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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大平台的出生與成長
2016年3月，立法委員尤美女與數個國內性別、同

2018年由於公投綁年底九合一大選，複雜度增加、

在多方的討論與壓力下，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於2019

修正草案做討論。同年11月，婚姻平權民法修正草

體所發起的三個公投提案，著手「三個不同意」宣

號解釋施行法」，揭示政府保障同志權益的決心。

志組織、法界人士等召開會議，針對同志婚姻民法
案進行第一次委員會審查，反同團體集結於立法院
外造成審查會中斷。為了凝聚社群共識，婚姻平權
大平台接連舉辦多次集會、講座，積極進行社會對
話以及政治遊說行動，盼能取得民眾支持，同時也
走訪各黨團，希冀取得政治能量以利法案的推動。

2016年11月，為推動2016新版婚姻平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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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aOOLala同志影音平台，正式籌組「婚姻
平權大平台」，為推動婚姻平權的落實，組織化進
行政治遊說、社會教育與政策倡議等行動。

2016年的12月10日，籌備期僅僅兩週的凱道音樂

會，聚集25萬人走上街頭支持婚姻平權，因著這股
動能讓法案順利通過委員會審查。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釋憲，宣告現行民法婚姻限
定一男一女違憲，奠定了台灣為亞洲第一個保障同
志婚姻的歷史定位，更引發國際關注與媒體大篇幅
的報導。然在釋憲之後，反同團體為反制婚姻平權

保障所有公民的實現，於2018年發起公投，要求不
得修改民法對於婚姻的定義，為因應全國性選舉的
龐大支出與能量，婚姻平權大平台必須擴編組織人
員，同時招募全國各地方的組織者，將原來的政治
遊說事務，擴及至全台灣的在地組織行動。

+ 志工於「三個不同意」宣傳行動期間在市場與民眾交流

行政程序也相較複雜。婚姻平權大平台針對反同團
傳行動，透過各地組織志工深入市場、鬧區等人潮

聚集地發放文宣並進行街頭短講。後因「平權前
夕，彩虹起義」發起另外兩個同婚公投提案，為不
分散社群動能，將宣傳主軸由三個不同意轉為「兩

好三壞」，並在10月31日發起選前廣告募資，短短
一個月時間募集一千萬元，倚靠群眾對於平權的期
盼與力量，得以讓婚姻平權的廣告在選前黃金時段
於各大報、主流媒體上露出，同時也在計程車、公
車車身露出增加曝光度。

即使社會動能強烈滾動，但仍不敵反同團體毫無上

限的資金投注，以及堅實的組織系統。2018年11月

24日反同團體所提出的三項公投案全然大勝同志團
體的兩項平權議案，引發社群焦慮，各地組織也回
報有同志朋友自殘、輕生等訊息，因此婚姻平權大
平台在此時轉而處理社群情緒修復，並持續進行政
治遊說行動，盼能在大法官釋憲與公投結果之間尋
求最佳的平衡，保障同志權益也降低社會衝突與撕
裂。

時序來到2019年，在2018年底選舉之後，婚姻平權

大平台積極拜訪各個黨團，亦約見將近90名立委，
討論在大法官釋憲所提之兩年期限之前，如何能夠
切實保障同志權益，在符合公投「現階段不修改民

年2月22日提出同婚專法草案「司法院釋字第748
婚姻平權大平台成立之目標是為民法修正落實真平
等，公投結果顯示我國民眾對於同志身份、同志婚
姻仍有疑義與誤解，未來勢必需要倚靠更多的對話
來化解誤會，進步分階段、改革無法一次到位，但
仍感謝一路走來得到許多夥伴的支援，也感念執政
黨在種種壓力下的努力。

2019年的五月份，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志婚
姻合法化的國家。然當時立法院對此議案仍有諸多
意見，民間討論也時有拉扯，社會整體氛圍劍拔弩
張、立場差異甚大，為爭取國會認同，婚姻平權大
平台展開高密度的政治遊說行動，不僅中央部會的

拜訪，於三個月內走訪各黨團，以及面訪、電訪113
席立法委員，並前往各立法委員選區辦公室。不僅
組織政治行動，亦發起網路串聯，號召網友一起至
選區立委的社群平台上留言，希望透過線上與線下
的社群壓力，敦促立法委員捍衛同婚專法。

而後，2019年5月17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台灣
迎來亞洲第一的同婚專法，當天下著雨，立法院周

邊聚集五萬人潮一起見證這歷史的一刻；一週後的5

月24日，婚姻平權大平台與台北市民政局合作辦理
「幸福起跑線─同志戶外婚禮」，吸引超過兩百家

法規定」的狀況中，最大限度的完整所有同志公民
的權利，於此同時，反同團體更是以公投優勢進行
政治倡議，試圖抵擋任何讓同志合法締結配偶權益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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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參加於紐約舉辦的世界同志遊行

國內外媒體到場，成功讓國際看見台灣，共享驕傲
成果。

2019年適逢美國石牆事件50週年，我們也前往美國
策展介紹台灣同運歷程，同時與國際間推動性別、
人權、民主等相關議題的運動組織會面拜訪，聽取
國際組織在同婚後的下一步，亦將台灣同運經驗分
享給國際，共同促進亞洲地區，包含日本、南韓等
國家同志運動的推進。

直到2019年5月24日台灣同性婚姻法上路之後，婚

姻平權的推動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因此，自2019年
11月起，婦女新知基金會與GagaOOLala同志影音
平台，因人力因素不再參與婚姻平權大平台的決策
工作，轉為議題與活動的合作團體。

無法達到組織成立之初的理想，雖然有些遺憾，仍
然期許台灣社會在歷史的浪潮中不斷往前推進，接
納、包容多元的色彩與價值，在不久的將來，同志
公民的保障能無異於其他所有人。

平權無法一蹴而就，還有許多未竟之事需要努力。

未來，婚姻平權大平台將更名為「彩虹平權大平
台」，透過政治參與、社會教育、國際合作，推動
各項同志平權工作，讓同志友善成為生活的日常，
請持續與我們一同前行。

2019
12/27 政治小客廳第十二場@台北：「沃草時段，選情分析！」

工作成果

09/28 「同婚 2.0 論壇，想結婚的同志，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事」論壇

12/22 政治小客廳第十一場@台北：「選好立委有這麼重要嗎？！」

09/26 高雄行動小組參訪高雄市議會

12/22 參與「生態雙和嘉年華」擺攤

09/19 政治小客廳第二場@台北：「性平教育現況分析」

09/24 製作發佈「2019 同志友善職場指南」

12/22 政治小客廳第十場@高雄：「愛的對話式，行動山棧花對話工作坊」

08/29 政治小客廳第一場@高雄：「性平教育怎麼談！現況與解析」

12/21 參與「人權辦桌」擺攤

07/22 「《你所不知道的748》同婚專法遊說過程大公開」講座

12/20 「一張票 一世情 票投友善 幸福不會散」彩虹選民投票指南 發佈記者會

06/30 以「台灣隊」為名組成花車參加紐約市同志遊行

12/15 婚姻平權大平台X對話千層派，志工培訓課@台北

12/14 「終結性霸凌，從性平教育做起」性平教育論壇@台南

12/08 「對話進行中！不管同溫異溫，快來升級你的溝通力！」婚姻平權大平台X對話千層派培訓課@台中
12/05 如何運用台語上街對話--台語倡議工作坊，台南、高雄志工培訓課@台南

11/30 對話千層派X行動山棧花，傳授對話技能攻略，台南、高雄志工培訓課@台南

11/28 政治小客廳第九場@台北：「能源議題你跟上了嗎？台灣能源轉型現況解析 feat.行動策略公開」
11/27 政治小客廳第八場@台南：「陳思豪牧師台南開講」

06/29 Design Transformation - Visual Language from Taiwan to New York@紐約
06/28~07/07 The Wedding Banquet 囍宴展覽@紐約

06/28 The Wedding Banquet 囍宴展覽開幕晚會@紐約

06/21 The Marriage Equality Campaign in Taiwan 紐約哲五分享台灣婚姻平權@紐約
06/18~7/10 美國紐約與華盛頓特區參訪行
6/8~6/9 參加梓桑文化祭擺攤

11/23 參與第十屆高雄同志遊行與擺攤

05/24 「幸福起跑線 Wedding Party」戶外婚禮派對

11/22 婚姻平權大平台獲頒 APCOM HERO AWARDS 2019，推動亞洲婚姻平權運動，台灣唯一獲獎

05/24 「524 個祝福+1」同志聯合婚禮@台北、高雄

11/21 政治小客廳第七場@台南：「說好一起老，我們結婚了！」

05/17 「最後表決 表決不能輸！」婚權緊急動員令

11/15 政治小客廳第六場@台北：「如何將議題深化至各地，以白色歷史為例」

05/16 「517 一個不能少」街頭快閃行動

11/14 「性平教育才能阻止霸凌、政治惡意操弄撕裂台灣社會」公民團體聯合記者會

05/14 「立院協商 協商不能退！」婚權緊急動員令

11/09 參加第八屆台中同志遊行與擺攤

05/09 「母親節的願望，望大家牽成」影片上線

11/08 「性平運動的現在與未來」台中區志工招募暨性平講座

05/09 「院長首度協商同婚專法後聲明」聲明稿

11/07 「2020會是黑白？還是彩虹？」彩虹生力軍誓師大會@台南場

05/08 「共同監護家不穩固，孩童權益全被罔顧」聯合記者會

11/03 「婚姻街頭大調查」計畫，行動開始@高雄

05/06 「50家第一線婚禮產業集結祝福同志新人」新聞稿

10/30 參與「基隆性別連線」成立記者會

05/02 「同志家庭退無可退，請立委支持合憲法案」聲明稿

10/26 共同主辦 2019 臺灣同志遊行

04/30 「婚姻不要一國兩制，守護子女最佳利益」聯合記者會

10/24 政治小客廳第五場@高雄：「盟盟與他們的產地：台灣護家運動的前世今生」

04/24 「婚姻平權促進經濟成長，23間企業期許多元共融帶台灣走向世界」新聞稿

10/23~11/13 「現在就是未來」台北市同志公民活動20週年回顧展

04/19 「修民法當兒戲？反同團體請勿挾持國會蔑視憲法」聲明稿

10/20 「這一路，我們可以結婚了」 與島內散步合作臺灣同志遊行系列活動

04/16 「亞洲第一，524我們準備好了！募集524個祝福，立委們請用行動讓祝福+1」新聞稿

10/19 女書驕傲月，好書導讀講座（三）：開啟家庭的性別話題

04/15~5/14 「讓524個祝福+1」線上募集祝福留言行動

10/19 「彩虹生力軍」第一次出團

04/02 網路動員「連假動起來！要求委員支持行政院版本同婚法案」

10/19 「打開職場的櫃子」全台首場職場出櫃論壇

03/23 「逆風飛行─彩虹樁腳工作坊」全台政治遊說志工招募培訓@高雄場

10/18 女書驕傲月，好書導讀講座（二）：「跨」過藍調石牆

03/16 「逆風飛行─彩虹樁腳工作坊」全台政治遊說志工招募培訓@台中場

10/13 【2020 看見友善候選人】 性別友善調查開跑！發出調查問卷給總統與立委候選人

03/15 「呼籲各黨立委莫支持違憲法案，儘速完成大法官交付之同婚修法」回應《公投第12案施行法》

10/10 政治小客廳第四場@台北：「假新聞大作戰！」

通過院會一讀之聲明稿

10/09 「2020會是黑白？還是彩虹？」彩虹生力軍誓師大會@高雄場

03/12 網路動員「要求撤簽《公投法第12案施行法》草案！」

10/09 女書驕傲月，好書導讀講座（一）：運動路上，眾「妳/你」成城

03/09 「逆風飛行─彩虹樁腳工作坊」全台政治遊說志工招募培訓@台北場

10/04 「2020會是黑白？還是彩虹？」彩虹生力軍誓師大會@台北場
10/03 政治小客廳第三場@台北：「倡議遊說的十八般武藝」

06/29 Taiwan! Let’s Get Married-Documentary Screening & Discussion 紀錄片放映講座@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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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盼立院大步前行，用圓滿成家取代社會爭議」回應《司法院釋字748號施行法》通過院會一讀之聲明稿

02/21 「婚姻平權大平台針對行政院版草案三點聲明」聲明稿

11/14 選前影片《夢想篇》影片上線

02/20 網路動員「立法關鍵戰！一起成為合憲法律的強大後盾！」

11/14 《打電話給親友，1124一起投起來_與弟弟對話》系列影片上線

02/11 網路動員「情人節快樂，同志要合憲的婚姻！一起到立委的社群平台留言」

11/14 《打電話給親友，1124一起投起來_與媽媽對話》系列影片上線

02/20 「期待同婚法案合憲且平等，建立和諧尊重的多元社會」聲明稿

11/14 《打電話給親友，1124一起投起來_與阿嬤對話》系列影片上線

01/31 「支持你的同志親友，八大要點停看聽」網路聲援

11/13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十集，來賓：陳明珠

01/23 「公投元年後的下一步：關注同婚法案，深耕彩虹台灣」聲明稿

01/16 「期待蘇貞昌院長堅守748的憲法防線：「婚姻」才是符合憲法及實際需求的同婚法案」記者會

2018
12/25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台東

工作成果

12/22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台北場次二

11/11 「我想雲你一起，聊聊屏權」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暨性平座談 屏東場@小陽。日栽書屋

11/10 「我想雲你一起，聊聊屏權」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暨性平座談 雲林場@虎尾厝‧SALON
11/09 高雄公車車體廣告上線

11/09 「如何和家人提起平權議題？」公投說明會@女書店

11/08 「回嘉公投！嘉你一票！」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暨性平座談 嘉義場@百種生活發展協會
11/06 「性別平等教育到底在教什麼？」公投說明會@女書店

12/21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宜蘭

11/06 「愛教會我們的事」之《天下父母心》影片上線

12/21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雲林

11/06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九集，來賓：林立青

12/19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基隆

11/04 選前台鐵燈箱廣告上線

12/19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新竹

11/04 「18學子站出來--校園行動暨出團培訓」北區@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12/19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台中

11/04 「彰投愛起來！平權力量站出來！」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暨性平座談 南投場@籃城書房

12/18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台北場次一

11/03 「18學子站出來--校園行動暨出團培訓」南區@成功大學

12/18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桃園

11/03 「彰投愛起來！平權力量站出來！」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暨性平座談 彰化場@紅絲線

12/14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台南

11/03 「時力相挺！士林、北投公投對話補給站！」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會與對話技巧練習

12/13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嘉義

11/02 「謠言滿天飛，我們來終結！」 破除反同團體十大謊言 記者會

12/12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高雄

11/02 〈Love from Stonewall - Support Marriage Equality in Taiwan〉公投說明會@美國紐約石牆酒吧

12/12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花蓮

11/01 台灣大車隊車體廣告、車內廣告上線

11/24 「開票之夜」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地串連線上直播

11/01 「讓傷痕說話：徐志雲醫師的彩虹診間」徐志雲與羅毓嘉直播對談

11/24 1124開票之夜，婚姻平權大平台、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 聯合記者會

10/31 「非常召集｜牽手步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群眾集資計畫開跑

11/23 「回家吧！全台車站接人計畫」

10/31 「愛教會我們的事」之《消防男孩篇》影片上線

11/22 「親愛的，公投倒數，你在哪裡？」新竹場@江山藝改所

10/30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八集，來賓：王小棣導演

11/22 「遊子返嘉，守護平權-車站接人計劃暨彩虹監票行動說明會」

10/27 參加台灣同志遊行，「兩好三壞」公投練習賽

11/21 「婚姻平權在台灣的現在進行式-年底公投帶來什麼衝擊」@台南大學

10/23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七集，來賓：四叉貓

11/20 「婚姻平權在台灣的現在進行式-年底公投帶來什麼衝擊」@成功大學

10/19 「加入插旗點，相挺幸福未來」全台插旗點計畫正式上線

11/20 「親愛的，公投倒數，你在哪裡？」桃園場 @荒野夢二

10/19 「婚姻平權大平台X全台大學 說明暨討論會」北區@真光福音教會

11/20 「愛教會我們的事」之《何祥與王天明》影片上線

10/16 「愛教會我們的事」之《清水阿姨篇》影片上線

11/20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十一集，來賓：蘇打綠團長阿福

10/16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六集，來賓：Kiwebaby

11/19 「親愛的，公投倒數，你在哪裡？」宜蘭場 @宜蘭青年交流中心

10/14 「婚姻平權大平台X全台大學 說明暨討論會」中區@台中基地

11/19 「愛教會我們的事」之《1124眾志成城 讓愛圓滿》影片上線

10/14~10/28 「許我們一個未來─愛情故事館」@桃園光影展出

11/18 「為愛返家，搭上幸福特快車」兩好三壞音樂會
11/15 《一分鐘公投教學》動畫影片上線

11/12 「花點時間，聊聊未來。」兩好三壞行動說明會 花蓮場@浮室soave plan

10/13 「婚姻平權大平台X全台大學 說明暨討論會」南區@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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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五集，來賓：潘映竹

10/05 「你的友善，我來相挺」候選人意向調查問卷上線 記者會

04/17 「反同公投違憲迫害少數族群 勿讓歧視言論撕裂台灣民主」，就中選會通過反同婚及反同志教育

10/02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四集，來賓：黃益中

04/15 「性別公民站出來 爸爸媽媽一起來」 婚姻平權地方遊說培力工作坊 台中場

09/25 「1124返家投票，兩好三壞，投出台灣幸福未來」聯合聲明

04/04 「不一樣的家庭，同樣的愛」影片上線

10/04 發布「2018 公投元年 友善候選人」名單

公投提案發布聲明

09/27 「打破基隆自治區！在地青年聊性平」基隆場說明會

04/11~13 國際顧問團隊來台培訓工作坊

09/25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三集，來賓：温貞菱

04/01 「性別公民站出來 爸爸媽媽一起來」 婚姻平權地方遊說培力工作坊 台南場

09/24 呂欣潔前往泰國分享婚權公投挑戰，台灣首位受邀泰外國記協演講

03/31 「性別公民站出來 爸爸媽媽一起來」 婚姻平權地方遊說培力工作坊 高雄場

09/21 《讓愛進步 圓滿幸福》動畫影片上線

03/13-26「許我們一個未來--愛情故事館」@台南成功大學展出

09/21 「釋憲之後，修法之前！公投元年的婚姻平權」哲學星期五講座

03/09 「反同婚公投 同志只是局外人 聽證會應納入真正的利害關係人」記者會

09/18 《名人來Call Out》直播第二集，來賓：陳嘉行

03/05 「用修法達成婚姻平權，莫以違憲公投戕害民主社會」，就3月9日將舉行同婚公投案聽證發布聲明

09/18 高雄地區行動小組正式成立

01/26 「平等成家 還要等多久？」行政院前大樓看板廣告上線

09/12 台北志工培訓，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feat.生命故事

01/24 回應下一代幸福聯盟及安定力量發動公投聲明稿

09/11 《名人來Call Out》首波直播上線，來賓：呂欣潔
09/10 「三個不同意，幸福ＯＫ！」網站正式上線

09/10 「愛教會我們的事」之《凱西與王先生篇》影片上線

08/29 「三個不同意，幸福ＯＫ！」募集百萬不同意票行動正式開跑 記者會
08/27 「愛教會我們的事」首波影片《春桃阿嬤篇》影片上線
08/24 《三個不同意，幸福OK！》第一波宣傳動畫影片上線

07/27 「大法官釋憲 vs. 反同婚公投 — 直接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哲學星期五講座@高雄
07/23~25 美澳公投顧問團隊來台培訓工作坊

07/15 於同志諮詢熱線第二十一屆募款感恩會招募對話志工
07/07 婚姻平權倡議擺攤@天母棒球場

06/13 台灣社會質化研究─焦點訪談執行@高雄
06/12 台灣社會質化研究─焦點訪談執行@台中
06/11 台灣社會質化研究─焦點訪談執行@台北

05/29 〈婚姻平權運動中的美麗力量〉2018 國際家庭日系列文化講座
05/25 「家家好家 有愛成家」2018國際家庭日草地園遊會
05/25 「婚姻平權，平等成家？」國際修法論壇

05/24 「投投是道：美澳婚姻平權公投的致勝之路」

05/23 〈當代藝術中的LGBTQ〉2018 國際家庭日系列文化講座
05/23 「平等的愛，一樣的家」影片上線

05/17 「2018反恐同恐跨恐雙日 大平台邀你用對話為愛找捷徑」記者會
05/17 「蜂潮行動-飛越同溫層」募資計畫開跑

05/16 〈粉紅經濟起飛，台灣準備好了嗎？〉2018 國際家庭日系列文化講座
05/15 「家家好家 有愛成家」 2018 臺北市同志公民活動 記者會
05/10 【對話志工】第一次線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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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介紹

2018 面對公投戰前的準備

2018 公投時期的作戰計劃

下一代幸福聯盟於2018年一月份公開募集連署提交第一個公投案，要求婚姻限定

婚姻平權大平台為因應年底即將到來的公投，投入資源開始滾動北中南東等地方組織。於2018年

苗博雅等人發起的「平權前夕・彩虹起義」組織，為反制「反同團體」而提起民

技巧培訓、菜市場與賣場擺攤的行動計畫與培訓、團主培訓、認識性平教育、認識同志與同志人

於一男一女，以及另外兩個針對同志專法及性別平等教育之提案。同年四月，由

6-9月份起陸續聘用各地組織專員，在北中南東密集招募並培訓志工，培力課程如：在地街頭對話

法婚姻平權、性平教育落實等二個公投案。

權、運用生命經驗融入對話行動，以及接近公投時期的情緒與心理課程，皆用於宣導「兩好三壞」
公投教育的系列活動。

2018.01.26~02.28

由於公投法降低門檻，2018年不僅有性別相關五公投案之外，該年還有包括環保、主權等共十公投

2018.03~04

織行動；線上社群經營、懶人包、動畫與影片，並製作不同的文宣品、摺頁DM等廣為發放。

「平等成家 還要等多久？」行政院前大樓看板廣告@中山北路與忠孝東路口

案。因此，婚權大平台於2018下半年投入許多溝通成本在宣導事項上，包含線下的座談、宣講、組

「性別公民站出來 爸爸媽媽一起來」 婚姻平權地方遊說培力工作坊
北中南共培訓超過 55 位志工

除此之外，在當年六月份於台北、台中、高雄各舉辦兩場焦點訪談研究，針對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家
庭、婚姻、社會與同志的觀點進行調查。援引研究結果，於八月份開始進行「愛教會我們的事」網

2018.04.04

路影像企劃，收集不同的同志生命故事，期待社會大眾能重新定義愛，並看見愛的不同可能性。

「不一樣的家庭，同樣的愛」

2018.05.23

為因應反同公投在主流媒體上的廣告攻勢，婚姻平權大平台也在10月31日發起「非常召集｜牽手步

「平等的愛，一樣的家」
兩影片總計線上觀看超過 87,000 人次

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選前廣告募資計畫，不到一個月內募集超過一千萬元，得以讓婚姻平權的廣
告在選前黃金時段於各大報、主流媒體上露出，同時也在計程車、公車車身露出增加曝光度。

2018.05.17~11.21

「蜂潮行動-飛越同溫層」募資計畫，共計有 1,560 筆捐款，募得 5,429,822 元

同時，在政治行動上，則積極與各黨團聯繫拜訪，並與其他性別組織一起約訪各立法委員，進行政

2018.05.24

治遊說行動。

「家家好家 有愛成家」2018 國際家庭日草地園遊會
現場參與人數：10,000～15,000 人次
動員志工：80 位
現場攤位：50 個

全台「三個不同意」與「兩好三壞」公投教育宣導行動成果

2018.05.25

「婚姻平權，平等成家？」國際修法論壇
現場與會人數：超過 160 人

2018.05.01~11.24

全台組織活動（出團、行動、講座、培訓、與他方合作共同宣傳，共 525 場
五月 22 場 ｜ 六月 26 場 ｜ 七月 27 場 ｜ 八月 37 場 ｜ 九月 69 場 ｜ 十月 169 場 ｜ 十一月 175 場
全台總計共募集志工 11,112 人

全台總計共有 788 個店家 / 攤商加入友善店家行列，協助發放文宣
全台總計共串連 68 個地方團體 / 組織
全台 45 個大專院校，總計共 66 個社團 / 系學會串連合作
總計共印出 1,585,136 份文宣品送往全台各地發放
總計共寄出 160,780 封電子報給支持者

《名人來 Call Out》直播共 11 集，總觀看次數超過 135,000 人次

「加入插旗點，相挺幸福未來」專案：總計有 2,809 面「兩好三壞，投出幸福未來」旗幟於全台各地飄揚
「塞好塞滿，平權塞信箱」專案：總計有 260 位民眾申請者文宣品，全台信箱共發出 58,600 份傳單
+ 2018 國際家庭日草地園遊會

+ 行政院前大樓看板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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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介紹

「愛教會我們的事」企劃成果

回家吧！全台車站接人計畫

11/23 當天全台各地共有 34 個火車站 / 轉運站 / 客運站，皆有志工拿手舉牌迎接返鄉遊子回家投票

台北

台北火車站 市府轉運站
松山火車站 板橋火車站

桃園

桃園火車站 楊梅火車站

新竹

新竹火車站

台中

台中火車站 豐原火車站
沙鹿火車站 大甲火車站

台中轉運站 朝馬轉運站
高鐵台中站

彰化

彰化火車站 員林火車站

雲林

2018年8-11月，總計產出 6 篇文章，6 部網路影片
線上平台總計觀看次數超過 189 萬次

基隆

基隆火車站

春桃阿嬤篇

宜蘭

羅東轉運站
礁溪轉運站

4.2 萬

消防男孩篇

7.9 萬

11 萬

何祥與王天明

花蓮火車站
鳳林火車站

55 萬

1.8 萬

天下父母心

花蓮

10 萬

Facebook 觀看次數

凱西與王先生篇
清水阿姨篇

宜蘭轉運站

Youtube 觀看次數 (原生)

7.3 萬
10 萬
37 萬

10 萬
25 萬

9.9 萬

特別感謝名單（依受訪順序）

南投

春桃阿嬤、凱西、王先生、李志芳、王譽潤、暖暖包、韓弟（清水韓式髮廊）、趙彥鈞、張津唯、盛浩偉、蘇履泰、蘇孫中

寶島時代村客運處

慧、蘇珊、Lana、何祥、王天明、陳茻、陳海山、童子賢、Ginny

斗六火車站

嘉義

嘉義火車站

台南

台南火車站 新營火車站
大橋火車站

高雄

高雄火車站 鳳山火車站
高鐵新左營站

台東

台東火車站

屏東

屏東火車站

+ 凱西與王先生篇

+ 著名鄉土作家吳晟之子，歌手吳志寧在公投前夕與我們
一同在車站迎接返鄉遊子，鼓勵選民投下公投兩好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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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桃阿嬤篇

+ 清水阿姨篇

+ 天下父母心篇

+ 消防男孩篇

+ 何祥與王天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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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召集｜牽手步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選前廣告募資計畫 廣告投放成果
募資時程 2018.10.31~11.21

22 天內，總計 5,334 筆捐款，共募得 10,379,789 元

+ 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四大報半版廣告

廣告投放成果報告

傳統廣告（報紙、電視、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分眾廣告）
曝光次數：23,744,877
數位廣告（Facebook、YouTube、Yahoo 影音、影音聯播網、OneAD 聯播網、Google AdWords）
曝光次數：43,138,553
以上僅列出可監測的廣告曝光次數，部分廣告無法計算曝光次數，故不列入

廣告執行比例

電視廣告 30 %
報紙廣告 26 %
戶外看板廣告 11 %
影音廣告 11 %
Facebook 異溫層 6 %
Facebook 同溫層 3 %
YouTube 廣告 6 %
廣播廣告 5 %
Google AdWords 2 %
電視廣告

報紙廣告

戶外看板廣告
影音廣告
Facebook 異溫層
Facebook 同溫層
YouTube 廣告
廣播廣告

Google AdWords

廣告執行項目

傳統廣告
報紙廣告
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
11/16 「妳們相愛嗎？」「我們很好，只是缺了一張結婚證書。」
11/23 春桃阿嬤想喝喜酒
電視廣告
11/15-11/16 春桃阿嬤 30 秒廣告
11/20-11/23 愛教會我們的事 30 秒廣告
廣播廣告
10/20-11/23 好事聯播網、亞洲電台、亞太電台、蘋果線上、
Hit FM 電台、好事 989、港都電台
台灣大車隊廣告
11/1-11/30 車門廣告（台北 20 台車，台中 36 台車）
車內橫插卡、車內影音
台鐵廣告
11/4-11/24 燈箱廣告
11/5-11/24 B1 高鐵售票前 LED
燈箱車廣告
11/20-11/30 大台北地區
高雄公車廣告
11/9-11/24 高雄地區
分眾廣告
10/22-10/26、11/05-11/09、11/19-11/23 全台
春桃阿嬤 30 秒廣告，阿爸的心內話 30 秒廣告
數位廣告
8/30-11/23
Facebook 廣告
YouTube 影音廣告、探索廣告
Yahoo 影音廣告
影音聯播網
OneAD 聯播網（新聞網站內影音廣告、LINE today 原生影音）
Google AdWords

+ 台灣大車隊車門廣告

+ 台北車站台鐵大廳燈箱廣告

16

+ 燈箱車廣告行經西門町

17

+ 高雄公車廣告

工作成果介紹

大型活動執行成果
2018.11.18

2018.11.24

「為愛返家 搭上幸福特快車」兩好三壞1118音樂會
現場參與人數：10 萬人次
（以人潮最高峰時數量計）
線上觀看直播人數累計：14.7 萬人
參與藝人：共 13 組藝人演唱，7 組藝人上台表達支持
動員志工：180 位
新聞曝光：80 篇

「開票之夜」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地串連線上直播
台北直播現場場地：T-PARK 一、二樓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蓮等地
現場參與人數總計共約 190 人
線上觀看直播人數累計：16 萬人
直播觀賞人數：最高同時 1,000 人觀看
平均 400~700 人
新聞曝光：21 篇

2018.12.12~12.25

「未來還沒來，公投之後的婚權運動怎麼走？」
公投後婚權運動 全台說明會
全台總計 13 場說明會
總計參與人數約 250~300 人

+ 1118 為愛返家 搭上幸福特快車 音樂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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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果介紹

2019 立法遊說與網路串連並行
2019.05.14

婚權緊急動員令「立院協商 協商不能退！」

時序來到2019年，群眾都在問，公投過後，我們還能做什麼？

現場動員超過 10,000 人

在2019年初，婚姻平權大平台積極拜訪各個黨團，亦約見將近90名立委，討論如何在

直播影片超過 10.6 萬 次觀看

改民法規定」的狀況中，最大限度的完整所有同志公民的權利，於此同時，反同團體

2019.05.16

大法官釋憲所提之兩年期限之前，能夠切實保障同志權益，在符合公投「現階段不修

「一個都不能少快閃行動」
立法院正門前、忠孝西路天橋上、立法院議場前
動員總計 35 位志工參與快閃行動

更是以公投優勢進行政治倡議，試圖抵擋任何讓同志合法締結配偶權益的可能性。

在多方的討論與壓力下，行政院蘇貞昌院長於2019年2月22日提出同婚專法草案「司法
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揭示政府保障同志權益的決心。

2019.05.17

然而，當時立法院對此議案仍有諸多意見，民間討論也時有拉扯，社會整體氛圍劍拔

婚權緊急動員令「最後表決 表決不能輸！」
台中地區集資包車參加總計約 80 人
高雄地區集資包車參加總計約 180 人

弩張、立場差異甚大，為爭取國會認同，婚姻平權大平台展開高密度的政治遊說行

動，不僅中央部會的拜訪，於三個月內走訪各黨團，以及面訪、電訪113席立法委員，

現場動員超過 50,000 人

並前往各立法委員選區辦公室。不僅組織政治行動，亦發起網路串聯，號召網友一起

直播影片超過 34.8 萬 次觀看
網路直播同時觀看人數最高達 8,000 人

至選區立委的社群平台上留言，希望透過線上與線下的社群壓力，敦促立法委員捍衛
同婚專法。

+ 2019.05.16 一個都不能少快閃行動於忠孝西路天橋（鐘聖雄攝）

終於在2019年5月1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台灣迎來亞洲第一的同婚專法。

政治遊說拜會

電話與 Email 聯繫拜會立委 總計約 370 次

電話與 Email 聯繫拜會議員 總計約 75 次

親自至立委辦公室拜會 總計 81 次
製作 5 份說帖給立委參考
製作 2 份懶人包給立委參考

行動動員成果

2019.03.09~03.30

「逆風飛行─彩虹樁腳工作坊」
全台政治遊說志工招募培訓

台北、台中、高雄，共培訓超過 110 位志工

全台地方組織遊說拜會地方立委

遍及台北、新北、基隆、台中、高雄、屏東等地
親自帶領志工前往地方立委辦公室拜會 總計 43 次
電話聯繫拜會遊說地方立委：約 780 通
支持友善立委選民名冊 超過 1,000 人
在地團體或友善店家聯繫支持，超過 100 個
社群網絡或線上選民意見收集，超過 500 則
發起「搶救婚姻大作戰」守護政院748，施行法連署

+ 2019.05.14 婚權緊急動員令於立法院旁青島東路

書，總計 22,497 人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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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7 婚權緊急動員令「表

決不能輸」群眾擠滿青島東路，
和碩董事長童子賢也到場支持

+ 2019.05.17 婚權緊急動員令「表決不能輸」舞台轉播立院投票畫面

工作成果介紹

2019.04.15~05.14

「讓 524 個祝福+1」線上募集祝福留言行動
總計共募集 1,430 個祝福

2019.05.24

「524 個祝福+1」同志聯合婚禮
台北，高雄兩地串連祝福
臺北市信義區戶政事務所，召集 20 對同志聯合婚禮
高雄市新興區戶政事務所，召集 11 對同志聯合婚禮

+ 幸福起跑線 Wedding Party 戶外聯合婚禮的20對同志伴侶與工作人員合影

「幸福起跑線 Wedding Party」戶外婚禮派對
台北市信義廣場
現場群眾 500-600 人
直播影片超過 15.4 萬次觀看
現場國內外媒體超過 200 家

婚姻平權，亞洲第一

+ 陳雪與早餐人在 524 個祝福 +1 背板前相擁

+ 全台前幾對在信義區戶政事務所完成結婚登記的同志伴侶

+ 當天高雄市新興戶政事務所也舉辦了小型的同志聯合婚禮

22

+ 幸福起跑線 Wedding Party 上，小銘與小玄在拱門前親吻接受眾人祝福

23

工作成果介紹

20190524 後，同志參政培力準備

美國參訪取經

同志可以結婚之後，婚權大平台並沒有就此鬆懈，我們持續尋找未來在同志運動上可

參訪機構：13 間

2019.06.18~07.10

參訪地點：美國紐約、華盛頓特區
參訪人數：11 人

以施力的方向。

2019 年適逢美國石牆事件50週年，我們前往美國策展介紹台灣同運歷程，同時與數個
國際間推動性別、人權、民主等相關議題的運動組織會面拜訪，汲取國際型運動倡議
組織在同志人權運動的發展與方向，瞭解如何透過參政的方式，讓政策有效地改善與
推動，期待能將國際整合經驗運用在台灣，因此未來我們將準備讓同志投身政治，並
增加同志選民的政治意識，為同志參政做培力與準備。

524 後拜會立委謝票

電話與 Email 聯繫致謝立委，總計 101 次
親自至立委辦公室拜會謝票，總計 67 次

+ 座落於信義威秀廣場的「現在就是未來」同
志公民活動 20 週年回顧展

活動成果

Red Hot
Open For Business
Freedom to Marry
GLAAD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GLSEN
Human Rights Watch
Family Equality Council
Freedom House
Human Rights Campaign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美國進步中心
Victory Fund

2019.06.21

The Marriage Equality Campaign in Taiwan 紐約
哲學星期五分享台灣婚姻平權
現場參加人數 60 人

2019.08~12

「政治小客廳」系列講座
台北、台南、高雄，全台辦理總計 12 場
總計參與人數超過 200 人

2019.06.28~07.07

美國紐約─囍宴展覽

展覽期間總計超過 2,000 人次參觀

展覽以李安導演的著名作品「喜宴」為題，在設計
上將台灣傳統文化與同志元素搭配，並與多位旅美
設計師、藝術家合作，加入互動裝置和影像的設
計，讓外國觀眾浸淫在台式喜宴的環境中，了解台
灣同志運動與婚權運動的軌跡。
展覽中大量使用過去四年婚姻平權運動中出現過的
文宣、別針、徽章、字卡等實體物件，加上第一線
參與運動的工作者在場導覽，加深觀眾對台灣的印
象。展覽期間舉辦了兩場週邊講座活動，成功將台
灣的歷程及運動成果與世人分享。

2019.06.29

Design Transformation─Visual Language
from Taiwan to New York
現場參加人數 60 人
Taiwan! Let’
s Get Married-Documentary
Screening & Discussion 紀錄片放映講座
現場參加人數 90 人

2019.06.30

參加紐約同志大遊行

總計發放超過 8,000 份文宣品

2019.10~11

「2020 會是黑白？還是彩虹？」彩虹生力軍誓師大會

台北、台南、高雄，培訓共超過 90 位志工
出團次數 10 次，出團人數 50 人

韓國參訪取經

2019.08.18~08.25

2019.10.23~11.13

參訪地點：韓國首爾
參與會議：ILGA-Asia 年會
參訪人數：5 人

「現在就是未來」同志公民活動 20 週年回顧展
觀展人數總計超過 15,000 人次

+ 參訪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 Freedom House

24

+ 於紐約舉辦的囍宴展覽把台式喜宴和婚姻平權成果帶進美國
25

參訪機構：9 間

Unni Network
Quv
正義黨
Seoul Pride
Solidarity for LGBT Human Rights of Korea + HIV/
AIDS Human Rights Activist Network
LGBTQ+ Youth Support Center (Ddingdong)
Rainbow Jesus
Chingusai （朋友之間）
Pinks

工作成果介紹

+ 於紐約代表台灣隊和當地台灣鄉親一同宣傳台灣平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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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臺灣同志遊行 共同主辦

公關、文宣

2019年六月份接受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邀請，婚姻平權大平台隨即投

入人力開始協助2019臺灣同志遊行的規劃、籌備與執行。我們的工作人員
主要參與活動、公關、文宣、志工、募款等小組。

與台北市性別友善市議員以及台北市觀傳局，多次
開會討論與協調，得以完成

除了投入遊行前的籌備工作外，所有工作人員也在遊行當天擔任各小組的

西門捷運站 6 號出口的彩虹地景「六號彩虹」

要職，協助處理遊行現場的工作，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合作，一起完

西門商圈徒步區大型公益廣告看板

成同婚通過後的第一場大型同志遊行。

台北市區遊行路線路燈旗

桃園國際機場一、二航廈 入境通道同志遊行廣告

志工

活動、公關

協助招募志工 800 餘人

主要協助前期活動場地規劃、路線討論，透過我們這
兩年多來在遊說、政治參與、街頭動員的豐富經驗，
密集與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台北市警局等單位進行
協調調度，以順利完成場地與路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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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企劃成果

數位 / 網路社群成果

懶人包發佈

追蹤者總人數：95870

婚姻平權最新狀況懶人包 II

Facebook：婚姻平權大平台
Instagram：equallove.tw

婚姻平權最新狀況懶人包 I
突破同溫層：對話練習

YouTube 頻道首頁

向反同公投說不

貼文數 176 篇

Line@：婚姻平權大平台
好友人數 1,369

YouTube：婚姻平權大平台
訂閱人數 3,060

2018.04.18

2018.05.08

2018.07.20

三個不同意，讓幸福ＯＫ─公投答客問

於 2018.08.25 開設
粉絲超過 1.2 萬人

2018.03.05

兩好三壞倡議網站 nofear.equallove.tw
官方網站 equallove.tw

我有很多同志朋友，然後呢？

苦不能苦孩子，懶不能懶投票─公投怎麼投？
反同團體九大白賊話

2018.11.08

街頭攻略，開啟對話 easy go
未來還沒來，我們一起前進
群眾募資資金報告

2018.10.26

2018.11.10

2018.12.07

平等對待，其餘免談─是婚姻，才合憲
2019.01.27

蘇內閣團隊提出同婚專法草案

頻道累計總觀看次數 2,067,001 次

2018.08.18

2018.09.06

2019.01.16

2019.02.20

我們與「配偶」的距離，有些權益，不是「婚姻」就沒有

觀看時間總計 2,220,000 分鐘
影片總計共 47 部

5/14 和 5/17為什麼要集結？動員到底忙什麼？

電子報

同婚後大哉問─登記篇

2019.09.02

同婚後大哉問─醫療篇

2019.09.17

同婚後大哉問─收養篇

訂閱人數 35,146
2018 總計寄出 203,161 封電子報給支持者
2019 總計寄出 797,463 封電子報給支持者

同婚後大哉問─財務篇

+ 蘇內閣提出同婚專法草案

2019.05.11

2019.09.09
2019.09.25

安安你好，聽過彩虹媽媽嗎？
關心政治，從關心長輩開始

官方網站

2019.04.25

2019.11.26

2019.12.24

+ 517 動員到底忙什麼？

2019.01.01 ~ 12.21
使用者人數 73,619

網頁瀏覽次數 160,992
2018.01.01~12.31
使用者人數 157,379
網頁瀏覽次數 394,669

最高單日於 2018.11.24 有 7,771 個使用者上線

兩好三壞倡議網站

+ 我有很多同志朋友，然後呢？

+ 未來還沒來 我們一起前進！

+ 同婚後大哉問─登記篇

+ 苦不能苦孩子，懶不能懶投票

+ 我們與配偶的距離 有些權益不

+ 關心政治從關心長輩開始！

2018.09.17~12.31
（ 以 Google Analytics 計量）
新使用者人數 182,008 人
網頁瀏覽次數 352,187

最高單日於 2018.11.24 有 27,130 個使用者上線

以上數據統計至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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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配偶就沒有

政治遊說行動

地方公民培力

國會 / 議會連結

「性別公民站出來 爸爸媽媽一起來」地方遊說工作坊

聯繫工作。一方面，針對行政院須符合公投結果與大法官解

2018

2018年的公投之後，我們發展出國會跟議會同時進行的政治
釋提出同婚專法，我們製作說帖與懶人包積極聯繫立法委員

2019

並給予建議，聯繫委員們確認是否願意支持以「婚姻」為主
的專法；另外我們也開始按照區域，聯繫曾經對性平議題作

「逆風飛行─彩虹樁腳工作坊」、「彩虹生力軍」培訓

出友善表態，以及各縣市議會新任的縣市議員，開始串連各
地性平團體以及議員，共同討論地方性平議題走向，盼能推
動跨黨派、跨縣市的性別友善議員彼此結盟，創造在地方上

2018年春天，公投還沒有到來，我們期待能有更多公民具

性別倡議的政治動能；而台北市跟基隆市，也分別在4月跟

有政治參與的意識與能力，即開始進行地方公民培力。在台

10月有友善議員彼此串聯集結，成立性別平等友善連線。

南、高雄、台中與在地團體合作，辦理地方遊說工作坊，除

2019 年立院遊說

了介紹婚姻平權法案與各地性別政策的現況，也跟大家分享
遊說政治人物的各種「眉角」，並討論在地未來可行的行動

立法委員約訪拜會

策略與規劃。

191 次

其中 67 次為感謝函致送、43 次為地方拜會

公投後的下一步，延續公投期間串連的地方組織，我們開設
「逆風飛行─彩虹樁腳工作坊」，除了說明在公投後婚姻平

立法委員聯繫

權運動該如何進入國會遊說工作，並請地方公民團體補充在

超過 1,000 通電話聯繫

地政治脈絡，分享過去的地方遊說經驗。

超過 200 封 email 寄送

即使在同婚專法通過後，反同的政治勢力仍持續。因此，面

聯繫友善議員區域

對2020年總統及立委選舉，我們舉辦了「彩虹生力軍」北中

台北市、苗栗縣、基隆市、新竹市、新竹縣、新北市、高雄

南的培訓場次，希望能鼓勵志工持續用更積極的方式參與政

市、桃園市

治，除了可參與傳統政治活動現場，或是主動了解民意代表
的活動與行程，甚至是持續溝通以了解民眾對於同性婚姻跟

聯繫友善議員人數

政治之間的看法，都可以是積極捍衛平權的彩虹公民。

47位

聯絡友善議員區域

+ 2019.05.16 與國會助理們合作「一個都不能少快閃行動」於議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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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行銷活動

與各領域 KOL 合作曝光

名人來 Call Out 直播計畫

獎和金馬獎前夕提供參加典禮的名人彩虹小物，並

播，總共製作11集節目，每週邀請一位名人來婚姻

從2018年9月中開始到11月底公投前每週固定直

為了能在全國注目的活動上曝光訊息，我們在金鐘

平權大平台的小客廳，除了提醒大家公投的最新資

分享給他們婚姻平權最新的狀態，除了在典禮上配

訊以外，也會打電話給自己身邊的朋友，為大家示

戴彩虹徽章、彩虹絲帶，走紅毯時或獲獎時都會被

範如何跟身邊的朋友開始溝通與對話，並由主持人

注意到，甚至在發表感言的時候可以帶到婚姻平權

引導發問，帶出更多因婚姻平權而生的溫馨有趣精

的相關訊息。

彩故事。

婚禮產業聯合祝福

同志友善職場平等計畫

2019年5月初，適逢同性婚姻法案在立法院做法案

的討論，邀請了50家婚禮產業橫跨餐飲婚宴、婚紗

2018年由美國 Human Rights Campaign 和 Out &

造型、婚禮顧問、婚禮攝影和花藝喜餅及禮品珠寶

Equal Workplace Adovocate 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等不同商家，一齊為同志新人祝福及發聲，期望立

協會一起發起的婚姻平權宣言，邀請近30間跨國企

法院訂出一個平等的法案，獻給所有相愛佳偶最美

業和台灣本土企業加入一同支持和響應，在公投前
表態帶動社會友善氛圍，創造多元共融的環境。

2019年開始，固定每季舉辦聚會，邀請企業中支持
同志議題及友善同志的朋友一起互相交流分享在職

的祝福。
+ 上：陳珊妮率領評審團走紅毯

下：最佳男配角＿袁富華｜《翠絲》

+ 温貞菱在名人來 Call Out 直播中分享對話小撇步

場中推動的狀況，目前總共舉辦了3場聚會，累計共
有73位來自24間不同企業的夥伴參與，讓職場環境

媒體宣傳成果

對同志員工更友善包容。

2019下半年，婚姻平權大平台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

2018年共舉辦13場記者會，發放28份新聞稿，共

協會共同組成同志友善職場小組，發佈《同志友善

計369篇露出，以及54篇的外國媒體露出。

職場指南》，至5間不同的企業內部宣講推動友善職
場，也舉辦了全台第一場職場出櫃論壇─「打開職
場的櫃子」，邀請了4位來自媒體、教育、金融、

醫療產業的講者分享自己在職場中出櫃的經驗，更

邀請了11度上榜富比士百大權勢女性，同時也是 EY

2019年於5月24日前，共舉辦7場記者會，其中包
含2場大型集會，發放20份新聞稿，共計903篇露

+ 多家企業支持台灣婚姻平權

出，而在5月17日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當天的新聞
露出即有近500篇，包含177篇外國媒體露出。

安永前全球副總裁 Beth Brooke-Marciniak 跨海連

2019年5月24日當天舉辦同志新人聯合結婚登記

線，與台灣的朋友分享自己如何勇敢跨出櫃子的經

活動曝光近300篇露出，其中美國知名出櫃電視

驗。

主持人 Ellen DeGeneres 更在推特上轉發相關新
聞，截至目前已經近160,000按讚數以及22,000
轉推。
+ Ellen DeGeneres 在推特上轉發台灣童婚通過的新聞，總統蔡英文也
+ 打開職場的櫃子 ─ 職場出櫃論壇

轉推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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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之後，共舉辦了2場記者會，發放
7篇新聞稿，共計115篇露出，包括28篇外國媒體
露出。

國際交流成果

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受到世界矚目，有來自世

2018.1

2019.1

2019.8

平權議題的夥伴們的支持。在2018公投期間，

2018.2

法國人權大使 François Croquette 及訪團來台訪問

區理事

界各地海外台灣人，以及全球關心人權與同志
婚姻平權大平台團隊除了與美國的婚權夥伴固
定交流之外，也聯繫了愛爾蘭和澳洲的公投團

受邀前往緬甸仰光參加同志遊行

受邀前往美國紐約參與亞洲反同勢力會議

受邀前往英國諾丁漢大學與倫敦大學分享台灣婚姻

受邀前往首爾參加 ILGA-Asia 會議，呂欣潔選上東亞

接待

2019.9

和香港、日本婚姻平權團隊交流分享

LGBTIQ+ 政策討論

平權

2019.3

受邀前往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參與歐盟 2020 之後的

更多人認識台灣，了解我們的民主進程。

2018.3

受邀前往紐約 CSW 參與聯合國婦女大會

2019.10

2019年的同婚正式通過，我們不只舉辦國際記

受邀參與反同勢力的全球會議討論

隊，了解他國的公投經驗，也透過全球網絡讓

者會，更在5月24日的首波登記行動中，協助
全球超過200組媒體進行報導，當天任何時區
我們都無差別的連線向世界發聲。之後，感謝
長期支持台灣的海外支持者協助，婚姻平權大
平台更前往世界同志大遊行與石牆五十週年的
紐約，和在紐約的台灣藝術家們共同合作，舉
行了一場非常成功的台灣喜宴展，讓世界看到
台灣，也證明台灣能貢獻世界更多！

前往愛爾蘭都柏林拜訪公投團隊

受邀前往紐約 CSW 參與聯合國婦女會議
法國最高上訴法院第一民事庭法官 Stéphanie Gar-

受邀參與反同勢力的全球會議討論

受邀前往參與美國國務院交換計畫

經驗

分享台灣婚權經驗

前往紐西蘭威靈頓參加 ILGA-World 分享台灣婚權

受邀至美國華盛頓 D.C 喬治城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

goullaud 來台訪問接待

2019.4

與澳洲前工黨秘書長 Tom、現任新南威爾斯州議員

2019.5

台灣公投討論

2019.6

受邀前往多倫多 519 同志中心進行台灣婚權經驗分

受邀前往首爾參加 ILGA-Asia 培訓擔任講者

參與紐約石牆五十週年同志大遊行

2019.12

2018.4

Alex Greenwich 與 Freedom to Marry Global 開啟

受邀前往日本東京分享台灣婚權經驗
5/14、5/17、5/24 舉辦三場國際記者會

2018.5

前往美國紐約舉辦台灣婚姻平權《囍宴》展覽

舉辦「婚姻平權，平等成家？」國際修法論壇，邀

前往美國紐約拜訪 8 個在國際間推動人權、性別等

請荷、法、澳三國議員來台

議題的組織

2018.6

2019.7

2018.7

美國路斯基金會學者訪團圓桌論壇

中美學術交流團來台拜訪

受邀至日本東京參加 APYLP x Asia 21 Joint Session
分享台灣婚權經驗，並與日本推動婚權及性平團體
交流

2019.11

享，並與安大略省同志政治人物見面

受邀前往紐約參與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Advocacy Week 參與聯合國倡議工作

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拜訪國際型倡議組織

澳洲前工黨秘書長 Tom、現任新南威爾斯州議員

Alex Greenwich 與 Freedom to Marry Global 來台
做團隊培訓

2018.8

受邀前往荷蘭阿姆斯特丹參與遊行、分享婚權經
驗、機構拜訪

+ 於專門培訓同志政治人物的 Victory Institute 年度研討會議 分享

2018.9

台灣婚姻平權倡議經驗

受邀泰國曼谷外國記者協會演講，為有史以來第一
位受邀的台灣講者

受邀至印尼參與亞洲最大的人權論壇 Forum Asia
Conference

+ 前往 OutRight Action International 參訪

瞭解如何透過聯合國系統進行同志人權的倡議工作

2018.10

美國進步中心來台訪問

2018.11

受邀前往香港 Out Leadership 分享台灣婚權經驗

2018.12

受邀前往曼谷參加亞洲婚姻平權論壇
+ 美國國務院邀請參與 Professional Fellowship Program，前往
華盛頓特區與超過三百位全世界人權夥伴交流台灣經驗

日本埼玉大學參訪團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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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專案

蜂潮行動 飛越同溫層
募資專案報告
募資時程 2018/05/17 – 2018/11/21

+ 蜂潮行動募資網站首頁

預計募資 500 萬，最後募得 5,429,822 元
結算支出 5,503,375 元
募資達成率 108.6 %

非常召集｜牽手步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
募資專案報告
募資時程 2018/10/31 – 2018/11/21

募資目標 100 萬，最後募得 10,379,789 元
結算支出 10,381,010 元
募資達成率 1,037 %

支出項目

支出項目

印刷文宣 1,585,136 份資料，支出 1,580,725 元

台灣大車隊車體與內部 599,970 元

聘雇 10 位活動工作人員薪資 2,248,650 元
宣傳影片共計 12 部，總支出 1,004,000 元

差旅費用（交通、住宿、餐飲等）300,000 元
場地租借（供志工培訓、聚會等）120,000 元

行政（房租、雜支、會計人員等）250,000 元
以上支出為 2018 年度 5-12 月份 婚姻平權大平台組織運作項目

台鐵 LED 與燈箱廣告 205,800 元
高雄公車廣告 367,500 元

11/16 與 11/23 四大報Ａ落半版 3,750,600 元
11/15-16 與 11/20-23 電視廣告 3,577,812 元
數位廣告 1,879,328 元

（數位廣告包含 Facebook、YouTube、關鍵字、Yahoo! 影音、OneAD 等）

+ 嘖嘖募資平台上的「非常召集｜牽手步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募資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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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支出報告
收 入

捐款收入

捐款收入

補助收入

補助收入_政府

其他收入
支 出

4,792,102

捐款收入_募資

15,809,611

補助收入_民間

7,812,907

1,013,817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計

文具印刷費

差旅費

22,840

交通

差旅費

72,721
1,995

56,928

交通

586,978

文具印刷費

94,995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倡議網站設計、建置

國際交流			
勞務費
活動費

20,300
970

小計

850,171

勞務費

100,200

差旅費

16,837

郵電費
小計

廣告及數位行銷

國際家庭日系列活動：「家家好家 有愛成家」2018 國際家庭日草地園遊會、文化講座三場
活動費

616,864

文具印刷費

5,461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小計

8,960
7,126

755,448

「婚姻平權，平等成家？」 國際修法論壇
勞務費
活動費

差旅費

文具印刷費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小計

52,000

117,002

134,937

37,734

8,000
342

350,015

勞務費

主持、演出人員

活動費

舞台設備、活動材料

差旅費

交通

租金場地費

印刷、文具材料

郵電費

設備租金

雜項費用

郵資、宅配費用

836

3,741,481
28,400

10,344

176,911

164,000

文具印刷費

郵資

69,164

勞務費

差旅費

活動場地費

55,135

215,655

活動費

各項印刷

319,442

小計

募資專案

電話民調、活動支出、公關支出

693,587

1,609

差旅費

90,000

165,960

設備購置費
小計

145,556

2,311,814

123,934

雜項費用

展場布置

2018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30,382,905

策展籌劃費用

活動費

活動費

差旅費

48,000

勞務費

勞務費

2,272

活動費

倡議遊說

薪資

募資專案（蜂潮行動與最後一哩路）

勞務費

小計

地方組織

個人、公司行號或團體機構

952,196

「愛情故事館」台南場			

文具印刷費

2018.1.1-12.31
單位：新台幣

2018

小計

1,711,599

2,635

5,380

27,171

1,910,785

599,062

14,312,960

50,559
4,883
5,796

344

14,973,604

薪資、勞健保、勞退與行政費用
講師費、設計費、臨時工資等

活動材料支出、志工餐飲費等
交通費

文具材料及印刷支出

活動場地費、設備租借

郵資、手續費、宅配費用
桌椅、旗桿等
電池

翻譯、口譯費

公關餐飲支出

交通、住宿、機票、膳食費
設計費、蝦皮賣場管理費
回饋品購置費、金流費
交通

出貨包裝袋
回饋品寄送

網站建置、採編費、設計費等
影片製作、廣告投放
拍攝訪問交通費

影片製作設備租借

國外交易手續費、郵資
直播設備電池

「為愛返家 搭上幸福特快車」兩好三壞 11.18 音樂會
勞務費

出席費、口譯

活動費

活動材料支出

差旅費

機票、交通

文具印刷費

印刷輸出等

設備購置費

場地租金

雜項費用

郵資、手續費等

小計

40

41

52,000

藝人妝髮、手譯費、聽打費

40,470

交通

1,359,665
646

2,116
549

1,455,446

舞台設備及其他活動支出
印刷、文具購置
藝人使用風扇
電池、哨子

接下頁

2019.1.1-12.31
單位：新台幣
續上頁

行政與其他費用			

28,460

媒體小聚、友善議員聚會場地費

雜項費用

21,950

拜會行程誤餐費、個案協助法律諮詢費

177,436

大平台聘雇人員勞健保費

郵電費

金流費、設計費、T恤製作

小計

425,327

勞務費

575,525

差旅費

6,180

郵電費

715,973

1,803,626
90,925

173,003

設備購置費

103,348

辦公室租金費用

279,855

雜項費用
修繕費

水電瓦斯費
小計

支出合計
結餘

20,968
1,500

8,888

5,184,637

大平台聘雇人員勞保費、勞退金
設計費、財務處理、臨時人力
交通費、運費

捐款收入

捐款收入

印刷費、文具購買

勞務費

CRM、主機等系統租用費

郵資、匯款手續費、電信費
辦公室設備租用
房租、管理費等

補助收入

補助收入_政府

1,778,483

補助收入_民間

7,917,050

活動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計

倡議遊說
勞務費
活動費

1,287,506
900

2,953

940,716

12,592,218
10,000

21,715

123,026

辦公室水電瓦斯費

34,800

952,400

差旅費

3,745

郵電費

辦公室冰箱修繕

設備購置費
雜項費用
小計

拜會資料、友善議員聚會資料影印費

匯款手續費、Skype點數費

4,918
56,219
2,940

2,519

1,057,541

兩位攝影師兩日攝影與影片處理費用

兩日音響舞台等硬體費、網路費、貨運費、媒體/工
作人員餐費、物品購置
兩日交通費 (搬運集會的需要物品)

手舉牌、布條、媒體/工作人員證、516天橋布條行
動材料費等

緊急動員電子報系統租用費、匯款手續費、捐款金
流費
兩日攝影設備租借費用
毛巾、雨傘等

2019 台北同志公民活動—5.24 幸福起跑線			

800,107

捐款收入_緊急動員

872

活動費

文具印刷費

辦公室用品購置

29,582,798

664,610

3,183

5.14、5.17 緊急動員活動						

2019

支 出

租金場地費

健保費

租金場地費

其他收入

拜會、友善議員聚會交通費

大平台聘僱人員

文具印刷費

服務收入

36,846

文具印刷費

802,083

活動費

收 入

差旅費

薪資

勞保費

2019

勞務費

296,811

活動費

866,609

差旅費

3,575

郵電費

1,493

文具印刷費

設備購置費

個人、公司行號或團體機構

小計

緊急動員專案捐款收入

5,513

1,183,827

活動硬體場佈費、藝人演出費、活動餐費、影片製作
費、展覽展品費等活動支出

搬運物資、攝影交通費、活動及會議交通費

活動印刷及文具費

郵資、匯款手續費

同志公民活動專用網站空間、硬碟購置

6.18-7.15 紐約囍宴展覽暨美國參訪 （感謝旅美台人捐款，此方案為專款專用）

台北同志公民活動20周年標案收入(部分)
民間團體、基金會補助收入
活動現場報名費
存款利息收入
義賣收入等

勞務費

143,450

活動費

65,899

差旅費

898,543

租金場地費

175,719

文具印刷費
郵電費

雜項費用

記者會影片剪輯費

小計

媒體小聚活動費、攝影費

42

9,826

平面設計、展覽設計、攝影、主持、舞監、講師費等
勞務費

43

48,786

25,947
10,473

1,368,817

紐約展覽設計製作費、網站設計費、翻譯費等勞務
費

展場物品購置、活動宣傳廣告費、研討會報名費、
參訪公關品購置費
11位工作人員機票住宿費、交通費、保險費
展覽品、義賣品印刷費

展覽場地費、紀錄片放映場地費

郵資、工作人員出差上網卡、匯款手續費
展覽設計師誤餐費

接下頁

2019.1.1-12.31
單位：新台幣
續上頁

地方組織			
勞務費
活動費

差旅費
文具印刷費

57,900

21,506

233,947
6,896

租金場地費

73,800

設備購置費

475

郵電費

雜項費用

小計

國際交流			
活動費

差旅費
文具印刷費
郵電費
小計

募資專案
勞務費

4,690
209

399,423

18,100

316,873
576

8,686

344,235

勞務費

30,600

活動費

58,811

差旅費

3,357

文具印刷費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小計

41

67,410

213

160,432

3,914,306

634,571
334,617

勞務費

453,810

活動場地費、組織專員辦公室租金

活動費

340,235

組織專員辦公室設備購置

文具印刷費

405,281

設備購置費

110,318

參與紐約、華盛頓特區、紐西蘭、日本、首爾會
議機票、住宿、餐費、保險費、交通費等

辦公室租金費用

491,018

電話卡、匯款手續費、國際交流補助申請郵資

小計

差旅費

郵資，匯款手續費，傳真費等

郵電費

組織專員辦公室用品購置

雜項費用

研討會、交流會議報名費

修繕費

水電瓦斯費

國際交流補助申請成果報告印製

回饋品出貨及收據寄送郵資

600,517

職場平等專案

健保費

在地遊說、活動之資料列印、文具購置費

152,098

小計

郵電費

勞保費

各地遊行交通住宿費、活動交通費、組織專員參
與會議交通費等

協助處理出貨工讀生勞務費

402,339

薪資

各地遊行攤位費、活動志工餐費、活動物品購置

46,080

文具印刷費

行政與其他費用

在地活動講師費

2019

支出合計

回饋品印刷費、出貨用文具費

結餘

460

38,061

337,605

6,305

27,646

7,094,233

12,332,051
260,167

（以上財務報告皆已經過專精會計師事務所簽核完成）

打開職場的櫃子講師、主持人、攝影、翻譯等勞
務費
會議入場費、活動硬體費、活動宣傳廣告費等活
動支出
交通費

活動印刷費

企業小聚場地費

郵資、匯款手續費

44

45

聘僱人員薪資

聘雇人員勞保費、勞退金

聘雇人員健保費、補充保費

設計、督導、網站工程、臨時人員、財報簽核等
勞務費
設計費、教育訓練活動報名費、會議誤餐費
會議交通費

辦公室印表機費用、文具購置費、義賣品製作費
辦公室電話網路費、郵資、匯款手續費

網路主機、會議系統、LINE@等系統購置費

財務處理費、財報簽核費、辦公室用品購置、教
育訓練費

房租、管理費

辦公室設備修理費
辦公室水電瓦斯費

婚姻平權大平台的 2020
在通過同性婚姻之後，雖然已經可以結婚，但平等尚未到來。除
了繼續爭取未來的共同收養、人工生殖、工作職場的多元平等、
跨國婚姻外，性別平等教育的保護，以及促進同志社群和政治領
域之間的距離，都是婚姻平權大平台會持續努力的部分。

2020，我們會持續深耕地方議會的串連，讓性別平等不只是在台

北，更要深入台灣的每一個角落；我們會延續和企業的溝通與合
作，讓大家不只敢結婚，也要敢請婚假，友善平等的職場，才能
促進與開創台灣的經濟發展；我們會記錄更多同志的生命和婚姻
故事，讓對話和溝通不只在今天，更在日後的每一天；我們會用
推動婚權的遊說經驗，與不同的團體合作，支持不同議題的同志
團體，讓平權不只是婚姻；我們將會有一系列的多元性別的政治
培力工作，反同勢力的積極參政，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我們會
投入資源培養更多年輕的多元性別未來領袖，讓運動持續的有新
血加入；我們更會持續積極的在國際上發聲，為台灣開創不同於
過往的人權外交，讓世界認識台灣！

2020，婚姻平權大平台會和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做行政整合的

工作，也將正式更名為「彩虹平權大平台」，同時也持續和台灣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與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延續密切的合作，
為同志社群爭取平權，同時也繼續和社會溝通對話。希望您能繼

呂欣潔
總召集人
發言人
2016 至今

鄧筑媛

團隊管理與協調、組織目標與策略、國內外募款、

副總召集人
政策立法遊說專案經理
2017 至今
_
研究調查及訊息設定調整、政治遊說、媒體聯繫

台灣這波婚姻平權運動從2016年10月至今三年多的日子，

時間到回到兩年前，2017年底，面對立院修法進度的膠

夥伴們的期待，做了許多連我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強大的

年，讓台灣社會，讓我自己，經歷這麼多、這麼巨大的改

_

國際交流與發聲

婚姻平權大平台承接了五個發起團體和全台灣支持婚權的

工作，在公投期間，超過85個組織，數千名的志工，無數
的人跟身邊的人開啟了對話；2019年，在雨中也不離開的

著，當時焦慮的我，應該是怎麼也想不到，接下來的兩
變。

四萬多人，我們一起迎來了彩虹。

面對公投法下修後，2018年的公投元年，我們一路摸索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因為有所有人的並肩同行，我們才能

1124帶來的衝擊，又馬不停蹄的開始2019年的遊說行程，

一起走到今天。謝謝大家跟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學習、一
起面對挑戰、一起哭一起笑，未來，婚姻平權大平台會秉
持著初衷，帶著這三年多的學習，繼續為台灣的民主和同

著各種未知打了人生一場全國性選戰，而還來不及收拾起
迎來台灣的，也是亞洲的同婚元年。挑戰帶來的成長像是
一瞬間，在學習與感謝中，我期待未來。

志平權全面的努力，也盼您能跟我們一起走到所有人能無
懼的愛、自由做自己的那一天。

續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繼續為平權一同前行！

曹承羲（美克）

組織經營暨活動企劃資深經理
2016 至今
_

活動企劃統籌、各地組織統籌

團隊成員

參與婚權運動三年過去，深刻體認到同志沒有太多資源，
但我們是還年輕、有憧憬的團隊，必須辦法變得更強大，
拿到更多話語權，讓更多民眾認同我們，結交更多盟友，
讓未來的平權之路少些崎嶇多些助力。

這段期間，這個荒謬的台灣社會，讓各位年輕的生命受苦
了，有些傷口不容易痊癒，就好好休息一下，爭取平權這
條路，等著你們的加入。

47

薛舜文

Aki YJ Chen

珂珂

默默

_

_

_

_

社群總監
2016 至今

社群操作、文宣文案

遊說暨組織專員
2018 至今

視覺設計總監
2017 至今

2018 活動部，街頭對話志工培訓、活動企劃

主視覺、文宣設計、社群圖文編輯

面對緊繃的選舉，大家硬著頭皮還是走過這些悲喜交加，

婚姻平權是我近幾年來經手歷時最長、最有血有淚也最好

天，我們如何撐著彼此的心智，在立法院旁憂慮、恐慌，

有龐大資源反同方，帶著各種質疑、焦慮和無力把頭洗下

又充滿衝突的劇本。我會永遠記得2019年5月17日那一
直到最後相擁而泣。

感謝所有夥伴的努力與付出，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跨越
了城牆、長出了翅膀，成就愛情的模樣。
台灣因你們而偉大。

玩的設計專案。很榮幸能加入這個熱血的婚權團隊，面對
去，思考各種視覺表現方式讓街頭組織行動和社群串連能
更有效率地傳遞訊息，從大型的現場活動到小型的線上訊
息佈達，都是很有意義的挑戰。

經歷1124公投綁大選，發現台灣大多數人十張公投票都跟
自己投得相反，兩次立法院前的緊急動員，上沖下洗後終
於迎來亞洲第一次的同婚法案通過。但是啊，同志尚未真
正平權，歧視尚未停止，期待台灣有這麼一天，大家不再
為了喜歡什麼性別而掙扎，喜歡誰都是那麼自然不奇怪，
做自己喜歡的那個自己。

Eating

林忠毅

_

_

文宣企劃專案經理
2017 至今
文宣品與製作物專案統籌、網站統籌、影像與雲端
資料管理

數位企劃暨組織經營專員
2018 至今
2018 地方組織經營（桃竹苗宜）、CRM
2019 CRM、社群經營、信箱管理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釋憲，2019年5月17日同婚專法三

從線下走到線上，每個人都是社會運動者，只是我們在不

雨，大家在雨中始終都沒有離去，大雨過後迎來的喜極而

會努力以及和這個社會共存。一開始從事組織，用充滿溫

讀通過，我們都一起在立院旁的青島東上，集會中途的大
泣，這些相同與不同，都讓我永難忘懷。

這三年來的婚權工作生涯，看著許多夥伴跟著我們一起在

這波運動浪潮中追啊打啊跑啊滾啊，又跌又撞又哭又笑
的，一個回神，我們真的一起做了一件改變台灣未來的事
啊！

感謝一路以來與我們一同前行的夥伴們，願你我都能更加

一樣的位子、不一樣的思維、不一樣的時空背景為這個社

2019 政治組，政治遊說、 拜會聯繫、在地政治與

在地團體串連 / 組織組：協助組織專員在地經營工
作、活動企劃

一個契機在公投時期成為大平台的即戰力，從公投、遊
說、一路走到了立法，很快的已經過了一年。自己從單純
關注議題到直接參與運動第一線，這帶給我很大的衝擊與

成長，也讓我有機會透過志工、民眾、非營利組織工作
者、公民團體、政治工作者等，各種不同視角的轉換去更
了解每個人的位置、想法及困境。

與預期一樣有很多收穫，沒想過放下的也很多，但在過程

執行秘書
2019 至今
政治遊說、財務會計
從政治工作到同志組織，半年遊說工作的最大獲得是另外
好幾隻看待政治的眼睛。從過去小黨的政治觀察，擴及到

團體視角裡，立法院到地方議會，不同政黨、身分、立
場、決策模式，拼湊的政治理解，也從資歷相異的夥伴、
初次接觸政治的志工眼中，看見不同的政治想像。

非常有幸能參與同婚法案的關鍵時刻，感謝數十年來，無
論甚麼理由、哪個時空走入這場運動的人們，讓我們現在
能夠走到這裡。權益的保障還未完整，更平等的未來需要
深化民主來完成，希望我們能夠一起繼續努力。

中逐漸理解長久的運動需要清楚理想與現實間的距離，並
在有限的力氣及資源下一步步穩穩前進。

湯姆

陳乃嘉

_

_

組織經營專員
2018 至今
高雄組織經營（志工、團體、友善政治人物）

研究員
2019 至今

國際交流合作、公關事務

度的語言展開人與人之間的對話，後來操作社群，必須用

有幸在同婚通過前一年加入團隊，是我25年的人生裡，走

雖然是法案通過前最後關頭才加入了團隊，但能夠參與到

我的工作，大家都不可置信，但當這個社會朝我們共同的

闢謠文宣發放、無數個擺攤時的對話、1124公投開票的打

開始，我覺得非常榮幸和感激。但在專法通過以後，腳步

號召性的字語邀請大家走出來。很多時候我說社會運動是
願景前進，就會覺得在這個位子很安心。我想這份工作的

模樣，就是當自己還在驚訝中的時候其實還在持續運行
著。

到的重要里程碑。這一年來，從街頭上的倡議、幾萬份的

擊、馬不停蹄的立委拜會陳情、以及517立院外被雨淋爆
也不願離去的身影，我不會忘記我們為了同一個信念一起
努力的每個時刻。尤其感謝所有高屏地區的對話志工，謝
謝你們用盡全力去打這場公投戰，謝謝我們在最黑暗的時
刻仍舊沒有放棄，謝謝你們如此的善良、努力、與勇敢，

自由地去愛人與被愛。

能夠和你們一同奮戰並寫下歷史，是我莫大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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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合法前最後一哩路，跟社群及團隊一起迎接這個新的
沒有停下來，思考著怎麼讓社群的公民意識更深化，進一
步捍衛自己爭取來的權利，是我認為重要的目標，期待所

有關心平權議題的朋友，可以謹記過去幾年的辛苦和起
伏，面對未來，我們一起努力，讓台灣成為所有人都能自
在舒服做自己的美好國家。

忻儀

組織經營專員
2019.10-2020.5
_
台南組織與志工經營

翁鈺清（嗡嗡）

芝晨

Nana

_

_

_

北北基組織專員
2018-2020.2

組織經營專員
2018

志工培訓與經營、在地團體與政府串聯

我在2019年秋天加入大平台，作為一個組織中最菜的老

跟著團隊從公投選戰、517前的立法遊說，到現在走往「

即便人不在台北作業，也能因著這個完整的支持體系，讓

跟志工們一起成長與學習。

將，能和一群年輕有活力的夥伴們一起工作真的很幸福，
我在台南無後顧之憂的進行各種推展。外界以為同婚法過

同志政治力」的方向。作為一個組織專員，我總覺得自己

後就風平浪靜的同時，大平台為了爭取更多的相關權益，

在這些日子裡，我們看見「議題」是真實的生活：是大家

因此怯戰，我非常榮幸能夠與夥伴們並肩作戰。路雖有崎

公投將自己的心力投入街頭；是同志伴侶到委員面前說「

腳步沒有一刻停歇，即便每項任務都很困難，可是沒有人
嶇，我們仍會歪歪斜斜的，與大家一起相互扶持走下去。

帶著自己的生命經驗開始對話；是未成年的同志因為無法

嘉義台南組織

執行秘書
2018

財務管理、採購總務、物資協調

即便過去因為地方選戰，累積了一些上街經驗，然而成為

整個社會都是我的櫃子。三十多年來，好多好多我無法理

惑領頭團體何以如此思索不周的期待，在自身挽起袖子投

幸不成材如我，怎樣也無法學會「正常」。離開櫃子之

一個倡議組織工作者，是第一次。過去那些自覺理性且困
入這次工作後，便開始在每一次期待與現實的落差中，體
認到倡議組織缺乏資金的困境，更遑論要以這樣的資源投

解的規則與潛規則，試圖把我調教成「正常」的樣子。所
後，很幸運有機會走到這裡，讓我看到千千萬萬個自己。

入一場全國性選戰。

感謝所有大前輩小夥伴們，因為有你們，才有經歷這場不

我們需要一個家」。然後我們漸漸更深刻體會：「政治」

我非常榮幸能夠成為大平台的一員，走過這趟歷史。從地

黑暗的時候，看見每個微小光芒凝聚出來的希望。

一起，沒有人躲得開，也沒有人想被遺落下來。

聞所見，灌注在台南這塊土地。

那一夜，多少個擁抱，多少的淚水，多少生命凝視著黑

府城是一座充滿個性與美食，並且你能在許多角落找尋到

是起點！正如同現在，看似散場了其實不是結束，而是希

在這之間扮演重要角色，政治即是生活。而這一切交織在
我總感謝擁有這些的機會、資源、位置，與陪伴我的夥伴
們。也謝謝自己。

還是那句永遠對志工夥伴叨念地話：在自己的位置上，用
舒適的方式做社會運動。

蔡尚文

方的視角看到性別運動的形形色色，也希望我有將我的所

彩虹的城市，相信未來只會更多，而我在這個城市變得更
加美好的歷程與空間裡，感到府城式的驕傲。

_

發現，比起裝備他們「課程」或「資源」，志工們真正需

學習到許多與人溝通的技巧，很多事情不只是紙上談兵，

因為這個工作，去了中彰投很多地方，認識了很多人跟團

或許回首的時候，很多痛苦、不捨，有開心也有沮喪，終

體。覺得中台灣能量豐沛，可能性很大。期望，未來的未

於這些都成為現在的我們，可以走向未來的我們。

選前返鄉企劃統籌、各地組織物資統籌
在婚權大平台這個不斷變換的環境中，隨時都會有新的挑

能被放在這個位子上跟他們一起走這段路。

同樣的機會讓我們去選擇，我選擇走了自己相信的路。

組織經營專員
2018

最初會焦慮著自己是不是要懂很多、會很多，也怕志工受
要的是「能實際陪伴他們一同經歷過程的人」，我很榮幸

麼，應該是更了解有些時間過了就是過了，不一定會再有

的，我們有彼此，不孤單！

_

傷，總想安排各種培訓課程給他們。工作一段時間後，我

持現狀，如果說這波三年又七天的婚權運動讓我學到什

望種子正如蒲公英般飛向各地啊。時間是與我們站在一起

林鈺婷（饅頭）

中彰投組織

我相信作為人～總是有得選擇的，選擇改變、或是選擇維

暗。那瞬間，我清楚地明白，這不是社會運動的終點，而

小隻

組織經營專員
2018-2019.5

副總召集人
整合行銷策略總監
2018
_
媒體行銷企劃暨統合

公不義如洪水般洗禮下，不至於被滅頂的能量。才能在最

來，我們能一起溫柔堅定地把我們生活的地方變成能夠跟
愛人攜手共度的家。

戰，在這裡的半年學習到很多體制外無法理解的事情，也
過程中還有許多不得不妥協或者退讓、轉換方式的做法；
在這邊也學習到很多如何及時應變的方式，一次次的挑戰
都讓人有不同成長。這份工作更帶給我很多的信心，能夠
將溫暖和理念確實的傳遞給大家，就是最豐盛的滿足和心
靈成長。

「溝通，是雙向的，是以傾聽為主，引導訴說者說出更
多，再給予真實的回饋，而非敷衍的，這才是溝通的第一
步。」這是我學到的，而非像戰爭般堤防，或隨時要擊倒
對方的感覺，這樣溝通的橋樑才能安全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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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

Kate

_

_

數位溝通暨公關經理
2018-2020.3
媒體公關、城市行銷、Twitter經營、友善職場推
動、關係經營

愛教會我們的事

公共關係專員
2018

計畫統籌
周芷萱

媒體關係、活動宣傳企劃

很榮幸能在 2018 年加入團隊，透過自己之前在公關公司

這是我第一次進入團隊組織內擔任公關，從政治的立場切

遊說、立法，在第一戰線跟著台灣走到同性婚姻法案通過

投身的性別社團，進入社會做倡議有著更多眉角和規則，

累積的經驗和專業為這個社會出一份力，一起走過公投、
的這個里程碑，也一起去美國紐約辦了場展覽，和世界分
享我們亞洲第一的驕傲。但即便法案通過，仍然有許多未
竟之業，還有很多人不敢出櫃，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喜歡什麼性別這件事情不過就是跟左撇子一樣稀鬆平常，
希望未來社會不再需要擔心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因為大
家都是一樣的，一樣都是渴望愛與被愛的人。

入性別，並且是有一個具體而龐大的目標。有別於大學時
政策、黨派、權利位階都有著難以抽絲剝繭的相扣影響。
我看到很多過去未曾察覺的權力關係造成議題推廣上的困
難，也再次感受到人性的善以及惡。

從學生時期便以女體，慾望女性的身軀在性/別叢林以及權
利場域探索冒險。我想，任何社會運動都將不會是終點，
重要的是時時挑戰和檢討現行價值體制的狹隘和不足，並
且用溫柔而堅定的身驅與社會對話。

導演 / 影像統籌

張瓊文 文本映像有限公司
攝影

小島工作室
剪輯

郭于寧、郭昕盈
協力攝影

劉易、邱逢樟
調光

余婉慈、史奴比
配樂

東東

馮梅君（小梅）

_

_

活動專員
2018
活動企劃、志工說明會
非常感謝期間前輩們以及身旁夥伴的支持與教導，每一個
決策的參考與提點都讓我獲益良多，也得以從這次的工作
機會中重新檢視自己。在每一個覺得很無助很黑暗的時刻

貓說音樂
文字採訪
李屏瑤

平面攝影

兼職組織經營專員
2018

陳佩芸、陳盈蓁

花蓮台東組織
因為2016年的1210婚姻平權音樂會，才接觸到同溫層，也
開始暸解各項社會議題。

都覺得能與大家一起真是太好了。

曾在混亂的成長過程中累積傷痕，並始終害怕走出櫃子，

說明會期間在各地遇見了很多同志與支持平權的朋友，每

讓我能走出灰暗封閉的世界，雖有這社會有許多艱難的考

個朋友到來的理由各異，但相信平權的信念卻非常一致，
謝謝你們願意陪我們一起走這一段，未來還有很多旅程，
希望各地的朋友們都能繼續攜手共行。若是覺得寂寞、無
所適從也千萬要記得尋求協助與陪伴，我們都不孤單。

所幸因為婚姻平權議題，而遇到許多溫暖可愛的夥伴們，
驗要去面對，但真的謝謝那些始終陪伴在身旁的人們。

這次的公投，讓我學習到重要的幾件事情是：理性的面對
困境並互相尊重、找到與每個人相處交流的方式、冀望能

當個堅韌且柔軟的人。也希望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的我
們，不要忘記身旁始終存在的溫暖力量，願每個人都能好
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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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感謝，一路同行的夥伴們，謝謝你們一直都在。
同婚不是終點，更多的社會對話與溝通仍需進行！
平權無法一蹴而就，還有許多未竟之事需要努力。
未來，婚姻平權大平台將正式立案並更名為「彩虹
平權大平台」，將持續透過政治參與、社會教育、
國際合作，推動各項同志平權工作，讓同志友善成
為生活的日常。

如果您願意繼續以實際行動跟我們一起持續推動台
灣未來的各種同志平權工作，歡迎加入定期定額捐
款。我們會繼續在平權路上努力，落實平等，消除
歧視，並完善同志權益，打造共好幸福的台灣，也
請您與我們異同攜手往前。

捐款支持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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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_ equallovetw IG_ @equallove.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