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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的官方宗旨是「期待透過政
治參與、社會教育、國際合作等行
動與工作項目，消除因性 / 別產生
的各種不平等，讓友善同志成為生
活的日常，邁向多元共好的台灣。」

但白話地說，就是我們會用盡一切
可能，讓台灣變成一個大家都活得
好的國家！

我們相信，從根本改變制度、改變
人心，就能改變世界！有你一起走，
就會更快到達那天喔！

這些年，我們一起達成的大事！

2016 
民法修正草案提出，25 萬公民力量展現

2017 
台灣首例「法庭之友意見書」，北高同志生命故
事展

2018 
號召萬名志工面對反同方發起公投，越挫越勇

2019 
公投後平衡各界角力，積極遊說平權法案，台灣
成為亞洲第一

2019 年 5 月 17 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
行法》三讀通過。在法案施行的首日與台北市政府合
作，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邀請 20 對同志新人辦理聯
合結婚登記，舉辦國際記者會攻佔全世界媒體版面，
共同歡慶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立法保障同性婚姻的
國家。

2020 
彩虹平權新篇章，持續共創歷史

「彩虹平權大平台」前身為「婚姻平權大平台」，於
2016 年 11 月組成，為推動 2016 婚姻平權法案的跨
團體平台，由五個同志與性別組織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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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入平台運作，持續至 2019 年 10
月。

由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台灣同婚合法上路，婚姻平
權的推動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此後婚姻平權大平台
逐步進行組織變更，於 2020 年 5 月正式立案並更名
為「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彩虹平權大平台從前身婚姻平權大平台創立以來，
要推動的，始終都是「制度上的改變」，我們將持續
專注於政治倡議與遊說、社會溝通與教育、國際合作
等行動，為同志社群爭取平權，並擴大整體社會對同
志的理解、認同並支持，進而改變下一個世代的台
灣。

想更了解彩虹平權大平台與大家一同走的精彩歷
史，歡迎線上購買《雨過天青—2016-2019 有你一起
走的婚姻平權攝影故事書》支持。

同婚通過，但平權還沒。

為爭取真正平等的未來，我們
從婚姻平權蛻變為彩虹平權，
持續前行，異同共創歷史。

大平台的
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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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大事記
舉辦北部場性別變更焦點團體
1.17

《別拿兒童權益開玩笑》同志收養家庭訴訟聯合記者會
4.07

《彩虹來照路，做伙鬥鬧熱》同婚兩週年線上活動
6.19

《彩虹好行》從校園到社會的平權行動｜大專院校生線上營隊
8.23-27

《How to 倡議我就問：NGO培力工作坊》
7.23.29.30

《雨過天青：2016-2019有你一起走的
 婚姻平權攝影故事書》  
 與大塊文化合作出版

10.08

合辦亞洲彩虹騎行
10.22-24

第二屆彩虹政治零距離——同志參政培訓營：實務進階班
11.13-14

社群線上推出《2021不能不知的國際LGBT事件》、《2021
不能不知的政治LGBT事件》、《2021不能不知的影視音
LGBT事件》，收到熱烈迴響

12

《彩虹好行》大專院校生線上營隊 《別拿兒童權益開玩笑》同志收養家庭訴訟聯合記者會 亞洲彩虹騎行 第二屆彩虹政治零距離——同志參政培訓營：實務進階班

《彩虹來照路，做伙鬥鬧熱》同婚兩週年線上活動

社群線上推出《2021 不能不知的國際、政治和影視音 LGBT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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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工作成果重點
因疫情影響，6 月 19 日舉辦第一次同婚周年的全線上慶祝活動，感謝理想混蛋雞丁、余
佩真、法蘭、曹雅雯的公益演出，炎亞綸和温貞菱的鼎力相挺，酷蓋爸爸謝佳見林輝瑝、
娘娘、小玄小銘、許多倡議夥伴與協力企業的支持，還有凱莉與同志人夫鄒宗翰的主持，
當天最高在線人數超過 2000 人同時觀看！

平權立法工作 ｜ 完善同婚過後的未竟之事
 + 同志配偶共同收養（大平台為策略規劃與秘書處，與同家會、同志諮詢熱線合作）

 # 草案推動：撰寫共同收養修正草案，目前已由范雲立委領銜，8位委員共同提案，送入
立院通過一讀，正積極遊說於委員會排案中

 # 團體法律訴訟：協助三組無血緣收養家庭開啟司法訴訟之路，舉辦記者會3次，團體會
議11次，律師團會議5次。其中的圍爸喵爸收養肉肉一案，取得司法上的勝利裁定，成
為全台第一組的同志無血緣收養家庭！另一案明年可望送釋憲

 + 人工生殖：醫學會拜會2次，法律專家諮詢會議3次。積極拜會立委共同討論修法方向及
提案內容

 + 跨國同婚：參與跨國同婚平權聯盟討論與聯合拜會共4次。已完成修正草案撰寫，正積極
拜會立委提案

 + 跨行政部門政策討論：擔任中央或地方性平委員參與會議協調共約30次

社會教育工作 ｜ 持續溝通消除偏見
 + 職場平等方案（與同志諮詢熱線合作）：

 # 辦理企業小聚2場，共超過140位企業夥伴出席
 # 開啟屬於台灣的職場多元共融指標討論
 # 企業多元共融培訓工作坊約15場

 + 平權巡迴演講：
 # 全台共45場實體＋線上演講，影響超過1000名聽眾
 # 教師研習性平工作坊（與同家會合作）2場，共計50人

 + 非營利組織倡議培訓工作坊：提供NGO工作者關於中央與地方倡議策略與工具的培訓計
畫，共30名實務工作者參與

 + 大學生營隊：培力大學生性別敏感度與校園倡議策略與行動，超過50名大專院校學生參
加

政治倡議工作 ｜ 打造友善政治環境
 + 地方議會串連：全台8縣市跑透透，串聯共62位友善議員共同推動在地性平政策！
 + 培養同志社群參政動能：辦理第二屆同志參政培訓營，共有11位曾參與第一屆的學員回
訓，有6位新學員加入。估計有5位潛在未來參選人將會於2022投入選舉。

《彩虹來照路，做伙鬥鬧熱》同婚兩週年線上活動

與其他性別

團體拜會新

竹市議會

《全台第一對同志無血緣收養家庭》記者會

友善議員聚會
第二屆同志參政培訓營：實務進階班

blah blah
幫忙寫一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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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溝通工作 ｜ 多種線上社群擴散議題
 + YouTube節目：共製作22集節目，總觀看次數超過20萬次
 + Podcast節目：共製作50集節目，總收聽次數近20萬次
 + Facebook與Instagram：總計發出近350篇文，製作兩個懶人包
 + 電子報關係維護：總計寄送近50萬封電子報給支持者，平均展信率超過25%

國際合作工作 ｜ 將彩虹平權的希望推向世界
 + 邀請泰國、日本的運動者在遊行線上倡議舞台分享當地經驗
 + 國際組織邀請演講共10次（來自美國、日本、香港、英國等）

公共政策參與及跨界連線研究調查工作 ｜ 瞭解社會態度邁向共好未來
 + 於2 021年5月底委託 趨 勢民調 公司執 行全 國性社會態 度研 究調查，針 對全 國2 2
縣市年滿18歲以上的民眾進行電話調查，有效樣本10 91（7成市話、3成手機），
在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正負3個百分點之內，並於5月24日召開記者會公佈。 
詳細新聞訊息請見

呂欣潔
擔任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第五屆委員

鄧筑媛
擔任
台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第十三屆委員

向全球的基金會捐款人分享台灣的婚權進程

參加教育媒體及文化
組、衛生福利及家庭
組、人 身 安 全 組、與
國際及公共參與組，
大會、會前會與各小
組或專案會議共約30
次，提出4個提案。

參加社會與教育組、經
濟賦權與照顧組，大會
跟小組開會共9次，提
出2個提案。

林忠毅
擔任

宜蘭縣性別平等促進會
第九屆委員

林均諺
擔任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
彩虹觀光專案顧問問

參與教育文化組、衛生
福利家庭組，大會跟小
組開會共 5 次，提出1個
提案（聯合提案）。

討論彩虹觀光觀光巴士
相 關 事 宜、導覽 人 員 訓
練、評選會議共5次與協
助觀光巴士宣傳與執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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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重點預告 理事長的話

理監事團隊

全台第一對同志共同收養家庭登記記者會
1.03

 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恐雙日，同婚通過三週年
5.17

Q Power Festival——頒獎典禮、體驗市集、星空電影院
5.20-21

同婚施行三週年
5.24

第二屆大平台大專院校營隊
7

九合一地方選舉
11.26

世界人權日、台南同志大遊行
12.10

Pride Watch 全新 LGBTIQ+ 友善政治觀測網站即將上線
第三屆亞洲彩虹騎行 Aisa Rainbow Ride
第二十屆台灣同志遊行

10

讓我們牽手鞏固亞洲第一個彩虹堡壘
文 ｜ 鄒宗翰

我是一位國際新聞記者，在每天風雲詭譎的世界局勢裡，看見
民主自由倒退和各地LGBT族群面臨的威脅，讓我更相信不管
台灣在性別多元的既有成果多麼豐碩，都得要用盡全力守護。
我很榮幸在這種時刻擔任彩虹平權大平台的理事長。從大平台
前身的義工，到轉型後的理事，我見證了這個團隊如何在開
創、挑戰還有堅守各項性別議題上的努力，能夠跟大家繼續在
同一艘船上奮鬥，不管位置在哪，都是最好的安排。

2022年在同婚未竟之事上，包括同志收養、人工生殖、還有跨
國同婚議題，我們會繼續努力。這一年也是台灣選舉年，我們
會站在第一線觀察和公布候選人的性別友善程度。大平台也會
在今年舉辦首屆 Q Power 獎項，替各領域的性權鬥士喝采。今
年我們要繼續大聲哭大聲笑，牽手鞏固亞洲第一的彩虹堡壘。

職稱

榮譽理事

理事長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監事

姓名

尤美女

鄒宗翰

Ciwang・Teyra 李美儀

鄧傑

彭治鏐

陳盈蓁

黎璿萍

杜思誠

陳乃嘉

翁鈺清

李政翰

林實芳

林志杰

現職

律師

德國之聲 記者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律師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副秘書長

開合跳工作室 負責人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政策推廣部主任

人權工作者

現代婦女基金會 家暴防治社工

公關主任

律師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0524 是大平台的愛心碼唷



工作人員
想跟你説

鄧 筑 媛
副執行長

政治及政策研究倡議、法

務、媒體聯繫

朱 一 宸
政治倡議組研究員暨法務

法案與法律議題研究、契

約審閱

林 風 吟 （默默）

倡議暨企劃 資深專員

中央政治遊說、活動統籌

與企劃執行

陳 荐 宏 （里歐）

政治倡議暨企劃專員

負責地方政治倡議、友善

議員聚會、媒體聯繫、

YouTube 頻道企劃吳 仕 宇 （小宇）

財務營運專員

日常帳務、稅務申報

政治組

2021的台灣，我們有各種孤獨的體驗，在家工
作沈潛心神；同時也練習了怎麼在線上齊聚，
如何在雲端進行倡議跟組織。在停滯中緩慢前
行，是這一整年的功課，很開心到了年底，籌
備了一年多的收養倡議訴訟有了好的消息，而
地方議會的專案也在第三年逐漸有更具體的運
作模式，不同地方的性平議題能夠藉由這個聚
會有了新的進展。感謝所有夥伴的幫忙，同事
的共同努力，2022年相信又是新的一局，希望
跟大家一起擁抱自我、迎接挑戰。

2021年幾乎是在一片混亂中結束了，疫情打亂
習慣的節奏，新的基礎尚未扎穩，舊的秩序已
經崩解，讓人不得不停下腳步檢視生活，在緊
張又疏離的社交距離中學習跟自己相處。天王
星的禮物就是這麼讓人措手不及又大開眼界，
強迫我們看見這個世界的無所不能。

相隔多年再次回到倡議圈，一方面像是回顧自
己的青春，一方面也是確認了創傷復原後帶來
重生的力量，願我們都能在雙魚年完成自我療
癒、重新出發。

面對2020突如其來的疫情動盪，我們開啟了一
段足不出戶，透過螢幕與人相見的日常。這段
期間中，有些旋律、文字、畫面也一直陪伴著
我們，在無法與人見面的生活裡，汲取遙遠的
理解支持。

大平台也期待轉換這些力量，開啟更多嘗試與
可能，同婚週年線上節目、流行音樂與影視作
品多元性別分享，我們持續串連起這些給予撫
慰與無懼力量的影視音作品和創作者們，讓每
個人都能找到共鳴與理解，讓每個故事發揮影
響力，去到那些更遠的人們心中。

這一年，你好嗎？

2021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我都在服替代役的
日子中度過，也因為疫情的影響，各行各業都
受到不小的變動。很幸福也很幸運的，能在10
月份加入彩虹平權大平台這個溫馨的家庭，做
著自己喜歡的政治倡議工作，開始邊經營夫夫
之道、邊在大平台工作的雙軌人生。

知識無窮盡，在大平台的每一刻都是學習，也
努力想要追趕上大家，但對於我來說，不論是
YouTube或大平台，都用著不同的方式，在影
響與改變這個社會。回首過去、展望未來，希
望你我都能日日是好日，攜手向前行。

2021依舊是動盪的一年，生活和工作總是在不
斷的流動和變化，希望新的一年可以繼續和身
邊的人相互學習；我們也許不需要成為更好的
人，但要練習在這個躁動不安的年代，成為彼
此的支柱、練習自我對話和與孤獨陪伴，成為
那個我們曾經都期待成為的、不讓人討厭的那
種大人。

呂 欣 潔
執行長

2021年的疫情打亂了所有的規劃，但也印證
了大平台這個團隊，是因應著多變的政治局勢
而生成的，我們馬上調整步伐，嘗試各種的線
上活動與講座，甚至馬上改變作戰位置變成了
一組電視台製作團隊，帶給大家更豐富的同婚
週年活動！同志無血緣收養議題在今年也有了
令人感動的進展，感謝律師團隊與當事人的信
任，盼望2022年是個能夠讓辛苦在不同家庭轉
換的收養孩子們，有個能好好安身、愛他們的
家。

務實的面對、跳脫框架的激盪、無懼的挑戰，
一直是大平台的 DNA。在爭取平權的路上，
我們還不能停歇，不只是因為同婚的未竟事
項，更是因為這個世界，還沒有成為每個人都
能擁抱自由的那個樣子。我們也不只是為了

你奮鬥，更是想邀請你一起經驗每個 #自覺時
刻，在創造改變的路上，發揮你／我／她／每
個人的影響力。

從任務型的組織，到更名立案，還要建立穩健
的行政系統和工作流程與勞動環境，這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過去的社會運動，耗盡了許多人
的血汗青春，而在我這個世代來到了中年的時
刻，我希望能建構一個更健全、有支持系統的
工作環境，讓有心投入社會改革行列的年輕人
們，更做得長久。因為唯有更多人一起努力，
改變才會發生。我們過去做到了，未來，也可
以。平權是一條漫漫長路，讓所有人能自由的
活著，還需要你的支持，開創更加多元共好的
台灣。

組織營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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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均 諺
專案經理

演講統籌、異業合作、實

習生計畫、YouTube 頻道

企劃主持、Podcast

郭 宜 婷
文宣企劃 資深專案經理

文宣專案管理、捐款人服

務、官網維護、檔案管理

勞 烏
整合行銷企劃 專員

網路商店行銷、各地實體

擺攤、義賣商品開發、

YouTube 頻道企劃

陳 玉 珂
政治倡議暨教育專員

地方政治倡議、友善議會

串聯、YouTube 頻道企

劃、對外培訓與講座規劃

林 忠 毅
數位社群經理

數位社群經營、志工經營

Aki YJ Chen
視覺設計

實體及數位品牌形象設計

社會教育組媒體創意組

去年時常經歷各方面的不斷變動，除了得面對
生活模式、工作計畫的調整，更大一部分是學
習接受那些不確定性與失落，完全不知道自己
到底怎麼走過來的。但也是在過程中才覺察自
己的需求，並看見自我的成長。從組織的角度
來說也是，像是將同婚週年活動及營隊轉成線
上形式、深化與友善企業連結、嘗試跨界跨領
域的合作等。這些現實的考驗讓我們開創出更
多與社會對話的可能性，或許也是在告訴我們
要保持對事物的開放與彈性吧！不論接下來會
遇到什麼樣的挑戰，一定都可以找到方法面對
的！GO GO！

跟著大平台從組織草創之初，一路走到正式登
記立案；從頻繁動員上街爭取同志婚姻平權，
到後同婚時期轉為推動未竟之事。覺得自己很
幸運，也很感恩能有機會從搖滾區的位置看著
社會現象的脈動，能一起走到這步大家都要好
好謝謝自己，在每個重要時刻，秉持著SDGs 
中 leave no one behind 的精神，持續盡一
份心力支持並陪伴著彼此，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情。

2021年我們一起經歷生活型態的轉變，但還
好有數位科技的存在，讓我們能透過視訊的背
景、配戴生活小物等不同方式，既使線上聚會
也能在日常中展現平權。而原先每年的同婚線
下實體活動，也成功的轉型為線上直播節目，
與大家一起分享同婚後的未竟之事。2021年環
境雖然改變了，但社會上仍有許多事情等待我
們持續行動及關注，希望2022年在面對這些挑
戰時，依舊能看到彼此的身影，給對方加油打
氣！

這幾年從公投和婚權開始一路不停歇，疫情的
到來讓全世界都慢了下來，迫使我們用全新的
方式去面對，去年除了一邊要處理外在挑戰
外，也一邊在重整自我議題，剛進NGO時就曾
聽某位前輩說過「走社會運動這條路會越走越
看回自己」，但親身走過實屬不易。

過往一直努力著所有事，趁著這時刻慢下來，
也想嘗試去找找、做些不覺得在努力的事情，
改變雖然常伴隨著痛苦，但不是件壞事。

這兩年的生活，看見原本的計畫被打亂、感受
到原有的期待被翻轉，但我們沒有停下來，且
更覺察到這段日子就是日常的縮影：面對未知
的無常或是日度一日的時常。所以我們試圖在
這個擺盪中找到力量，並希望這些力量能夠給
彼此溫暖，發揮更多的影響力。我在大平台快
4年了，從街頭起家的婚姻平權大平台，在面
對疫情的嚴峻考驗下，去年從實體活動延期後
又改成舉辦了線上的節目，跳脫習慣和既有的
模式，倡議的方式也有了更多元的變化。這是
大平台的 #自覺時刻，外部的環境促成了對話
與改變，沒有停滯，而是發現有更多前進的方
式。

2022，還是希望可以往更「幸福共好」的方向
前進，但更多的是組成共好的故事，好事會因
為彼此的故事發生！

疫情嚴重時的台灣少了許多面對面的接觸，卻
讓我們從各種線上活動中學習了更多元的技能
和協作技巧，回想起來，這是一個蹲低、充實
自己和做好準備的一年。學習更有彈性地生活
成為新的目標，而疫情下也要繼續讓性別平權
成為日常，希望2022的台灣更是能讓每個人都
自在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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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 / 捐款人的話
同婚立法是台灣轉型成熟的公民社會的重要一大步，
這歷史性的關鍵時刻，我感佩有彩虹平權大平台於其
中的不懈努力，願更多公民能一起貢獻投入，開創更
值得期待的台灣。

 童子賢董事長

每一個大大小小的運動成果，就算看似雲淡輕、水到渠成；
背後一定有倡議團體研究、遊說和協調的推進軌跡。彩虹
平權大平台一直是我所知推進最多的團體之一。

 立法委員辦公室副主任，陳儀

看到大平台的夥伴這樣拋頭顱灑熱血地為同志大大小小的
權益奔走，身為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能有什麼理由不
陪他們並肩走完最後這一哩路呢？

 渺小的地方公務員

同婚通過後，要忙的事情還很多，彩虹平權大平台從未停下腳
步，反而更有活力地串接起各地的政治、民團與教育資源，讓
中南部的團體不孤單，也幫助每個團體有機會吸取不同縣市的
經驗值！另外，更大推〈欸來姐跟你說〉與〈辦公室日常〉系
列，既倡議又提升快樂氛圍～偉哉大平台！

 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王紫菡（麵麵）

法案的通過，是倡議能量累積而後的爆發。在立委的
任內，能夠推動同婚，是仰賴過去 30 多年婦女運動
的努力，才能匯聚所有的能量創下里程碑。而今我也
回歸公民社會，期待跟大平台繼續合作，耕耘累積，
期待下一個制度變革的時刻到來。

 尤美女律師

同志平權運動有許多面向，大平台這些年來在台灣的同志運動中擔任了很重要
的角色、做了很多事，也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更被看見，所以我支持大平台。

 贊助者，贊助者，《兩個爸爸》作者陳子良

Love is equal, and to let mor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is 
important. That’s why what they do is very impressive.

 贊助者，柬埔寨的打工仔 Thomas

讓已出櫃的人有更多資源，讓未出櫃的人除了有資源之外，能擁有勇氣及力量

 定期贊助者，Podcast 聽友 YouTube 觀眾，台北不怕死的新創旅行社老闆 YPC

積極推動政治與國際事務的參與、增加多元性別的能見度與發聲權

 定期贊助者，竹科工程師 Sharon

台灣性別平權的重要推手

 贊助者，Podcast 聽友，國中公民老師 Yen

愛的存在沒有性別之分，平台的存在就是為了消除所有不
平等的對待，這是對的事，請堅定的為愛發聲吧

 贊助者，女性牛仔服飾的夢想家玲玲

每個人的愛都必須被看見

 贊助者，台南軍人阿公

支持欣潔，以及謝謝彩虹平權大平台一直以來為台灣同志做努力

 贊助者，同志娛樂空間經營者維克

身為一份子盡一份小小的心意是應該的

 贊助者，Podcast 聽友，在家穿睡衣上髮捲的包租婆

謝謝大家的努力，才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家

 Podcast 聽友，YouTube 觀眾，安平舒芙蕾夫夫榮榮跟阿濱

愛裡一同不分你我，彩虹平權齊努力

 贊助者，新北市的物理治療師劉盈君

影響力夥伴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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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捐款收入 銷貨收入 611,014 網店、擺攤販售收入

補助收入 捐款收入 4,698,017 個人、企業等捐款收入

補助收入-民間 8,514,810 非政府單位補助收入

其他收入 活動收入 147,904 活動報名費

租金收入 148,577 辦公室分租租金收入

利息收入 530 存款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244,641 廣告置入、版稅、分潤或其他無法歸類之收入

收入合計 14,365,493

支    出

倡議遊說

文具印刷費 105 拜會資料、友善議員聚會之資料影印費

郵電費 585 文件寄送郵資

勞務費 12,500 議員合辦活動講師費

活動費 23,103 議員合辦活動材料費、團體共同訴訟費

差旅費 47,832 議員拜會、記者會交通費

場地費 9,562 活動場地租借費

雜項費用 30,201 ILGA年費、WIFI轉接頭、麥克風、飲用水等費用

小計 123,888

參政培訓營

郵電費 14 匯款手續費

勞務費 21,800 講師費、攝影費

活動費 18,405 活動住宿、餐費

差旅費 260 交通費

場地費 46,710 活動場地租借費

小計 87,189

數位溝通

文具印刷費 319 資料影印費

郵電費 322 匯款手續費、郵資

業務推廣費 30,661 臉書廣告費

設備購置費 3,668 攝影器材購置

勞務費 110,100 導演酬勞

活動費 3,926 影片專案製作費

差旅費 11,288 交通費

調查研究計畫

文具印刷費 2,381 方案投標企畫書印刷、裝訂

郵電費 927 文件寄送郵資

活動費 162,439 民調公司服務費

差旅費 3,775 交通費

小計 169,522

社會教育

文具印刷費 210 活動輸出物印刷費

郵電費 257 文件寄送郵資

勞務費 43,000 活動講師費

差旅費 6,671 活動交通費

場地費 1,500 活動場地租借費

小計 51,638

國際交流

郵電費 58 文件寄送郵資

勞務費 141,000 翻譯費

活動費 176,004 亞洲騎行活動籌辦費、文具用品、影片撰稿費

差旅費 1,250 出差交通費

場地費 6,495 外交講座場地費

小計 324,807

募款專案

文具印刷費 15,822 募款輸出物印刷費

郵電費 75,693 匯款手續費、攝影集寄送郵資

勞務費 63,400 攝影集採訪編輯費用、撰稿費

活動費 237,709 攝影集影像編修費

差旅費 16,189 出差交通費

場地費 1,029 活動場地費

雜項購置 77 募款雜支

小計 409,919

2021 財務報告
收    入

場地費 18,380 攝影棚租借費

雜項費用 107 影片錄製茶水費

小計 17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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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專案

文具印刷費 220,989 校稿文件印製費、義賣品版面印刷費

郵電費 53,168 黑貓寄件郵資、匯款手續費

雜支 786 義賣雜支

勞務費 38,077 義賣拍攝酬勞

活動費 73,710 攝影集出版社購書費

差旅費 14,578 出差交通費

場地費 500 人權辦桌市集場地費

雜項費用 24,807 銷售平台年費、義賣倉儲收納架

小計 426,615

職場平等

活動費 3,450 企業小聚餐費

差旅費 2,747 出差交通費

場地費 705 企業小聚場地費

小計 6,902

同婚週年活動

文具印刷費 48,100 認同卡卡套製作費

郵電費 1,559 收據寄送郵資

設備購置費 2,928 活動設備購置

勞務費 192,000 活動講師費

活動費 231,716 外部行銷團隊企劃執行費、防疫用品、茶水

差旅費 4,072 活動交通費

雜項費用 1,141 活動雜支

小計 481,516

頒獎典禮籌備

文具印刷費 124 講者素材印刷

郵電費 144 文件寄送郵資

設備購置費 1,500 活動器材購置

雜支 333 快篩試劑

勞務費 39,350 講師費、主持費

活動費 124,007 外部行銷團隊企劃執行費、防疫用品、茶水

差旅費 3,716 活動交通費

場地費 14,000 活動場地費

小計 183,174

辦公室支出

薪資費用 5,057,968 聘雇人員薪資

健保費 107,325 聘雇人員健保費

勞保費 131,635 聘雇人員勞保費

伙食費 108,000 聘雇人員伙食費

獎金 608,849 聘雇人員年終獎金

退休金 244,448 聘雇人員退休金

租金費用 693,178 辦公室租金

文具印刷費 18,129 辦公室印表機、文件影印費、文具用品

郵電費 54,452 辦公電信費、匯款、金流手續費

修繕費 67,869 辦公室設備修繕

水電費 17,176 辦公室水電瓦斯費

誤餐費 7,803 會議誤餐費

設備購置費 31,717 網站系統租用、系統月費、辦公室用品

雜支 816,636 辦公室雜支

勞務費 215,667 帳務處理費、財稅申報費

活動費 161,550 辦公室共識營費用、設計費

差旅費 47,471 出差交通費

場地費 2,352 會議場地費

雜項費用 13,446 設計費、網站改版建置費

兌換損失 7,482 外幣匯差損失

小計 8,413,153

支出合計 10,857,094

結餘 3,508,399

此結餘含國際非政府組織補助的兩年期經費 
（自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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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運   金額

專案推動 3,818,018

年度活動 7,099,650

商品開發 412,000

商品營運 136,650

活動擺攤 87,520

異業合作 36,500

辦公室支出 2,053,740

行政人事 7,536,058

支出合計 21,180,136

年度活動   金額

節目企製 2,847,100

行銷宣傳 2,455,500

市集 833,000

贊助 143,450

志工 29,200

獎項 248,700

行政 542,700

支出合計 7,099,650

專案推動   金額

平權立法 287,240

政治倡議 693,672

社會教育 340,236

數位溝通 428,108

研究調查 1,676,660

國際合作 392,102

支出合計 3,818,018

2022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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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過後，平權尚未到來
友善的社會還需要一點一滴的繼續努力
大平台期許自己作為同志社群與政治場域的重要橋樑
也希望持續的為台灣留下重要的研究資產
更會努力的讓世界看到台灣、讓台灣幫忙世界
有您的持續支持
讓平權這條路
能走得更細緻、更悠長、更深化友善在台灣每一個角落

歡迎加入 定期定額捐款，以實際行動支持我們
您的捐款可以幫助我們持續推動台灣的同志平權運動

1  線上信用卡捐款

2  銀行 ATM 轉帳捐款
中國信託銀行  公館分行  （銀行代碼 822）
帳號    3475 4042 4799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轉帳捐款若需捐款收據
  請在轉帳後來電告知 (02) 2365-0791 郭小姐或林先生

3  電子發票愛心碼
在消費結帳時
口頭告知店家「我要捐發票！愛心碼  0524 」

524 是屬於大家的紀念日，一起記得這個數字
隨手捐發票，讓友善同志成為生活的日常

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73號10樓A室
(捷運台電大樓站2號出口)
Tel_    (02) 2365-0791 週一至五 12:00~20:00
Email_   equallovetw@equallove.tw

Website_      equallove.tw
FaceBook_   @equallovetw （彩虹平權大平台）
Twitter_       @equallovetw
Instagram_   @equall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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