。至今我們仍持續透過
各種政治上與社會上的行動來推動婚姻平權法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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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以下簡稱熱線）從1998年成立至今，不
僅提供社群直接服務與組織支持團體、在校園以及社會進行性
別平等教育，也透過政策倡議讓台灣法律與制度可以對同志更
為友善平等。婚姻平權法案一路走來，捲動許多社會討論，不僅
讓社會對於家庭有更多的想像，也讓許多同志生命故事有機會
被更多人看見；但是反對方透過不實言論進行恐懼動員，也讓性
別議題受到很大的反挫，甚至有政府高層直言保守主義正在興
起。同時，同志社群內有些更為弱勢的族群，像是愛滋感染者，
在過程中更是遭受到許多攻擊，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在接下來還尚待完成的立法路程中，熱線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
注與監督政府，特別是法案內容以及相關時程；同時，也希望各
位關心和支持在過程中被反方攻擊的議題，像是愛滋感染者及
相關的政策，或是已經開始倒退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婚姻平
權帶來的權利保障只是同志生命的一部分，還有學校、家庭、職
場等等更多議題等著我們去面對，熱線會持續地為同志社群所
需要的一切平等權益努力下去。

Queermosa Awards 酷摩沙獎
2016年十月，畢安生教授不幸辭世，在那之後，我們於台灣同志
大遊行前夕舉辦了第一屆酷摩沙獎。自那時開始，我們，杰德影
音全體同仁，推出了許多同志平權的影片與企劃，譬如婚姻平權
點亮計畫，並透過台灣國際酷兒影展、GagaTai、LalaTai、Ha-
haTai以及GagaOOLala等平台，讓更多人看到，進而產生對話。

隨著2019年的靠近，我們會開始著手準備第二屆酷摩沙獎，並
繼續與婚姻平權大平台攜手合作，努力告訴政府與大眾，我們的
目標，是讓這個社會更好、更快樂。

即便這過程中有時是走一步，退兩步，但是相信只要團結一心、
誠懇對話，我們一定會抵達終點。

參與團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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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新知基金會
2016年底，在11月幾場大型動員及12月10日世界人權
日25萬人凱道造勢活動之後，為使婚姻平權法案能順
利通過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2月26日第二次審
議，我們在12月中下旬密集遊說各黨立委，向他們說
明2016新版的婚姻平權法案內容重點。許多立委還停
留在反同人士對2013舊版法案「要修改幾百條文字、
為何要更動原本的夫妻父母文字、耗費社會資源」的
批評及誤解，我們再三強調，只須通過新版最關鍵的
「平等適用條款」就可解決幾百項法條的適用問題。
因此爭取得到跨黨派立委的支持，委員會在12月26日
初審通過新版的婚姻平權法案條文，當天我們與立法
院場外群眾一起振臂歡呼，慶祝婚姻平權法案成功闖
過了中途關卡。

然而，從2016年12月26日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已經一
年，法案仍停滯不前。2017年初司法院宣佈受理同性
婚姻登記的釋憲聲請案、並將於3月24日召開言詞辯
論的憲法法庭，這項轉折為停滯的婚姻平權法案帶來
曙光，因此我們邀請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監事，包括
性別研究、法學等學者專家撰寫法庭之友意見書給大
法官參考，終於在5月24日迎來了大法官公布同婚釋
憲，但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卻宣稱要等行政院版送進
立法院之後才要啟動法案協商，行政院同婚專案小組
則在2017年7月開會之後就毫無進展，卡關半年之久。

我們在無奈中等待，即使大法官都做出同婚釋憲了，
立法院還是拖延不完成修法。行政院也消極無為、行
政怠惰，在未修法之前，其實現在就可以用行政命令
來放寬保障部份的同性伴侶權益，如勞保眷屬相關給
付及其他福利，但行政部門就是不放寬，宣稱要等修
法。

政府的消極拖延，顯然是不想惹怒反同人士。政客忘
了政見承諾與誠信責任，只剩下政治算計。我們只能
一再發聲明及開記者會譴責，痛批立法與行政的怠
惰，讓這一年中已逝去的生命，來不及享有憲法保障
的權利。

權利不會從天下掉下來，同志仍須努力，大家繼續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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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不管是一打一太艱辛、還是二打二好艱困，過去同家
會的家長其實很難得出現在街頭上。但從去年開始
有了很大的轉變，不僅參與長達半年以上的高密度法
律與修法策略討論，更緊接著面對進入立法倡議後，
浮上檯面的歧視與不友善，有越來越多的同志家庭願
意走上街頭，帶著伴侶、帶著孩子一次次出現在鏡頭
前、出現在公眾前。

走出自己的生活圈之前，需要多少與伴侶間的溝通、
與彼此原生家庭之間的溝通，更重要的是，與孩子和
孩子所會接觸到的環境溝通，這需要許多勇氣、心理
建設和預先準備，或許這是還沒有孩子之前有點難想
像的。

但我們相信同志的現身、同志家庭的現身是有意義
的！

我們用我們的行動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在面對歧視、
面對不公義、面對這一切的紛紛擾擾時，你們，即使
無法坦然，也能知道如何自處。

我們用我們的行動告訴我們的下一代，你們，值得一
個更平等的世界，當然，我們也值得。

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
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一向致力於應用各種方式遊
說立委及政治人物有關同志的平等權益。

我們透過Pridewatch.tw網站一直以來持續的監督各
政治人物對於同志議題的表態，讓他們必須為自己的
言行負責。所蒐集到的資訊數據也助我們針對不同的
政治人物來製作遊說文宣及懶人包。

大法官釋憲過後，雖然同性之間的婚姻看來勢在必
行，但是將通過哪個版本，是落實平等的民法版本或
是其他意味隔離或者削減權益的版本還是個未知數。
我們已不需再看政治人物們是支持或反對同性婚姻，
我們現在會監督的是他們所支持的版本。

反方雖然錢多、奧步多，但是我們相信支持愛與平等
的人士更多。2018年所有議題又將蒙上厚厚的選舉
味，請大家繼續關注Pridewatch.tw，讓我們用選票
下架不友善的政治人物。同志平權這條路還很長，還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也請大家繼續支持婚姻平權大
平台的活動，還有參與pridewatch網站上的「點亮計
畫」。

呂欣潔 / 總召集人

2016-2017年，對台灣和世界來說，都是一段相當具有
歷史意義的日子。不只是政治上台灣進入了民主政治
的下一個階段，台灣更即將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婚姻
平權的國家，這不只代表著台灣正在往更成熟的民主
國家邁進，同時也宣示著這一個小島、我們的家鄉信
仰著和中國政府截然不同的價值與理念。

然而，走到今天，一切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是像表
面看起來的這樣美好與順利。在台灣，三十年的同志

運動向來相當的邊緣，也從不是社會討論的中心，但
許多同志與性別團體，以及許多前輩先烈，早已在社
會中默默耕耘鴨子划水，將人權和平等的概念深植許
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心中，這股相信，將台灣推向
了改變，卻也將許多人因無知而產生的恐懼引發了出
來，甚至因此展開了非常激烈、歧視性的抵抗行動，傷
害了許多同志與他們的家人，同時也正在撕裂台灣最
引以為豪的民主。

我一直都覺得婚姻平權不只單純的讓一對同性伴侶
能夠合法結婚而已，它更是台灣民主化三十年後至今
一個非常重要的試金石，在這個階段讓我們來實踐民
主討論很重要的練習，同時更是人民拿來檢視政治人
物是否有擔當進行改革和實現政治承諾的很好的例
子。2017年在立法院內的民法修正案的停滯，在五月
大法官釋憲後至今行政院的推託，而蔡英文總統從在
選戰時的「我支持婚姻平權」影片到後來臉書只附上
的一張彩虹照片，政治計算無所不在。正因如此，我們
要更努力地站起來發聲，更用力地提醒台灣政府，同
志公民不會因為你們的忽視而消失，我們要不斷的提
醒他們，許多同志家庭的痛苦與失去，是源自於他們
的失職。

執行團隊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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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的開始，其實是一個任務型的組織，在2016年
底，為了已討論半年多的民法修正草案能夠在立法院
內順利有所進展，五個團體的代表成員夥伴們，除了
原本既定的工作之外，都花了加倍、甚至三倍的人力
和時間進行法案討論、媒體車輪戰、網路上各種闢
謠、還得面對萌萌們公開或私下的各種攻擊；同時，在
2016年底一個月內的三場大型集會，龐大的壓力與社
會中席捲而來的惡意，讓所有團體都人仰馬翻，病的
病、倒的倒，累得不成人形。

還好有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大平台所發起的募資活動，
讓我們能夠聘請全職的工作人員進入執行團隊來進
行專業的活動行銷、媒體文宣與立法遊說和政策研究
等工作，也才有足夠的經費讓我們能支付相對合理的
報酬給願意與我們合作的專業夥伴們（設計師、插畫
家、影片工作者、文字工作者與翻譯、行銷與公關專才
等等），讓我們努力維持勞動權益，也讓他們在貢獻
專業所長促進社會改變時，能夠維持還可以的生活；
也因為各界的支持，大平台才能嘗試操作各種不同的
媒體策略，去回應和抵擋有龐大金援的護家盟鋪天蓋
地的謠言散佈，這對性別運動來說，是第一次，我相信
不會是最後一次，從中的學習，從今以後的性別運動
和社會運動也都將因此而受惠。在此，要再次感謝所

有支持婚姻平權大平台募資計劃的朋友們，因為有你
們慷慨的支持，讓台灣的性別與同志運動，能夠蓬勃
發展，讓下一代能生活在更加平等與自由的未來。

為了審慎使用社會各界所支持的經費，在大平台成立
之初，五個團體便各自推出執行委員，監督執行團隊
的工作內容與財務支出，同時每個月五個團體的代表
們會與執行團隊召開至少一至兩次的跨團體會議，討
論各種的運動策略和接下來的重要活動。這樣一年半
下來，雖然當中經歷過不少艱困的時刻，我也深深的
感受到團結力量大的重要性；同時，這些日子以來，各
式各樣自發性有創意的網路與實體行動，也讓我感動
於公民社會的力量是如此的龐大，身為運動者的我只
能不斷地虛心反省，我們怎麼樣能做得更好，不辜負
大家的期待。因此，在2018年，大平台會持續地監督
政府、遊說立院、創造更多的社會討論和讓更多的同
志家庭和伴侶的故事被看見、被聽見、被瞭解，進而
推動社會的改變，同時也會在地方扎根，因應反同方
所發起的公投做積極的準備，不會在地方選舉的議題
倡議中缺席。這條路雖沒辦法一蹴可及，但我們可以
彼此相伴、彼此支持，相信平權的那一天，終會到來。

曹承羲
行銷人、活動人，十年活動代理商的經歷，做了大大小
小的商業活動，總覺得會一直待在商業組織。去年的

11月17日我跟大家一樣憤慨，偶然之下，幾天後開始
參與婚權運動的工作，感謝機會和命運讓我可以站在
歷史的浪頭上，為運動做一些事。

我從11月20日開始，策劃、執行大型的動員活動，希
望能將過去的廣告活動代理商經驗與作法，在婚姻平
權的倡議中實踐。實踐的過程中，我們看到許多同志
朋友都帶著極大的動能加入我們。還記得2016年11
月28日早上看著空盪的青島東路在八點半開始湧入人
潮的感動。12月10日「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
站出來 音樂會」到「0524點亮台灣，亞洲燈塔 婚姻平
權再戰立院」等大型街頭活動，以及多場婚姻平權相
關實體活動、婚姻平權小蜜蜂合作多場街頭倡議、平
權講座。並不是每一次的動員、活動都充滿信心，還是
會害怕無法將道路佔滿、會擔心有朋友與反方發生衝

突、有朋友在雨中或是豔陽下支撐不下去，今天我們
將人民帶上街頭，必須讓大家安全回家，這一年我們
做到了，這一年我們都辛苦了！

工作的過程中，接觸到更多的朋友，每一位都讓我學
習到更多，每一位朋友的合作與溝通過程都讓我在有
侷限的生命裡，開出更好的花朵。當然也有不盡完美
的決策，有些朋友因此感到受傷，也希望能在這裏說
「對不起」，希望你能接受我誠心的道歉。這是一份
人與人連結的工作，每一位伸出手支援的朋友，每一
個提供建議給予資源的朋友，我想跟你說「謝謝」，沒
有你們，我們無法做到，謝謝你們。

對我而言，更是豐收的一年，倡議工作相比過去產品
銷售，更有挑戰、更有意義，因為我們所做的，正改
變世界、讓生活變得更美好。但世界要變得美好，絕
對不容易，2018年我們必須面對反方更強力的反擊，
在台灣平權未落實的一天，我們的腳步就絕對不能停
止。

鄧筑媛 / 立法遊說倡議經理

本來只是想要好好的交接先前國會助理的法案工作，
卻意外的跟一群夥伴從修法研議開始，踏上了台灣婚
姻平權運動時代的一波浪潮。

2016年，從10月開始的一連串記者會，到了1210的25
萬人站上凱道；然後是為了法案出委員會的一連串說
明討論過程。2017年一開始，司法院宣布受理同婚釋

憲案，我們從立法倡議，轉向了司法與社會。為了讓法
庭的論述不僅只有法律，正式加入婚權大平台執行團
隊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法庭之友意見書」。我們徵求
生命故事，聯絡友善學者募集專業意見，甚至在憲法
法庭言詞辯論後，每週蒐集支持論點的相關資料寄送
給大法官。最後在大法官的解釋中，看到法庭之友意
見書的影子，感動於這次的行動不僅只是推動婚權議
題，也是跟眾人一起在司法程序上敲開了一個對社會
開放的契機。雖然婚姻平權陷入停滯，在大法官解釋
公布之後立法再無前進，但我們的工作仍然持續。不
管是舉辦展覽，或是參加遊行規劃快閃活動，於我都
是新的學習跟體驗。

踏入NGO工作的第一年，感謝很多朋友的協助與陪
伴。婚姻平權大平台這個任務性的組織，在無奈（政
府不修法啊！）與期待中，將會在2018年持續運作。
面對可能會到來的公投與地方大選，我們還有很多工
作跟可能性，希望能夠讓台灣的性別平權在危機中紮
根，深化，在不遠的、或是很遠的未來，成為流動於土
地與身體間的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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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宜婷 / 文宣企劃專案經理

自詡為傳播人，從傳統媒體產業，走到NGO工作者之
路，為的是一個初衷：「專業為誰所用？」。

2013年底開始擔任熱線義工關注老年同志權益議
題；2016年底開始擔任婚姻平權幾場動員活動的街頭
義工。但始終不安於只是上街頭的付出，總是希望能
為婚姻平權議題多做點什麼。也許是許願讓宇宙聽到
了，因緣際會，在總召呂欣潔的網羅之下，2017年三月
底正式加入婚姻平權大平台的執行團隊。

這段期間，我從傳播的方法與角度切入倡議工作，努
力讓更多社會大眾能看見、認識、關注，進而理解並
支持婚姻平權議題，不論是同溫層之間的動員、鼓

勵、教育，亦或是把議題打入非同溫層，都嘗試透過
不同的訊息設計與傳播方式來做。我們從每場記者
會、活動都開臉書直播開始，讓無法到場的人們也能
線上參與；官網改版，除了將既有訊息做更有效的分
類運用，也擴充之前所欠缺的內容，讓官網有更大
的運用空間；拍攝短片，將同志與家庭的議題做更多
的結合，用軟性的方式讓大眾知道同志的愛與大家
都一樣；錄製廣播廣告，邀請名人透過聲音支持婚姻
平權；媒體購買，想突破同溫層就要用不同的媒體策
略，廣播廣告可以讓許多習慣聽廣播電台的長輩們認
識婚姻平權，短片除了透過網路流傳，也嘗試用電視
廣告讓不同地區、不同階級的社會大眾看到；議題展
覽，將婚姻平權、青少年同志、同志家庭、老年同志等
議題做軟性包裝，更跨出臺北到高雄展出，透過展覽
和其他實體活動，更讓我們有機會跟社會大眾做面對
面的互動與溝通，也才發現中南部的民眾並不是像政
府說的那樣反對婚姻平權啊～

對我來說，婚姻平權的議題不只是同志議題、人權議
題，也是世代間觀念的差異。邀請你與我們一起，從
現在開始，去影響身邊的人們，透過現身或表達支
持；婚姻平權也只是起點，讓社會更加友善、多元、包
容，期待再也沒有人因性傾向或性別氣質與他人不同
而遭受歧視、霸凌，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蔡伊婷
原本只是被同家會收留要休養生息的兼職行政祕書，
一切卻在2016年11月變了調！我在大平台負責的事務
屬於大後方的財務處理。一直以來常覺得錯過各種重
要的歷史時刻，這一次能夠與大家一起親眼見證、親
身經歷這一切，非常榮幸！

薛舜文
在我還是孩子，尚未有明確的自我認知之前，在大家
說到同性戀會矮額矮額的那個時候，我也覺得這是一
件很奇怪的、不健康的、噁心的事情。對於性別有著
扁平淺薄的認識，也曾經對著同學說出「你好娘」之類
的字眼。

成長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忽然之間會開始質疑過往
的認知，開啟的樞紐是自殺的兩位北一女學生，「社會
的本質不適合我們」重重的打在心上，搭配著蒙馬特
遺書，才知道我們誰也沒有資格冷漠。

這麼多年過去了，投入性別倡議的初衷，也不過就是
希望這個社會的本質可以容納差異、可以欣賞性別的
多元展演。2017年發生太多事情，在總統候選人「支持
性別平權」的政治承諾下，發生畢安生老師的悲劇，接
著風起雲湧的大法官748號釋憲案，站在台灣性別史
的關鍵時刻，我很開心與很多努力改變社會本質的夥
伴一起投入，死去的朋友的重量也同時驅使我們一起
前進，能做的很少，但無法停下腳步。

蔡尚文 / 執行委員暨舞台總監

溝通是一條長河、是過程，沒有所謂的開始和結束，
一路蜿蜒而下，有的只是我們都身處其中的成長。

做為公關人、也做為NGO工作者，持續思索運用不同
的工具傳佈很多、很多的訊息，不論是在媒體上、還
是在社群上，甚至是在一方舞台上，其實一直述說的不
僅僅是婚姻平權而已，而是每個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

上的人們的故事。也許你經歷過和他們類似的、相同
的過程，或許沒有，透過圖像、聲音、文字、言語，期望
能帶領大家去思考，也去想像如果是你我身處其中，
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然而，這些常被簡化為議題兩個字的故事、多少苦痛
積累的故事，卻屢屢在爭取平權的路上被推出了列車
之外，或許你我這輩子也都不會遇上，卻不代表為了
眼前的目標，我們就應該、需要將這些血淋淋的故事
捨下或是擱下。沒有什麼議題會是最重要的、也沒有
什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我究竟想堅守的價值
和信念是什麼？

即便還沒想好也無妨，這段旅程就只是過程，我們
都會陪伴彼此不斷學習、不停翻轉自己的世界觀、價
值觀和人生觀，而在過程中，我們都將成為更好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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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歷程與大平台工作時間軸

2016.3

尤美女與性別團體們共同組
成「同婚修法小組」，定期討
論民法修正方向及內容

橘色日期  婚姻平權大平台重點活動
灰色日期  重要時事

2016.8

性別團體們共同舉辦北中南
共五場草案巡迴同志社群內
部座談會

2016.11.10

聯合記者會 
「異性戀家長支持婚姻平
權—愛是平等，不分性別」

2016.12.10

大型動員
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
權站出來 音樂會

2016.11.17

尤美女委員任召集委員，司
法法制委員會排審民法親
屬編修正案。反同團體聚
集 於 濟南路反 對修法，於
壓力下司法法制委員會決
議加開兩場公聽會

2016.11.28

第九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第二次婚姻平權公
聽會

2016.12.3

「彩虹巴士陣線」發動群眾
募資包車北上參與1210音
樂會突破兩百萬

2016.12.5

「法律白話文運動」發起「
法 律不該為偏 見 服務，讓
愛平權 」群眾募資專案突
破三百萬

2016.10.24

同志及性別團體與尤美女委
員合作之「民法親屬編修正
草案」提出

2016.10.26

聯合記者會
「同志家庭不能等-婚 姻平
權要全面」

2016.11.8

尤美女委員及許毓仁委員提
案「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
皆一讀通過

2016.5.17

尤美女辦公室舉辦「同性婚姻
收養子女課題座談會」

2016.11.7

聯合記者會
同 志 父 母 召開「一 群 擔 憂 的
家長—別讓我們的孩子無法成
家」

2016.10.16

畢安生老師辭世，引發輿論對
同志伴侶之關注

2016.10.25

許毓仁委員提案「民法親屬編
修正草案」

2016

成果介紹
2016.12.26

大型動員
爭取婚姻平權 用愛守護立
院

2017.1.15

記者會
神明疼眾人，新年求平權

2017.2.18

邀請同志伴侶與家庭會見
總統等政府官員 

2017.3.3

網路行動
「同志生命故事-未完成的
權利清單」
一人一故事，寫給大法官 

2017.3.11

實體行動
白色情人節
彩虹甜在心 喜糖發送 
with 婚姻平權小蜜蜂 

2017.1.25

報紙廣告：回家過年

2016.12.30

立法院第九屆第二會期休
會

2017.2.10

司法院公布受理祁家威、台
北市政府釋憲聲請，宣布將
於3月24日召開憲法法庭審
理此案

2016.11.11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民法親
屬編修正草案」一讀通過

2016.11.24

第九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第一次婚姻平權公聽會

2016.12.26

第九屆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
員會第二次婚姻平權法案審
查完成

2016.11.28

大型動員集會
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2016.12.3

影片：阿爸的心內話

2016.12.5

發 起 群 眾 募 資「全 民 挺 同
婚，現正募資中！」
突破一千萬元

2016.11.10

201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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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15

座談會
立法釋憲的必勝之路 大法
官幫幫忙！北中南同時開講
同時於美國紐約開放基金
會分享台灣婚姻平權現況 

2017.4.27

座談會
婚 姻平權 通 過後，那些國
家怎麼了?--加法英美各國
經驗分享談 座談會 

2017.4.24

司法院大法官發布新聞稿，
表示將於5月24日公布同婚
釋憲案結果

2017.5.24

大法官釋憲結果公布：釋字
第748號解釋宣告現行民法
不容許同性 結婚，違 反憲
法對於「婚姻自由之平等保
障」，限期兩年要求立法機
關修法

2017.4

雜誌置入
ELLE 同志婚紗故事 
昌榮＆小草 

2017.5.1

網路行動
自己的立委自己教！
打造地方性別小書庫

2017.5.10

網路行動
相愛不分異同之
媽媽我想對你說

2017.4.23

影片
親愛的爸爸

2017.3.17

座談會
紐約哲學星期五- -台灣婚
姻平權的現況 

2017.3.24

座談會
憲法法庭直播 專業點評

2017.3.29

影片
超感人同志求婚影片，台灣
民眾最真實的反應

2017.3.20

記者會
性別教育 終止霸凌 給孩子
更有希望的未來    
民間團體聯合記者會

2017.3.22

網路行動
有愛一同、修民法讓 人 人
能合法結婚，跨界名人一起
舉牌支持婚姻平權

2017.3.16

網路行動
一人一故事·寫給大法官--
募集同志生命未完成的權
利清單 記者會 

2017.3.24

祁家 威、台北市 政 府 聲 請
釋憲案，大法官召開憲法法
庭。同日，大甲媽祖出巡

2017.3.22

完 成 精 神 醫 學、心 理、法
律、社工、教育、政治、性
別研究、公 衛等等專家學
者主筆撰寫、綜合同志真實
生命故事而成的 14 份法庭
之友意見書全數上網公布，
並寄送給大法官 

2017.3.18

影片廣告
阿爸的心內話 30 秒短版

2017.3.26

實體行動
大甲媽祖 彩虹接駕

2017.4.10

實體行動：「尊重差異，快
樂成長」兒童節貼紙 發送 
with 婚姻平權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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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6

記者會
平等是台灣的共同價值，婚
姻平權大平台  平權之光點
亮台灣  記者會 

2017.6.1

實體行動
平權之光，全台發亮 
with 婚姻平權小蜜蜂

2017.6.18

懶人包
748白話文運動

2017.6.21

婚姻平權大平台新官網
改版上線

2017.5.31

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
尤美女召集民法修正草案
協商會議 

2017.6.7

釋憲後，行政院 組 成同婚
修法專案小組第一次開會，
決 議 先 檢 討 現 行 行 政 法
規，對同性配偶放寬

2017.4.23

座談會
萌萌大解密 
歐陽文風牧師巡迴講座 
with 微光計畫

2017.5.27

懶人包
萌萌的盲點 
大平台來突破 

2017.6.22

懶人包
婚 姻平權之後，我們來
嚴肅的說說…

2017.6.14

行政院同婚修法專案小
組 第二次開會，檢 視民
法相關規 定，認為結婚
年齡與夫妻財產制等同
性配偶均可適用現行民
法規定

2017.6.21

行 政 院 同 婚 修 法 專 案
小 組 第三次開會：內政
部啟動跨區同性伴侶註
記，檢 討民法親 屬編婚
姻普通 效 力條 文，同性
配偶均可適用

2017.5

雜誌置入
美麗佳人
同志婚紗故事 
Jovi & 浣熊
ELLE 
同志婚紗故事 
Rita ＆ Crytal

2017.4

雜誌置入
親子天下 我深愛的孩子
卻不是我的孩子

2017.4

廣播廣告
鄭弘儀相挺 
請支持婚姻平權

2017.5.5

座談會
法庭之友系列講座
歧視有病！還 是同志有
病？

2017.5.24

大型動員
點亮台灣，亞洲燈塔
婚姻平權再戰立院

2017.5.12

影片
想對媽媽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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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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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5

宣導擺攤：「撤銷亞泥非法
展延，捍衛太魯閣」
with地球公民基金會
同時於紐約協同祈家威大
哥參與同志大遊行 2017.6.29-7.3

受邀前往華盛頓DC、美國
HRC、與美國台灣人社群分
享台灣婚姻平權與公民社
會與對國際社會之影響

2017.7.6

座談會
婚姻自由之平等保障--判決
之後台美大對談

2017.7.15

三立超級夜總會錄影擺攤
桃園蘆竹誠聖宮
9.9 播出

2017.8.22-9.3

愛情故事館- -許我們一 個
未來 台北場

2017.8.9

釋憲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首度就同婚登記案開庭審
理

2017.9.7

閣揆更替，賴 清德 接 任林
全，成為新任行政院長

2017.6.30

德國聯邦議會通過婚姻平
權修法，修正民法 婚 姻定
義、同性伴侶法走向日落

2017.8.23

呂欣 潔、陳 凌同性婚姻登
記行政訴訟案開庭，開庭後
當事人與律師於法庭外召
開記者會

2017.7.11

三立超級夜總會錄影擺攤
新竹新豐池和宮
8.12 播出

2017.8.3

網路行動
讓愛成家 我愛爸爸 

2017.6

雜誌置入  ELLE
同志婚紗故事  小龍&阿國

2017.8.10-13

前往捷克參與同志大遊行
與婚姻平權相關座談會 

2017.6.25  紐約同志大遊行

2017.10.9

受邀於北海道大學法律系
發表台灣婚姻平權與法律
現況

2017.10.16

大型動員
再也等不到 我們都是畢安
生紀念晚會

2017.10.28

參加台北同志大遊行

2017.11.27-12.24

愛情故事館- -許我們一 個
未來 高雄場

2017.10.12

釋憲後行政法院首度對於
同 婚 登 記 被 拒 案 做 成 判
決：戶政拒絕同性別者登記
結婚處分違法撤 銷，但亦
駁回當事人要求法院命機
關為結婚登記的訴求

2017.10.13

祁家威因投身同志運動、
推動婚姻平權，提 起釋憲
案，榮獲 總 統 文化獎 之社
會改革獎

2017.9.23

參與花蓮同志遊行

2017.9.24

參與台東同志遊行

2017.10.8

參加札幌同志大遊行

2017.9.29

不 要 再 有 下 一 個「 畢 安
生 」，婚 姻 平 權 就 是 現
在！ 記者會。結束後進行
立院各黨團拜會

2017.10.3

賴清德院長接受柯志恩立
法委員質詢時表示，預算
會期提出修法有困難。

2017.10.6

賴清德院長於立院接受許
毓 仁 立 法 委 員 質 詢 時 表
示，不放棄於2017年提出
草案

2018 我們一起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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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384,000  位公民一同參與五次大型街頭行動  

                                                                     動員超過  1,000  位志工 

網路影片聲量達  4,210,000  人次 （含兩個臉書粉絲頁與 Youtube 頻道）

   舉辦  28  場實體行動    5  場在地倡議行動     12  場網路行動

                                     印製且發送  257,600  份文宣品

         國內外受邀演講共  76  場

                         主動舉辦  20  場記者會，發出  20  份聲明稿 

                                            媒體邀訪  50  次     媒體報導超過  1,000  則 

3  場北高攝影展覽，觀賞人次共  28,000  人次  

感謝  7,318  位台灣的自主公民
支持婚姻平權運動募資方案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民主、自由與進步的公民社會

22

2016.11~2017.12

婚姻平權大平台在 社群網路的聲量
總計超過 1,500 萬人次

2016.11.28 
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25,000～30,000 人

大型街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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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0 
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站出來   音樂會
25~3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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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6 

爭取婚姻平權   用愛守護立院
30,000～33,000 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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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4 
點亮台灣，亞洲燈塔   婚姻平權再戰立院
15,000~20,000 人

網路直播觀看超過 32 萬人次
臉書分享次數超過 2,500 次

28

2017.10.16 
再也等不到   我們都是畢安生紀念晚會
1,000~1,500 人

線上觀看直播與相關影片約 100 萬人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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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實體活動與在地街頭行動的原生媒體露出超過 50 則
婚姻平權全台巡迴相關講座 
2017 年 1~4 月 共 20 場法律課、歷史課、公民課、說話課

2017.1.15

新年團圓，討論婚權
平權紅包袋發送  
with 各地婚姻平權小蜜蜂
發送數量 28,000 份

2017.3.26

大甲媽祖，彩虹接駕
跟著大甲媽遶境於員林接駕
全台發放壓轎金 6,600 份
網路影片 409 次分享、 36,000 次觀看

2017.4.23

萌萌大解密！ 
歐陽文風牧師巡迴講座
with 微光計畫2017.3.15

立法釋憲的必勝之路，大法官幫幫忙！
北中南同時開講  座談會

2017.3.11

白色情人節，彩虹甜在心
全台街頭喜糖發送  
with 各地婚姻平權小蜜蜂
發送數量 20,000 個

2017.3.24

憲法法庭直播專業點評 
座談會 2017.4.11

尊重差異，快樂成長 
兒童節貼紙 發送 
with 婚姻平權小蜜蜂
全台 82 個高中國中小、安親班等教育
工作者加上全台婚姻平權小蜜蜂，共
計發送 30,000 張。新聞露出 2 則

實體活動

30

參與各地同志遊行
花蓮、台東、高雄、台中、臺北遊行

2017.4.27

婚姻平權通過後，加法英美各國經驗分享談
邀請加拿大、法國、英國、美國
在台辦事處外交人員分享各國經驗
現場參與人數 100 人。新聞露出 6 則

2017.6.1

平權之光，全台發亮
with 婚姻平權小蜜蜂
印刷 10,000 張彩虹卡

2017.10.28

臺北同志遊行
發起在教育部前紀念
玫瑰少年的行動

2017.8.22~9.3

剝皮寮展出
愛情故事館—許我們一個未來
參觀人次 15,000 人。媒體露出 9 則

2017.5.5

法庭之友系列講座
歧視有病！ 還是同志有病？ 

2017.7.6

婚姻自由之平等保障
判決之後台美大對談

2017.7.11

新竹廟會擺攤
2017.7.15

桃園廟會擺攤
發送文宣、面紙包共計 3,000 份

2017.6.25

撤銷亞泥非法展延
捍衛太魯閣
with 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7.10.23~11.10

景文科大展出 愛情故事館
2017.11.18~12.24

高雄駁二展出 愛情故事館

2017.11.25

高雄同志遊行擺攤義賣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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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5 

回家過年報紙廣告
自由時報、蘋果日報

廣告宣傳

報紙廣告

32

2017.4   親子天下
我深愛的孩子卻不是我的孩子
發行量 65,000 本   傳閱率 每單月 216,000
2017.4   ELLE 
同志婚紗故事   昌榮＆小草 
發行量 65,000 本   
傳閱率 216,000
2017.5   美麗佳人
同志婚紗故事    Jovi & 浣熊
發行量 65,000 本

雜誌宣傳同志伴侶與家庭故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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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   ELLE
同志婚紗故事   Rita ＆ Crytal
發行量 65,000 本   傳閱率 每單月 216,000
2017.6   ELLE
同志婚紗故事   小龍 & 阿國
發行量 65,000 本   傳閱率 每單月 216,000

雜誌宣傳同志伴侶與家庭故事

34

鄭弘儀 30 秒廣播廣告    2017.4.1-5.12

30 秒，投放於中南部共七個地方電台頻道
總計 37 萬元，共播出 814 次

收聽人口收聽加權數（收聽人口 x 播放次數）13,330,000
（此為僅計算其中兩個廣播頻道）

台語廣播劇    2017.9.29-10.12

60 秒，投放於中南部共四個地方電台頻道
總計 21 萬元，共投放 189 次

投放於此些電台 45 歲以上的收聽戶較高的收聽時段
45 歲以上收聽人口收聽加權數（收聽人口 x 播放次數）3,110,492
（此為僅計算其中兩個廣播頻道）

臉書廣告操作    2017.3.15 -12.31

共 61,190 元

大家好，我是鄭弘儀，到這個
年紀，心願很簡單，就是希望看
到孩子能夠幸福快樂。

在我的身邊，有很多朋友，他們
的孩子因為喜歡同性別的人，
沒辦法結婚，這些孩子沒辦
法得到法律的保障。

但是現在我們有機會幫助他
們，讓他們的人生更加圓滿，
能夠讓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結
婚。

請大家支持婚姻平權，讓他
們有一個成家的機會。

阿爸的心內話    系列廣告
電視廣告    2018.3.18-21

25 秒，於三家不同新聞頻道露出，支出 525,000 元
共播出 341 次
Youtube 廣告    2018.3.18-22

25 秒，支出 110,250 元，觀看數 126,652 次

親愛的爸爸  系列廣告
Youtube 廣告    2018.8.3-8

30 秒，支出 105,000 元，觀看數 132,92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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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3 

同志生命故事—未完成的權利清單
一人一故事，寫給大法官

2017.5.1 

自己的立委自己教！
打造地方性別小書庫 with 女書店

2017.4.19

大甲媽祖，彩虹接駕
分享大甲媽祖彩虹接駕影片抽壓轎金

2017.5.10

相愛不分異同之
媽媽我想對你說

2017.6.21

equallove.tw
新官網改版上線

網路活動

2017.8.3 

讓愛成家 我愛爸爸
父親節分享影片抽獨角獸潔淨組合

2017.12.10

我支持婚姻平權
我是那 25 萬分之一

2017.5.24

婚權釋憲大哉問 懶人包

2017.6.19

七四八白話文運動
懶人包

2017.5.27

萌萌的盲點  大平台來突破
懶人包

2017.6.23

同志可以結婚之後 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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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

阿爸的心內話  長版
臉書觀看次數 33 萬次
臉書分享 4,235 次
Youtube 觀看次數 214,620 次

2017.3.15

阿爸的心內話  短版 25 秒
Youtube 觀看次數 136,391 次

2017.3.29

求婚實驗影片
超感人同志求婚影片，台灣民眾最真實的反應
臉書觀看次數 23 萬次
臉書分享 2,069 次

家的進行式
婚姻平權大平台

38

影片產出

2017.4.19

大甲媽祖 彩虹接駕
臉書觀看次數 3.6 萬次
臉書分享 409 次

2017.4.23

親愛的爸爸
臉書觀看次數 14 萬次
臉書分享 1,532 次

2017.7.26

親愛的爸爸  短版30秒
Youtube 觀看 142,603 次

2017.5.12

想對媽媽說的真心話
臉書觀看次數 2.9 萬次
臉書分享 190 次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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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訪問
在每天的新聞與社會發展中，我們持續
的思考也回應婚姻平權議題的前進、後
退與變化。在過去一年多，我們因應法
案的提出、反方的阻擋、國際間的婚姻
平權進展、憲法法庭的開庭、釋憲的結
果、行政院修法專案小組的進度，除了
接受媒體訪問之外，主動召開了約20場
的記者會，在此之外，也因應政府與立
院的法案進程或態度即時發出20篇聲
明稿，說明我們的立場與回應。

法案研議
修法工作的開始。綜合社群的需求、學
者的見解，也同時考量法案審議的程
序，我們與尤美女委員合作推出2016新
版的婚姻平權法案內容，以「平等適用
條款」為核心的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
法案推出後，我們也陸續提出法案相關
的說明、論述，讓更多人可以了解。

國會聯繫
法案的通過當然需要立法院的支持。過
去這一年，我們持續與友善立委保持聯
繫，了解他們對於議題的各種意見，徵
詢他們對於法案的建議。除了個別委員
外，黨團的支持也十分重要，因此在推
出法案之後，在2016與2017年大平台都
舉辦記者會與進行會後的各黨團拜會。

各界串連
跟不同的團體合作、聯繫，也是推動法
案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法案推出之初，
大平台聯繫了許多專業工作者，從各種
不同角度發聲，共同支持法案；司法院
宣布憲法法庭開庭消息之後，也與有豐
富釋憲經驗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合
作釋憲說明講座除了國內的串連，我們
同時與國際間推動婚姻平權的釋憲律
師、組織、議員保持密切聯繫，交流不
同的經驗與策略，同時透過國際關係影
響台灣政府。

婚姻平權大平台的五個團體也一直都緊
密聯繫，在2017年，我們一共開了16次
的團體會議，確認推動法案的工作方向
與進度。

法庭之友意見書
雖然我國的憲法審查並沒有納入民間
或其他專業意見的「法庭之友意見書」
制度，但為了讓過去主要專注法律專業
的法學界能夠更了解不同專業對於同
性婚姻議題以及性別平權的討論，我們
在2017年3月24日憲法法庭開庭之前，
徵集了法學、社工、心理、臨床心理、教
育、性別研究、政治、宗教、公共衛生等
9個專業領域的學者專家，加上同志家
庭、公開招募同志生命故事，彙整共14
份的法庭之友意見書，寄送給大法官提
供審理參考，也公開在網路上供大家檢
視。最終有些「法庭之友」的內容在5月
24日釋字第748號的多數意見書內被大
法官所引用，在台灣為首次成功進行法
庭之友意見書的操作。

立法遊說

2017.2.17-19

總召呂欣潔受香港女同學社邀請參與「第二屆同讀文化節」，並接受
兩間香港媒體採訪
2017.3.13-19

總召呂欣潔前往紐約聯合國參與 NGO CSW 分享台灣推動婚姻平權
之運動，以及受邀於紐約哲學星期五分享
2017.4.13

與英國出櫃的上議院議員與女爵 Liz Backer 會面交流

2017.4.18

與聯合國諮詢地位之 INGO 聯盟主席 Bruce Knotts 會面交流

2017.5.16-17

總召呂欣潔與熱線前理事長林維尼受 Lush 亞洲團隊邀請，前往日本
與亞洲區域員工分享台灣婚姻平權的工作

2017.8.11-13

總召呂欣潔受到捷克布拉格同志遊行邀請，前往參與遊行並於周邊活
動發表演說

2017.10.7-9

總召呂欣潔與立法遊說經理鄧筑媛受到北海道大學於法律學系進行
台日經驗交流與研討，同時參與札幌大遊行

2017.10.22-23

總召呂欣潔受到南韓首爾市政府邀請前往參與韓國創新議題和民主
前途研討會，分享台灣婚姻平權推動經驗

2017.10.25

美國進步中心創辦人與 CEO 前來與婚姻平權大平台與台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拜訪交流

2017.10.29

西雅圖 LGBTI 商會 GSBA 前來拜訪交流，了解台灣婚姻平權進程
2017.11.1-7

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一同前往香港與在地組織交流，同時舉辦座談會

2017.12.2-9

總召呂欣潔前往紐約參與由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所主辦
的聯合國世界人權日倡議週進行國際倡議工作，同時於 Out Summit 
高峰會中擔任講者，分享台灣推動婚權之工作經驗

2017.6.25-7.4

總召呂欣潔受到海外台灣青年陣線與紐約台灣同鄉會協同祁家威大
哥參與紐約同志大遊行、並前往費城參與美東台灣研討會，分享台灣
性別運動與婚姻平權之進展

2017.6.29

總召呂欣潔受到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邀請前往華盛頓 D.C.演講，
並同時拜訪 Human Rights Campaign 與 Center for America Pro-
gress（美國進步中心）分享台灣婚權現狀並與美國團體交流

女爵 Liz Backer 來台交流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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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2016.11.15 - 2017.12.31
全民挺同婚募資專案 10,740,373 2016年12月
法律白話文 516,866 指定用於 12.26 活動
指定捐款 1,913,521 個人、團體、企業
利息收入 7,580 銀行帳戶利息
義賣收入 191,876
合計 13,370,216

支    出 2016.11.15 - 2017.12.31
行政人事 人事費用 991,973 薪資、勞健保勞退與雇主負擔

財務處理、臨時人員 462,715
設計 184,100
文具、印刷、郵電、雜支等 86,154
小計 1,724,942

募資專案後續 勞務費 53,262 臨時工資、回饋品設計
活動費 2,661,752 募資平台服務費、回饋品製作費
文具印刷費 16,757
郵電費 526,688 宅配、郵資
小計 3,258,459

大型活動 2016.11.28    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勞務費 4,000 手語翻譯
活動費 3,690 活動費用
差旅費 500 運費
文具印刷費 37,865 文宣
租金場地費 96,863 硬體設備租用
郵電費 60
小計 142,978
2016.12.10    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站出來音樂會
勞務費 24,960 影片製作、空拍
活動費 414,358 活動材料、保險費用
差旅費 1,685 運費
文具印刷費 93,143 文宣海報輸出、文具
租金場地費 1,469,914 舞台硬體、網路租用
郵電費 110 郵資
設備購置費 2,449 外接式硬碟等
雜項費用 483 雜支
小計 2,007,102

單位：新台幣財務支出

大型活動（續上頁） 2016.12.26    爭取婚姻平權，用愛守護立院
勞務費 13,000 空拍、影片製作
活動費 277,617 活動材料、保險費用
差旅費 1,720 運費
文具印刷費 17,967 文宣海報輸出、文具
租金場地費 705,863 舞台硬體、網路設備
設備購置費 29,763 延長線等
雜項費用 180 雜支
小計 1,046,110
2017.3.13    大甲媽祖，彩虹接駕
勞務費 153,000 影片記錄團隊
活動費 64,854 活動材料、保險費用
差旅費 39,219 工作人員交通費、租車、住宿
文具印刷費 34,335 紅包袋印製
租金場地費 53,115 器材租借
設備購置費 15,540 長凳
雜項費用 1,603 雜支
小計 361,616
2017.5.24    點亮台灣，亞洲燈塔：524婚姻平權再戰立院
勞務費 10,000 影片剪輯
活動費 20,661 活動材料、保險費用
差旅費 100 運費
文具印刷費 10,308 文宣大圖輸出
租金場地費 301,114 舞台設備、網路租用
雜項費用 910 雜支
小計 343,093
2017.10.16    再也等不到—我們都是畢安生紀念晚會
勞務費 10,000 表演費用
活動費 41,508 活動材料、保險費用
差旅費 1,445 運費
文具印刷費 2,266 文宣大圖輸出
郵電費 1,195 郵資
租金場地費 611,973 舞台設備、網路租用
小計 66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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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活動 倡議遊說、講座活動類
勞務費 400,343 臨時人員、網站設計、翻譯人員
活動費 56,040 講座餐點茶水、活動攤位
差旅費 77,122 各地推廣差旅、貴賓接送、外地住宿
文具印刷費 188,397 紅包袋、兒童月貼紙、遊行紙條、列印、大圖

輸出、文具
租金場地費 55,600 場地租借、器材租借
郵電費 10,076 郵資、skype 點數、宅急便、傳真
小計 787,578
2017.8.21-9.3    許我們一個未來—愛情故事館（台北剝皮寮）
勞務費 124,778 策展人、布置設計、臨時人員、活動講師
活動費 325,246 展場布置、展覽材料
差旅費 2,360 運費
文具印刷費 5,448 展品輸出、列印、文具
租金場地費 50,250 場地租金
郵電費 28 郵資
雜項費用 355 雜支
小計 508,465
2017.10.23-11.10    許我們一個未來—愛情故事館（台北景文科大）
勞務費 8,000 布置設計、策展人
文具印刷費 9,942 展品輸出、列印、文具
小計 17,942
2017.11.18-12.24    許我們一個未來—愛情故事館（高雄駁二）
勞務費 94,340 策展人、布置設計、臨時人員
活動費 62,068 展場布置、展覽材料
差旅費 34,933 工作人員出差旅宿、運費
文具印刷費 3,961 展品輸出、文具、列印
租金場地費 20,000 場地租金
郵電費 504 郵資
雜項費用 688 雜支
小計 216,494

媒體採購 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網路廣
告，影片製作

1,267,117 同志諮詢熱線婚權專案支付

2017.12.31                    帳戶結餘 781,532 同家會全民挺同婚募資專案專用帳戶
（不包含熱線專案帳戶）

婚姻平權大平台的 2018

2017轉眼就過了，雖然我們在這一年做了許多努力，只是法案依舊
卡關。公投法門檻在年底前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反同婚陣營很可能
會捲土重來，再次提出相關的公投議案，在這樣社會動員的過程中，
對於多元性別、家庭的傷害，都是我們所不樂見的。即將要到來的
2018年，面對尚未實現的婚姻平權，我們還得繼續奮鬥。

依照釋字第748號解釋，婚姻平權最遲會在2019年5月完成，屆時相
同性別的兩人可以依民法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其實在法律真的
改變以前，台灣的婚姻與家庭實態，早就不僅僅只有異性戀，生養孩
子的同志家庭早已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讓不同的家庭型態能獲
得同樣的保障，這是我們推動「平權」的初衷。因此，婚姻平權大平
台在2018年的倡議方向，將以「家庭」為主軸，透過實體活動、影片、
講座，呈現同志、單親、收養、隔代等等多元家庭的生活態樣，推動
制度上對於多元家庭更完整的保障。

同時，面對即將到來的反同公投挑戰，我們將會根據美國、愛爾蘭、
澳洲等公投經驗，組織地在志工進行「對話行動」，同時和2016年各
地自主發起的婚姻平權小蜜蜂進行合作，強化地方組織，跨出同溫
層，透過對話所產生的同理心，改變中間民眾對於婚姻平權與同志
社群的想法！

2018 大平台 X 小蜜蜂 對話行動 募資方案  即將推出！

2018.5.15-26 

國際家庭日系列論壇與野餐日
2018.5.17 
國際反恐同日快閃活動

立刻加入  對話志工  一起推動改變
https://goo.gl/bL9AKi

捐款支持我們  涓滴成力量 
信用卡          https://goo.gl/9DjSbK
非信用卡      https://goo.gl/6fvp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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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持續關注 婚姻平權大平台 第一時間取得最新消息！

web_ equallove.tw
facebook_ 婚姻平權大平台-相挺為平權，全民撐同志



     感謝有您
      和我們
   一起爭取
           一個
          更平等的台灣

婚姻平權
大平台
     2016 - 2017 
    工作報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