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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婚姻平權蛻變為彩虹平權

我們的願景與工作

這些年來
我們一起達成的事件！

本會理念

期待透過政治參與、社會教育、國際合作等行動與工

2016 民法修正草案提出，公民力量展現

2019 亞洲第一，臺灣驕傲

草案，帶領群眾在一個月內完成三場大型街頭集會，

能在大法官釋憲與公投結果之間尋求最佳平衡，保

與立委尤美女辦公室開始討論並共同提出民法修正

最大型的《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站出來音
樂會》於2016年12月10日有多達25萬人站上街頭表
達支持，展現台灣公民力量，創下台灣性別運動史上
最大型集會的紀錄。

2017 大法官釋憲，加強社會溝通

2017年5月24日大法官釋憲，宣告同志應有婚姻自由

之平等保護，也是台灣首次成功操作讓大法官採納

民間意見的「法庭之友意見書」。下半年，持續遊說
立法院，同時在全台舉辦講座，並於北高兩地展出同
志生命故事展，持續與社會大眾溝通。

2018 面對反同方發起公投，越挫越勇

因應反同方發起反對婚姻平權與性別平等教育的全

國性公投，我們在全台各地舉辦超過500場講座與
宣傳活動，招募並動員超過1萬名志工；並發起選前

募資，一個月內募得千萬元，得以讓婚姻平權的廣告
在選前於各大報、電視、計程車及公車車身等版面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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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之後，持續進行同婚立法的政治遊說行動，期盼

障同志權益也降低社會衝突與撕裂。我們一一聯繫

立院的113位立委，並積極動員志工及同志社群拜會

立委服務處，尋求立委對法案的支持。同時平台也作
為行政院、立法院、同志團體與各政黨之間的溝通橋
樑，催化各界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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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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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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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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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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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工作

平權立法 ｜
完善同婚過後的未竟之事

+ 推動婚姻平權未竟事宜之修法，包含「共同收養」
、「人工生殖」與「跨國同婚」等。

+ 與性別、人權等相關團體，以及專家學者合作，將
成立「民間平等法修法小組」，推動一部完善且
屬於台灣的「平等法案」。

+ 持續拜會國會立委，深化同志團體與政治的連
結，以共同推動性別友善的政策與法律修正。

政治倡議工作 ｜
共造友善同志政治環境

+ 改善且優化行政流程，研議並監督台灣的性別平
等相關政策，讓同志更有保障。

+ 與不同縣市的地方議員進行性平倡議，推動全台
的性平友善議員連線。

+ 舉辦同志參政培訓營，推動同志實際參政，為同
志友善的政治環境撒下更多種子。

社會教育工作 ｜
持續溝通對話，消除偏見與誤解

+ 培訓講師與志工，發起彩虹公民行動，持續開啟街
頭公民對話。

+ 打造專屬台灣的職場同志友善指標，並舉辦職場
出櫃論壇、企業工作坊等，以及協助企業內部發展
同志權益相關社團（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合
作）。

數位溝通工作 ｜
串連線上社群擴散議題

+ 產製同志相關故事、影音，並透過社群網絡、線上
影音串流等數位媒介散播，讓大眾更加了解同志。

+ 製作政治、性/別等相關議題的圖文懶人包，以教
育並提升同志社群的政治意識。

研究調查工作 ｜
瞭解社會態度以邁向共好未來

+ 參考國內外相關資料，研擬出適於台灣的量化社
會態度研究調查題目。

+ 透過量化研究與街頭調查問卷持續追蹤，以瞭解
社會大眾對於同志、同性婚姻的態度。

國際合作工作 ｜
將彩虹平權的希望推向世界

+ 積極與國際分享台灣同婚的倡議及推廣經驗，開

展從台灣出發的人權外交區域工作，讓世界看見驕
傲的台灣。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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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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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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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培訓亞洲國家的同志組織，並與日本、南韓、
香港、泰國、越南等國，組成亞洲的婚姻平權連線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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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大平台工作成果重點
平權立法

社會教育
獲得 20 位立委支持
共同收養草案順利一讀通過

5 次人工生殖修法各方會議
北中南 3 場意見收集會
協調 15 組代孕男同志爸爸個案

舉辦 24 場說明會 / 培訓 / 志工聚會

2 場教師研習性平工作坊
3 次跨國同婚個案協調溝通會議
33 場行政調整程序會議

40 場性平演講
超過 2,000 人參與

研究調査
委託民調公司執行全國性社會態度研究調

90% 民眾認為同婚通過對個人
沒有影響，多達 20 則相關媒體報導
查，超過

舉辦第二屆職場出櫃論壇

16 場企業小聚與內部培訓
超過 1,100 人參與

政治倡議

國際合作
參加 ILGA-Asia 理事會會議

國際組織演講 22 次

拜會 33 位立委

聯絡立委辦公室 247 次

數位溝通

10 次

國際媒體 / 學術訪談 受訪 23 次

製作 30 集 Podcast 節目

收聽次數超過 80,000 次
串連 58 位議員，橫跨 8 縣市
聯絡地方議會 321 次

與 29 個地方友善團體一起行動
辦理全台第 1 場同志參政培訓營

40 位學員
超過 70% 學員有興趣
招收

成為同志候選人或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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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16 集 YouTube 節目

觀看次數超過 100,000 次
Facebook 超過 10 萬追蹤

Instagram 超過 1.4 萬追蹤

發出 350 篇貼，2 個懶人包
寄送近 50 萬封電子報
展信率超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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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執行長的話

邁向未來的大平台遠征隊（歡迎斗內）

我們這一代以及上一代人曾經以為，婚姻平權是未來的事，而未來已經來了。

2019年5月17日，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歷經各種風雨，同婚合法已經超過一年，婚姻平
權大平台在階段性任務完成後，改名立案為「彩虹平權大平台」。如同字面意義上的更動，從婚姻邁向彩虹，

拓寬關注的範疇。但大平台依然持續跟進同婚過後的未竟事項，例如跨國同婚、共同收養、人工生殖，用實際
的行動去弭平同志與異性戀間的權益落差。

接下來的工作計畫仍遵循六大方向，除了平權立法外，也會沿著政治倡議、數位溝通、研究調查、社會教育、
國際工作開展。婚姻是一個重大里程碑，突破這個關卡後，路途仍然崎嶇不平，只得從各方面著手，加上一點
時間的催化，以期能夠打造出一個更為友善的社會。

由台灣同志諮詢熱線耗時八年訪談整理，不久前出版的《阿媽的女朋友》中，有一段受訪者說的話讓我念念不
忘。引用原文如下：「如果走得進去異性戀婚姻，就好像順著洋流，跟著游泳就好，不用自己孤獨地在大海裡

頭，因為所有的力量都會幫他，他唯一的阻礙就是那個男人跟他的家庭，而社會上則沒有阻礙。」無論有沒有
順著洋流走進異性戀婚姻，在這個茫茫大海中，所有非異性戀者勢必都曾孤獨地游泳，有些人甚至無聲地沒
頂。每一位願意發聲、願意支持參與的人，都像是海上的浮標，讓這些泳者知道自己並非孤獨一人。

時代的浪潮一波波襲來，有些根深柢固的被動搖了，有些依舊牢不可破。舊的時代快要過去，新的時代正要產
生，每個時代有各自的課題，如果我們更努力一點，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人就有機會成長在一個沒有偏見的社
會。在那一天真正到達之前，我們都是遠征隊，為了主線任務而努力，並且同步解開各種支線任務。在真正抵
達那一天之前，歡迎你與我們一起，持續前進。

彩虹平權大平台 理事長

理監事團隊
職稱

姓名

現職

常務理事

鄒宗翰

德國之聲 記者

理事長

常務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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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屏瑤
蘇珊

彭治鏐
陳盈蓁
黎璿萍

杜思誠

Ciwang・Teyra
鄧傑

李政翰
林實芳
林志杰

作家

達新奇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副秘書長

2020大平台立案了！從2016年十月開始的這趟充滿挑戰的奇妙旅程，經歷了立

法院的攻防戰、釋憲、公投、又回到了立法院通過了七四八施行法的同婚專法，
因著尚未完善的專法、也因為平權尚未到來，婚姻平權大平台正式立案更名為

「彩虹平權大平台」，繼續為共同收養、人工生殖、和跨國同婚等平權議題努力
著，也延續著2018年的公投經驗，設立了新的「社會教育組」，持續進行重要的
社會對話與溝通，持續著緩慢但必要的基礎教育工作。

新組織的成立，也是希望能延續在婚姻平權大平台期間，我們為同志社群所累
積的法案政治遊說工作經驗，2016年起的婚權運動是同志運動三十年來，第一
次有機會與能量地毯式的開啟政治遊說工作，這不只是在為法案發聲，更是利

用每一次見到民意代表的機會進行認識同志的教育。大平台也是首個同志團體

將地方議會與地方政府的倡議工作系統化，全台跑透透努力連結各地方議會的
友善議員們，一起開創地方政治的可能性與機會。從這個經驗中，我們深刻感

受到投入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也參考了美國 Victory 勝利研究所的工作經

驗，開辦了台灣第一個「同志參政培訓營」，希望為台灣的政治培養更多同志參
政人才，一起努力讓政治更加的友善！

2020年對所有NGO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應疫情組織需要更加注重數

位溝通的能力，也需要隨時有彈性的調整工作計畫，募款的工作也受到巨幅的
影響。因此，大平台不只是延續過去在社群的聲量，持續製作各式議題的懶人
包，也開啟了Youtube和Podcast節目的製作--在Youtube頻道拍攝「我的出櫃

時代」、「同志歸同志，政治歸政治？」、「我就玻璃心職場的部分」等三個不同
面向的節目，而跟上這波的Podcast熱潮的「欸來姐跟你說」，也創下不錯的收

聽觸及率。希望在疫情期間仍然能持續地提供給大家正確豐富的訊息，也作為
同志社群和主流社會之間的溝通橋樑。

您在這本工作報告書中所看到的豐富工作成果，是僅由大平台不到十人的團隊
所完成的，在2021年我們依舊會秉持讓台灣所有人都能同享多元共好的初衷繼

續努力下去，同婚雖然已經通過了，但平權尚未到來，有您的支持，我們才能繼
續努力下去，一起走彩虹平權這條路，打造更平等的未來！
彩虹平權大平台 執行長

開合跳工作室 負責人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政策推廣部主任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律師

公關主任
律師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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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的話

鄧筑媛

宜婷

從個人生活、工作，乃至這個世界，2020都是斷捨離

2020是變動與轉化極快速的一年，善於跟著浪潮變

副執行長 / 政治倡議組

政治及政策研究倡議、組織法務、媒體聯繫

的一年。告別了「婚 姻平權大平台」這個任 務型 編

組，在一片動盪中開始了「彩虹平權大平台」，希望延

續過去，發展屬於我們的，一個面向社會的同志政治
倡議組織。歲末年終，感謝一整年一起摸索的工作夥

伴，還有那些經歷各種轉換，仍然在身邊支持、愛著
我們的朋友們。

文宣企劃資深專案經理 / 媒體創意組
文宣、網站、捐款人服務

化而持續前行的我們，恰巧在這時候進化成彩虹平

權大平台也有其意義與服務目的。毛毛蟲蛻變成蝴
蝶的過程有出繭的艱辛與痛苦，也有成長後飛翔的

歡欣，為了捲動更深更廣的同志權益倡議運動，為了
與你們一起共創美好的台灣社會，一切值得。

忠毅

倫倫

經營、演講、大學生計畫

主持、Podcast

數位社群經理 / 媒體創意組

網路商店行銷、數位社群操作與統整、北北基志工
2020年對世界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在疫情的籠罩下，
防疫成了所有版面的主訊息。對數位社群而言或許
是辛苦，但也或許是一種突破：如何在疫情話題中找

到定位？如何討論疫情中也能討論議題？除了找到
線上的方法，線下活動和志工的連結與聯繫也和過

去不同。開闢了新的方向與道路，期待在2021年，延
續也能再以不同的姿態開啟新的可能。

專案經理 / 社會教育組

演講、教師研習、彩虹公民行動、Youtube頻道企劃
一直以來都會害怕做開創性的工作，不過跟著大平台
立案、和夥伴們討論年度計畫，發現發想、設定新的

工作內容與目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當然摸索的過
程也會有些不確定，不知道在疫情的影響下，能否順

利達成。幸運的是，身旁有一群和自己擁有同樣目標
的夥伴一起嘗試、一起調整，就像一直以來，參與政

治、社會運動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事，必須要集結
大家的力量才能夠堅定的往下走。願新的一年我們
都能站穩腳步，繼續同行。

Aki YJ Chen
設計總監 / 媒體創意組

品牌形象及活動視覺設計

2020是好不容易的一年，大平台的工作內容也有很

大的轉變。同婚通過後的未竟之事沒有變得更簡單，
如何持續與大眾對話，並解釋「同婚通過並不是就真
正平等」成為這一年的主要任務。如何運用圖像與視

覺設計把漸漸飛走的大眾目光抓回來，也是我每天

都在思考的問題。願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性別友善
一點，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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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嘉

研究員 / 政治倡議組

研究調查、國際工作、政治組務、Podcast、職場平
等

2020年是一場折磨人的夢靨，混沌的上半年，不斷再

調整本來就已經不是很確定的工作內容，又因為疫情

在很快的時間內展開很多新的嘗試，例如YouTube
跟Podcast，好像手忙腳亂一陣子之後這一年就要結

束了。很遺憾沒有機會出國出差，本來期待今年可以
繼續跟世界分享台灣有趣的經驗和故事，但還要觀
望看看世局了。

默默

倡議暨企劃專員 / 政治倡議組

中央政策倡議遊說、行政財務、YouTube頻道企劃

2020，一陣突如其來的巨變帶走了恆常的生活模式，

整個社會的焦慮惶恐連呼吸都能感覺，想和這幾年

跟著運動起起伏伏，好不容易同婚通過卻又經歷動
盪一年的朋友們，說聲辛苦了。

而面對同婚後的工作探索、疫情後的社會模式，我們

也開啟新的線上溝通管道，並持續進行婚姻平權未
竟的細節工作，更透過參政培訓儲備新的政治能量，

努力讓停滯的日子裡，平權也能繼續前行。希望變動
的日子很快會結束，光灑落沒有口罩的臉龐時，我們
繼續一起攜手迎向彩虹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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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媽祖還願之行
2017年3月

時值大法官釋憲前，為祈求媽祖庇護，守護全台

珂珂

曹承羲

訓各地志工

2016/11~2021/02

政治倡議暨教育 專員 / 政治倡議組

地方政策倡議遊說、串連在地友善議員及團體、培
2020年對我來說的關鍵字是轉變。上半年大平台經

歷轉型與立案，也因疫情影響必須將一些工作延遲
進行，不過最後都順利完成了，也開展許多新任務～
（拍手）

在2018年公投時大力投入工作與運動，同婚通過後
工作上的強度與運動能量都有逐漸下降，關於想成
為與能成為什麼樣的工作者，還在調適和摸索的路
上，希望在內外變化萬千的過程中，能找到適合自己

灣的同志朋友。當時的婚姻平權大平台決定前

往大甲參與媽祖繞境，祈求平安與平等，也透過
民間信仰傳達平權理念。

發展與行銷資深專案經理 / 媒體創意組

實體活動、YouTube頻道企劃、義賣網店
2020年大平台終於立案，「婚姻平權大平台」進入了

2020年3月

下一個階段，正式成立「彩虹平權大平台」，在疫情之

同婚通過即將滿一年，感謝各界力量一路上的支持與協助，過程雖然風風雨

走過，得到許多朋友與社群支持之下，大平台有機會

謝尤美女律師與我們一起。

下，成立一個全新組織面對非常多的挑戰，一步一步

邁向全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我們將與大家一起努力，

雨，但階段性目標堪稱圓滿。蛻變後的彩虹平權大平台，再度踏上還願行，感

同志平權路上有你我一起同行，開創更平等多元的未
來。

的方式長久的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萱萱

南部辦公室 社會教育專員 / 社會教育組

社會教育組務、高雄志工經營、街頭訪問分析
2020/02~2021/02

2020年帶來轉變的颶風，我們向著彩虹好日的未來

進行一次次的短跑練習。練習在線上講座中保持大

家的交流，關懷未竟之事的細節。練習在法律更加完
善的前哨戰之前，籌辦參政培訓營與街頭訪問的訓

練。每次的短跑都是希望我們相信的價值漸漸發酵
到每個人的心中，謝謝在這陣颶風下，仍與我們在各
種崗位一同前行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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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大事記
2020 政治小客廳
系列講座
2020/02/27

「台灣護家盟的前世今生」台南場

2020/03/26

「人工生殖講座：讓她生！」台南場

2020/05/05

「2020年台灣同志（LGBTQ+）職場現況調查」結果發
佈記者會

2020/05/15

「同婚一週年，大家接受同志了嗎？」社會態度研究調
查公布 暨正式立案記者會

2020/05/27

「誰是收養人？同志收出養講座」線上講座

2020/08/22

「讓校園擁抱彩虹家庭」性平教育培訓工作坊台南場

彩虹公民系列課｜政治遊說課

「政～治到了，帶你了解政治系統
與遊說的運作」

2020/03/21

2020/03/31

2020/03/22

2020/04/11

高雄場
台南場

2020/03/28
花蓮場

台北場

苗栗場

2020/04/12
台中場

台北場

2020/09/28
高雄場

2020/12/20
台中場

「讓校園擁抱彩虹家庭」性平教育培訓工作坊台北場

2020/10/12
台北場

「呦呼！彩虹公民集合囉！」
同婚民調與未來計畫系列說明會
2020/08/15

2020/08/22

2020/08/16

2020/09/02

高雄場
台南場

2020/10/15
高雄場

2020/11/21~22

「彩虹政治零距離」第一屆同志參政培訓營

台中場

線上場

台北場

社團法人
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
正式立案

2020/11/14

「哇！酸甜苦辣的故事整理魔法，
生命經驗的回顧與反思」

2020/08/19

2020年5月

「2020 打開職場的櫃子」第二屆職場出櫃論壇

2020/09/23

彩虹公民系列課｜生命故事課

2020性平政治怎麼看？
新國會局勢分析
線上講座

2020/10/25

彩虹公民系列課｜街頭對話課

「路人心聲挖～挖～哇～街頭訪
問技巧與心態建立」
2020/11/03
台北場

2020/11/12
2020/09/09

高雄場

2020/12/22

「2020 匍匐前進 同志人權 繼續努力」聯合記者會

【認識多元 社會更和諧！友善教育 家長相挺！】
家長團體及性別團體聯合記者會

2020/09/29

2020台北同志公民活動

「來～我跟你說」晚輩圖生產器上線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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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成果
延續婚姻平權大平台時期的主要工作內容與方向，彩虹平權大平台持續透過平權立法
與推動、政治倡議與遊說、社會溝通與教育、數位溝通與社群教育、社會態度研究調
查、國際倡議合作等行動方針，為同志社群爭取平權，擴大整體社會對同志的理解、認
同進而支持，改變下一個世代的台灣。

平權立法工作 ｜ 完善同婚過後的未竟之事

”

同志雖然在台灣已經可以結婚，但和異性戀的權益仍有許多落差。大平台監督、研究並推動法律的
改變，同時促進行政系統的修正，促使法律平等的對待每一個台灣國民。

共同收養

人工生殖

由於同婚專法僅 允許同性配偶收養配偶的親生子

由於台灣的人工生殖法僅限定異性不孕夫妻使用，

與熱線、同家會合作提出共同收養修正草
案，超過20位立委支持，順利通過一讀。
女，同志配偶無法與異性配偶一樣，在婚後共同收養

孩子，甚至必須離婚才能開啟收養孩子的流程。已完
成單身收養的同志如締結同性婚姻後，其配偶也無
法擁有孩子的親權。

因此，我們從2020年五月份開始，與台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共同組成倡議

小組，展開同志無血緣收養子女的倡議工作，開始蒐
集相關當事人的故事與困境，了解服務同志收養社工

的第一線經驗，草擬相關法案，並與立法委員溝通和
討論草案。

2020年底，倡議小組與委員們合作的共同收養修正

草案，獲得超過20位立委支持，順利通過一讀。草案
一讀是修法程序最初的環節，未來我們將會持續推

動並監督法案的審查以及後續的二三讀過程。另外，
倡議小組也邀請律師團共同協助個案，透過司法管
道為同志家庭爭取權益，讓同志家庭可以共同收養

參與人工生殖法修法各方會議共5次，舉
辦社群意見收集北中南3場次。

同志想求子只能花費更多到海外尋求醫療協助。大

平台將推動修改人工生殖法開放給同婚配偶，女同
志配偶就可合法且有保障地在台灣求子。此外，在現
行人工生殖法不允許代理孕母的情況下，男同志配
偶的生殖權益需要更多的政策討論。

我們的修法方向是讓同志配偶的生殖權可與異性夫

妻相同。除了積極遊說立委外，同時也與人工生殖
法的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保持聯繫，持續關注衛福
部針對同志人工生殖委託學者研究的進度。此外，為
使政策討論更有社群意見基礎，我們與同家會合作
舉辦了北、中、南 3場男同志代孕焦點座談，收集同
志社群的需求跟意見。

跨國同婚

持續關注與遊說修法，並參與跨國同婚個
案協調溝通會議3次。
根據台灣《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及相關移民法規的
規定，婚姻之效力需在雙方的本國法都予以承認的

情況下才算有效；在這樣的法規下，台灣同志僅能與
世界上其他28個已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建立有效婚
姻關係，因此讓許多台灣籍的同志與其跨國伴侶難

以成家、在台工作或長久生活。2020年，加上疫情的
影響，我們接到許多同志朋友的洽詢或求助，希望能
與許久不見的跨國戀人相見，也有已在他國結婚多
年的同性配偶，亟欲爭取能合法在台灣一起生活的
權益。大平台除了協助與為這些跨國伴侶奔走之外，
也持續進行修法遊說與倡議。

其他的同志/異性戀權
益落差

關注家暴防治保護的漏洞，邁向彩虹平權
共好的台灣。
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中，
同性婚姻與異性婚姻尚未平等，如在第5條的立法理

由中，就特別排除同性配偶與對方家人在法律上成
立姻親關係，也造成家暴防治保護的漏洞，若發生
與同性配偶/前配偶的家中直系或旁系親屬間之暴力
事件，目前無法申請保護令以維護人身安全。

2020年，我們與熱線、同家會、現代婦女基金會、勵

馨基金會，一起召開了Ｘ次會議草擬修法法條，並積

極對衛福部提出修法建議，也參與衛福部研究家暴
法修正的內部研商會議，期待未來同性戀與異性戀
的權益保障沒有落差，邁向彩虹平權共好的台灣。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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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倡議工作 ｜ 打造友善同志政治環境

在政治場域中維繫關係與連結，同時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立法單位的倡議工作，是彩虹政治力的重
要基礎，不止是為了推動法案，更是讓政治變得更加友善！

國會倡議聯繫

地方議會串連

同志參政培訓

在2020年1月的立委選舉中，有32位過去對同性婚

地 方 議 會串連 是 大平台的 重 要 開 創 性 工作，除了

過去婚姻平權大平台在政治倡議工作上的經驗與過

促使行政系統在同婚後做出相關配套修正
與優化。
姻法案投下贊成票的委員順利連任。除了恭賀連任

的委員，更馬不停蹄與新任性平立委建立關係。一整
年下來，聯繫立委辦公室的次數總計近250次，實體
拜會33位友善委員。

同時，大平台也持續與群眾分享我們在拜會過程中
的觀察與分析，在全台舉辦共6場的「2020性平政治
怎麼看？——新國會局勢分析」線上講座，總計有超
過130位關心性平政治倡議的公民夥伴參與。

2020年在國會倡議聯繫上相當重要的成果，是立委
在質詢時要求行政院應在同婚後優 化整個行政系
統，並做出配套修正，而行政院也在6月將「行政表
格配套修正指引」行文至各部會與縣市政府，要求檢
視、調整全國行政系統中的表單、系統與網頁。

討論在地性平配套與政策的規劃，推動舉
辦公務員性平培訓。
2019年促成台北與基隆成立友善議員連線，2020年
更透過超過三百次的地方議會聯繫工作，與全台29

個地方友善性平團體合作，共累積拜會8個縣市的議

會議員，也成功串連起苗栗縣與高雄市的友善議員
連線！

今年在地性平政策主要分成三大主題：性平市/縣政
配套、彩虹城市行銷，以及性平教育在地落實。我們
參與討論行政系統的配套與規劃落實，讓第一線的

行政表格不再只有「夫/妻」、「父/母」的異性戀婚姻

欄位可填，討論規劃廁所如何可採取不分性別的功
能隔間，或是設置男廁尿布台等性別友善空間推動，
同時，參與各縣市性平委員會的遴選與運作。

在全台灣議會跑透透的同時，我們看到高雄在駁二
設置了彩虹地景，台北市今年也在市府前繪製彩虹
起跑線，以及松山彩虹橋LOVE立體字，各地紛紛透

過彩虹地景來宣告與推廣城市的性別友善。而地方
性平政策的部分，則與台北市議會的友善議員共同

監督北市性平委員的黑箱遴選；也和高雄在地性別
團體與市議員合作，關注反同人士滲入性平調查人

辦理全台首場同志參政培訓營，培訓具同
志身份的出櫃候選人。
程，都讓我們深刻體會並理解，同志若能直接參與

政治，進入政治場域現身，這對整體社會與政策都

會帶來重大的改變與意義。因此，我們在正式立案
後，就開始積極籌備台灣第一次針對同志的「彩虹政
治零距離：同志參政培訓營」。營隊順利在11月份舉

辦，共有來自全台的40名學員錄取參加，其中39人為

同志，培訓結束時更有超過七成學員表示，未來有興
趣成為同志候選人或擔任幕僚，投入政治改革。

身為同志倡議組織，我們想要做的不僅是捲動社會

討論與政治倡議，更希望能鼓勵並培訓同志們投身

政治。第一屆的同志參政培訓營，我們邀請到國內
經驗豐富的政治工作者、媒體人等講師，並結合美
國同志參政培訓組織 Victory Institute 二十年來的
經驗，從選舉技術到出櫃論述，空戰、陸戰、選區評

估、財源籌措、社群操作等，傳授同志候選人的選舉
技能全方位課程設計，期待藉此協助有志從政的同

志朋友，進入政治場域創造改變，創造多元與共融的
未來台灣民主圖像。

才庫培訓的事件；更透過苗栗性平友善議員，直接與
地方縣府的人事、民政、勞政、社會等處室有碰面討

論與合作的機會，預期明年可推動縣府舉辦更多場
公務員的性平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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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工作 ｜ 持續溝通對話，消除偏見與誤解

同婚雖已通過一年，但社會對同志的偏見與誤解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失，因此，我們持續透過各種管

道，努力展開溝通與建立連結，瞭解民眾對同志議題的看法，並傳遞正確性別資訊，讓社會氛圍更加
同志友善。

彩虹公民行動計畫

性平演講與培訓

延續婚姻平權大平台時期累積的經驗與學習，我們

今年我們開始和公部門、在地團體、學校等合作，共

全台共辦理24場說明會/培訓/志工聚會，
總計超過200人參加。
認知到必須持續地展開對話與溝通，才能建立彼此

連結並帶來改變，增進互相理解並拉近距離。為此，
我們開啟彩虹公民行動計畫，與各地志工和地方組
織合作，培力志工成為彩虹公民，以具備上街與民眾
對話的知識與能力，同時了解民眾對於同志的接受
度，並藉此提供民眾正確資訊。

出席40場演講與培訓，全台超過2,000人
更加認識性平議題。

舉辦40場演講、培訓與工作坊，與大家分享遊說政

治人物時的各種要訣，講述同婚倡議的歷程、與群眾

對話的經驗、同婚通過後的未竟之事、認識同志家庭
的樣貌與面對的挑戰。此外，我們也開展與大專院校

學生社團的串連合作，希望藉此協助培力出更多具
有性別意識的大專院校學生，能在校園推廣性別議
題。

同志友善職場計畫

舉 辦14 場企業內部 訓 練與工作 坊，超 過
1,100位的企業夥伴參與。
我們期待多元性別友善能遍佈台灣社會，因此我們

於2019年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共同組成「同志
友善職場小組」，希望透過進入企業中宣講或舉辦各
種職場平等相關活動，讓職場環境對同志員工更加
友善包容。

今年共舉辦14場企業內部訓練與工作坊，共有超過
1,100位的企業夥伴參與。此外，也共同舉辦2場友

善企業聚會，邀請企業中支持同志議題的朋友來交
流彼此在公司內推動的狀況，累計共有96位來自38
間不同企業的夥伴參與。同時，第二屆職場出櫃論壇
─「打開職場的櫃子」也熱烈展開，邀請4位分別來

自教育、體育、音樂、3C產業的講者，分享自己在職
場中出櫃的經驗。今年也與熱線和荷蘭的同志倡議

團體 Workplace Pride，以及國際企業ASML與EY

安永，一起合作舉辦同志職場平等國際研討會，共有
80人實體及超過百人的線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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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溝通工作 ｜ 串連線上社群擴散議題

因應疫情的關係，大平台除了持續 Facebook、Instagram 的經營及電子報的寄送外，於五月份展開
了 YouTube 與 Podcast 兩大平台的數位溝通，除了希望透過不同的平台達到議題的推動與擴散，也

藉此在疫情期間，能夠持續透過不同的形式耕耘同志議題，以增加議題的的曝光與關注。同時，也開

始將Facebook、Instagram、YouTube、Podcast、電子報等五大數位溝通管道互相串連，讓議題在
不同社群平台做不同形式的呈現。

YouTube

Podcast

Facebook

Instagram

我們的 YouTube 過去以「多媒體影音資料平台」作

2020年全球籠罩在新冠疫情中，Podcast

主要用來傳遞、串連並擴散各種同志相關的「即時訊

2018年為了因應公投，希望觸及更多元的網路使用

製 播三種 全 新 帶 狀 節目，共 製作16 集 節
目，總觀看次數超過十萬次。
為定位，除了持續延續這樣的定位，發佈了「感謝媽

祖還願之旅」的紀錄、「2019 年職場出櫃論壇」的紀
錄等，也展開了《我的出櫃時代》、《同志歸同志，政

治歸政治？》以及《我就玻璃心，職場的部分》三個
全新的帶狀節目，更新頻率為每兩週一集。

《我的出櫃時代》

節目邀請名人與網紅 來 敘 述個人的出櫃 經 驗與故

事，期望透過名人分享自身出櫃經驗，讓尚在櫃中的
同志對出櫃與否有更清楚的想像，並讓已出櫃同志
能產生共鳴，持續規劃未來全面出櫃的生活步調，期
待讓友善同志成為台灣社會生活的日常。

《同志歸同志，政治歸政治？》

節目邀請友善同志的政治人物進行對談與互動，從
政治角度帶入同志議題，期待讓同志社群意識到政
治與你我的生活距離並不遙遠，也帶領觀眾了解政

治的樣貌，並一探追求平權道路上的困境與可能，以
創造更平等友善的未來。

於五月底開始錄製，共製作30集節
目，總收聽次數超過八萬次。
也成為流行的數位平台。我們開設《欸來姐

跟你說》的節目，每週與大家暢談同志相關

的大小事，舉凡國際間的同志、時事議題、

生活、教育、文化、電影、音樂等不同主題，
與同志交織出的話題。節目由三位工作人
員：欣潔、倫倫與乃嘉擔任主持，現已成為
眾多Podcast

節目中，性別議題相關的指

標節目之一，收聽成果亮眼。

現有將近十萬名追蹤者，總計發布256篇
文，製作兩個懶人包。
息」、「議題討論」、「法案進度」及「議題倡議」等

內容，我們也會因應現下時事，為同志社群整理議題

懶人包與重點摘要等資訊。今年分別製作「跨國同性
婚姻，台灣行不行？」以及「無血緣收養，行不行」兩
個懶人包，藉此讓同志社群瞭解我們在同婚過後想
持續推動的議題方向。

超 過 一 萬 四 千 名追 蹤 者，發 布 3 4 5 則 限
動。
族群，開始經營Instagram，現已累積超過一萬四千

名追蹤者。相較於Facebook的議題討論與擴散，我
們的IG以較為輕鬆、生活化、圖像化的形式來呈現，

也時常透過限時動態與社群互動，貼近IG使用者的
習慣和興趣，來達到我們期待的推廣效益。

電子報

總計寄送近50萬封電子報給支持者，平均
展信率超過25%
電子報是我們長期支持者的重要聯繫管道之一，我

們主要透過電子報來做行動號召、動員、重要資訊傳

遞以及工作內容呈現。2020年開始規劃以組織內部
工作人員的視角來分享自身工作業務內容，並搭配當
下的行動訴求，藉此向支持者呈現我們組織運作的

狀態與過程，也希望帶給讀者對議題不同的切入點
與感受。

《我就玻璃心，職場的部分》

從工作職場的視角出發，引領觀眾看見在各行各業
中同志的模樣，也介紹各類型多元同志的友善店家
給大家，期待讓生活與各類職場都能有同志友善的
環境，也開創在職場中推動同志議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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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工作 ｜ 瞭解社會態度以邁向共好未來
研究目的與方法

2020年調查研究結果

度調查，彩虹平權大平台決定在同婚通過後開始做

有53.8%及56.8％的民眾表示支持，而針對同志透

有鑒於過去較少有追蹤台灣社會對於同志議題的態
年度的追蹤，委託專業的民意調查公司執行，內容包

含民眾對同婚後未竟之權利的態度調查，以及面對

生活中不同親疏遠近的人若是同志，民眾的接受度
如何等等，總共20題。調查對象為全台22縣市且年

滿18歲的民眾，調查期間是2020年4月29日到5月2
日，採用電話調查方式，市話以分層比例隨機抽樣進

行；手機依照NCC公布之電信碼(前五碼)再加入尾五
碼亂數隨機抽樣進行，有效樣本1,086人，其中市話

完成755位、手機完成331位，在95%的信心水準下，
抽樣誤差在正負3個百分點之內。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跨國同婚及同志收養小孩，分別
過人工生殖生育下一代的支持度只有42.1%，顯見

未來在完善同婚專法的工作上，仍需要積極向社會
溝通。在社會接納度部分，民眾對於自己的同事／同

學、上司／老師或是醫生甚至親戚是同志，接受度都
有超過6成5，但對於自己的小孩是同志，接受度則不

到五成，可見與同志的親疏遠近關係仍深深影響民

眾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於自己的小孩在學
校學習同志相關課程，接受度高達5成3，尤其30-39

歲及40-49歲的年齡層，接受度高達67.6%及55.1%

，顯見目前有學齡子女的家長族群其實對學校教授
同志相關的內容，接受度相當高。

此次調查結果為我們接下來的工作指引出具體清楚
的方向，未來除了每年進行量化調查研究外，也會透
過一些質化的訪調，來掌握一般民眾對同性婚姻及

同志權益的想法，我們期待這樣的對話溝通可以增
進社會的瞭解與互信，讓平權得以真正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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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工作 ｜ 將彩虹平權的希望推向世界

2020年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同志社群都比以往更加辛苦，國際工作的推進也愈趨困難。首先是已籌
辦半年多，原預計於2020年三月在紐約當地LGBT同志中心舉辦的聯合國婦女大會，首次同志團體
與外交部合辦婚姻平權與同志參政講座，因疫情被迫取消。接下來是與同志諮詢熱線、荷蘭Work-

place Pride 合作的「台灣：亞洲同志職場平權的先鋒－社會變遷下的婚姻平權」國際研討會也一再
改期，雖最後於同志遊行前夕的十月舉辦完成，但許多外籍專家和推動平權工作的企業夥伴都無法
入境，只能視訊參與。

雖因疫情各種大小型的國際活動與研討會紛紛停辦、取消或改為線上舉辦，但大平台的同事們仍有
不少機會受邀於「線上」的國際場合，與世界分享台灣經驗；像是在歐巴馬任內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

使Samantha Power 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與東南亞重要的區域同志組織APCOM 分享台灣通過同
婚後的挑戰。同時，世界各國的學術工作者也開始對台灣的平權運動與公民社會，有高度的興趣與
期待瞭解，仍有不少的國際訪談邀約。

同時，國際同志運動開始將焦點轉為「在疫情下的同志社群所面臨到的挑戰」，國際援助資金的關
注方向也因此調整。台灣固然在防疫上取得世界的關注與好評，但我們也急需在此疫情下，發展出
新的工作方法來與世界接軌。過去在國際工作中，工作者時常有機會面對面分享工作策略、建立關

國際工作上的
重要成果與合作

+ 本會執行長呂欣潔擔任ILGA-Asia東亞區理事，參
加ILGA-Asia 理事會會議共10次。

+ 國際組織邀請演講共22次（來自泰國、柬埔寨、菲
律賓、日本、美國、澳洲、加拿大、香港、中國等）。

+ 接受國際媒體（如BBC、英國衛報等）與學術訪談
受訪共23次。

+ 於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外交期刊學會上分享台灣
的婚姻平權歷程。

+ 歐巴馬任內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Samantha
Power 在哈佛大學人權課程上，分享台灣同
婚後的挑戰。

+ 與 Freedom to Marry Global 一起和柬埔

寨、越南同志 運 動者分享台灣平權 運 動經
驗。

+ 參加國際自由聯盟 驕 傲 月線 上論 壇，與波

蘭、黎巴嫩、南非的同志運動者分享台灣婚
姻平權倡議。

係、開創合作機會；然而在疫情的限制下，如何維持台灣現階段在亞洲區域同志運動的領導位置，理
解其他亞洲國家在疫情下的挑戰，進而持續協助更多亞洲國家發展平權相關工作，是2021年我們所
面對的挑戰與對自己的期待！

上：和柬埔寨的運動者分享台灣婚權運動的策略與挑戰

下：受邀在歐巴馬任內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Samantha Power
的哈佛大學人權課程上，分享台灣同婚後的挑戰

右：受東南亞區域組織 APCOM 的邀請分享台灣的職場平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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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合作工作 ｜ 擴展外部資源，共創最大效益

同志議題若希望能往外擴散並觸及到同溫層以外的群眾，就必須努力爭取各種外部合作機

會。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嘗試許多透過各種管道，將平權議題與其他社會議題、公益團體、商
業團體等做串連發聲，藉此讓更多群眾看見同志、認識同志，也讓彼此的議題能共同創造出最
大效益。

中央與地方層級性平會議參與

時習教育

2020年本會執行長呂欣潔受推薦擔任行政院第五屆

同志議題和學科知識一樣都是平常較難以融入生活

協助推動性別平等不遺餘力

性別平等會委員，工作人員林忠毅擔任宜蘭縣性別平

等促進委員會第九屆委員，其他工作人員曾分別參與
台北市、高雄市的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等，共參與超過
25次的各級政策會議，協助中央政府與地方推動性
別平等不遺餘力。

亞洲彩虹騎行
一起為愛而騎

協助籌辦第一屆「亞洲彩虹騎行」，一起推廣為愛而

騎。在台灣同志遊行前夕的10月24至25日，彩虹騎行
團隊從新北市的福隆出發，行經台灣的東北角海岸，

最後抵達台北西門町紅樓，兩天一夜騎行總計130公
里。彩虹平權大平台執行長呂欣潔受邀出席短講與
代表組織接受活動餘額捐款。

2020臺北同志公民活動
透過晚輩圖與長輩溝通

全台同志遊行

持續與同志社群面對面互動

彩虹平權大平台在2020年依樣全台跑透透，參與各
地遊行，同時工作人員也投入協助，如數位社群專案

經理林忠毅分別擔任苗栗、台南、臺灣同志遊行等場

次的主舞台主持人，也和政治倡議與企劃專員林風吟
共同協助臺灣同志遊行籌辦工作。

將同志議題融入生活與校園

中討論與應用的話題，與時習教育合作，讓我們學習

如何透過遊戲的方式將同志議題融入生活與校園。
主要合作兩個項目，分別是遊戲包與實境遊戲；遊

戲包將製作30分鐘左右的互動式體驗遊戲，並將同
志職場出櫃的議題融入其中；而實境遊戲的部分，則

會結合幾個重要社會議題，包含同志、愛滋、環保等

議題，製作約三小時的實境遊戲。以多元且輕鬆的方
式，讓更多人認識同志議題，以了解同志處境。

《T-POP: No Fear In Love》

以流行音樂的力量讓平權的聲音不斷被聽見

在台灣婚姻平權一週年之際，我們與國際型非營利組
織Red Hot Organization 攜手合作，發行專屬於台灣

的音樂合輯《T-POP: No Fear In Love》
（譯為：「踢趴
噗：勇敢的愛」），希望以流行音樂的力量讓平權的聲

音不斷被聽見。同時，這也是長年致力以流行文化對抗
HIV／AIDS污名化議題的Red Hot 組織，第一張與台灣
音樂人合作推出音樂的合輯，收錄小隊長盧廣仲、電氣

創作歌手黃玠瑋、靈魂女聲9m88、空靈仙女葉穎，以
及創作歌手鄭宜農的音樂作品。此專輯在線上音樂平
台Spotify總播放次數已超過30萬次，顯見以流行音樂
結合平權議題帶來的新可能。

因應疫情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的臺北同志公民活動首

次發展成線上活動「來～我跟你說 晚輩圖產生器」
，由本會協助辦理。在中秋節前推出上線，以幽默詼

諧的晚輩圖方式，將同志議題融入佳節祝褔中，以促

進跨世代間的溝通互動，迴響熱烈。一個月內，此線
上活動的不重複拜訪人次達到7萬次以上，完成製圖
的數量也高達2萬7千張，在社群創造極高的討論聲
量。

若您有興趣與我們議題串連，或有任何合作的好點子
歡迎將企劃寄至 equallovetw@equall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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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推動預算

邁向平權的下一哩路
2021 預算表
主專案

平權立法

次專案

金額

1,725,824

政治倡議

1,266,523

數位溝通

1,398,830

國際合作

525,000

社會教育

1,756,575

研究調查
專案活動
日常營運

支出總計

852,499

行政與人事

辦公室營運
服務推廣
商店經營

日常營運小計

938,291

1,803,194
1,001,400

960,000
411,800

4,176,394

12,639,936

組織營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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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收 入

捐款收入
補助收入
其他收入

捐款收入

4,759,126

民間團體、基金會補助收入

義賣收入

2,481,983

其他收入

7,914

租金收入
收入合計

倡議遊說
活動費

差旅費

文具印刷費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雜項購置費
雜項費用

60,000
1,324

14,742,698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小計

數位行銷
勞務費
活動費

差旅費

5,414
680

3,847
4,370

108,463

5,949

5,334

13,000
323

182,569

2,916

小計

友善議員聚會場地費
匯款手續費、郵資

網路新聞媒體訂閱費
會議入場費

講師費、攝影費

活動住宿、餐食費
交通費

手冊、輸出物印製費
活動場地費

匯款手續費、郵資

交通費

雜項購置費
廣告費

拜會、友善議員聚會之交通費

15,375

256,898
222

80

375

362,203

台灣社會與婚姻平權研究調查
活動費

差旅費

影片專案製作費
攝影棚租借費

匯款手續費、郵資
攝影器材租用
影片錄製茶水

數位廣告投放

15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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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印刷
郵電費
小計

520
95

159,053

地方組織暨社會教育			
勞務費
活動費

差旅費

導演勞務費

15,337

雜項費用

存款利息收入

71,000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其他收入

拜會資料、友善議員聚會之資料影印費

49,500

文具印刷費

辦公室分租租金收入

1,368

59,206

勞務費

差旅費

商品義賣、活動報名費等

媒體、議員聚會之茶水費

78,194

活動費

政府標案收入

3,309

小計

同志參政培訓營

29

個人、公司行號或團體機構

1,886,500

補助收入_民間

註2：彩虹平權大平台年度帳務尚在財稅簽核程序中，將以簽核完成之決算為準。

5,545,851

補助收入_政府

利息收入
支 出

註1：本財報包含於婚姻平權大平台時期由同家會處理財務之收支，及立案為彩虹平權大平台後之收支項目。

2020/1/1-12/31

文具印刷費

24,300

12,373

137,701
1,617

租金場地費

28,400

雜項購置費

1,038

郵電費

雜項費用
小計

國際交流

1,604
1,050

208,083

委託民調公司執行調查費用
交通費

記者會背板印刷費
郵資、匯款手續費
活動講師費

活動餐食茶水費

全台活動交通費、各地專員參與會議交通費
活動輸出物印刷費

志工聚會場地費、在地辦公室租金
郵資、匯款手續費

志工教育器材購置費
會議誤餐費

勞務費

69,632

翻譯費、亞洲騎行人力支出

差旅費

18,607

交通費

活動費

文具印刷費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雜項購置費
雜費
小計

募款專案
勞務費
活動費

差旅費

19,735

1,685
667

2,568
6,494
1,469

120,857
13,000

1,30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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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印刷費

157,352

雜項購置費

92,084

郵電費
小計

義賣專案
勞務費

52,279

1,621,644

資料印刷費

會議場地費

郵資、匯款手續費

美國展覽網站續約費
國際組織參與會費
主視覺設計費

貝殼專案服務費、回饋品製作費
交通費

回饋品印刷費

回饋品寄送郵資

合作回饋品製作費、硬碟器材購置

117,920

攝影師、妝髮費、義賣品採購

36,614

各地遊行等擺攤交通住宿費

活動費

109,153

文具印刷費

500,501

差旅費

亞洲騎行等活動費

義賣品採購、各地遊行活動攤位費
義賣品製作費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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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租金場地費
郵電費

雜項購置費
雜項費用
小計

職場平等專案

7,100

84,119

27,387

108,740

991,534

勞務費

26,563

差旅費

1,189

活動費

文具印刷費

30,219
664

租金場地費

12,500

小計

71,569

郵電費

434

台北遊行攤位租金

義賣品寄送郵資、匯款手續費、網店金流費
網店平台、發票系統年費
寄賣支出

活動講師主持費、攝影費

出櫃論壇活動硬體、茶水費
交通費

活動輸出印刷費

出櫃論壇場地費

匯款手續費、郵資

台北市政府標案專案（台北同志公民活動、性別平等圖像手冊）
勞務費
活動費

差旅費

文具印刷費
郵電費

雜項購置費

3,010

65,846
367

103,000

小計

831,800

薪資

5,885,589

行政與其他費用
保險費

退休金

租金費用

文具印刷費
郵電費

水電瓦斯費

雜項購置費
差旅費
勞務費

714,819

288,584
525,126
23,508

33,352

19,398
30,551

27,366

76,600

活動費

161,353

雜項費用

188,269

其他費用
小計

支出合計
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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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25

561,852

760,679

8,735,194

記者會來賓出席費、插畫費、採訪編輯費、翻譯費
遊戲製作費、遊戲設計費、廣告費
交通費

標案手冊印刷費
匯款手續費

遊戲軟體使用費
聘僱人員薪資、外聘督導費
勞保、健保費
勞工退休金

辦公室租金、會議場地費

萬分感謝一路同行的夥伴們，
謝謝你們一直都在。
邁向平權的下一哩路，十分期
待未來有你們一起前行。
在通過同性婚姻之後，同志雖然已經可以結
婚，但平等尚未到來，我們希望能讓同志友
善成為生活的日常。除了繼續關注已送進立
院一審的共同收養草案，人工生殖、跨國婚
姻、工作職場的多元平等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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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彩虹平權大平台會持續努力的
方向。

2021年，我們一共需要12,787,476元
的預算來推動並執行各項專案工作，
需要募集3,000位捐款者每月定期捐款
300元支持我們的工作。
有您的捐款支持，將可以用來支撐我們的組
織和辦公室營運，以及推動前述各項工作方
案費用；

辦公室印表機、文具

網站系統租用、辦公室用品
共識營交通住宿

帳務處理費、財稅申報費

大樓管理費、辦公室雜支、財務處理費等

您能支持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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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職場友善
平等；
您能支持我們記錄並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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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支持我們將婚權的遊說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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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支持我們舉辦一系列的多元性別與政治培
力工作，反同勢力的積極參政，我們絕不能掉
以輕心；
您能支持我們投入資源培養更多年輕的多元性
別倡議工作者，讓運動持續有新血加入，平權
運動不能斷；
您能支持我們持續積極在國際上發聲，為台灣
開創不同於過往的人權外交，讓世界認識台
灣！
邀請您與我們一起，持續推動台灣的各種同志
平權工作；歡迎成為定期定額捐款者，成為我
們的同行者。

辦公室水電瓦斯費

設計費、網站改版建置費、系統月費

您能支持我們持續深耕地方議會的串連，讓性
別平等不只是在台北或高雄，更要深入台灣的
每一個角落；

———————

辦公室電信費、匯款、金流手續費

設計費、辦公室共識營費用

———————

捐款支持平權

同婚通過，但平權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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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歷史。

13,362,700
1,37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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