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彩虹兔台灣—散播多元成家的希望種子」公益勸募活動 

勸募活動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 

婚姻平權立法行動有可能進入最後一里路，為了維持本會運作並持續向社會傳達『隔離不是

真平等-婚姻平權拒隔離專法』的理念，期盼在有限的資源下凝聚最多的社會支持，落實人

權保障，確保婚姻平權多元成家三法早日完成立法與落實，還給同性者與跨性別者平等成家

的機會，以及非婚姻家庭合理且合法的成家保障。為了維持本會運作的獨立性，除了少數活

動向政府申請經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費均向民間募款。此募款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維持本

會營運。 

 

二、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5/04/10 至105/12/31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5/04/10 至107/12/31止 

三、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1051361126號 

四、募款所得：捐款收入加總利息收入共1,235,098元 

五、 成果報告： 

 

2016年成果報告 

 

(一) 彩虹環島法律講座 

本聯盟在 2016 年開始執行彩虹環島講座，在各地舉辦講座，串聯民眾，讓民眾了解多元性別族群性別平等的過去、

現況、未來，以期待能往性別平權的目標邁進。下方為本聯盟 2016 年主辦講座活動之時間、主題、舉辦場地（若為

本聯盟協辦，已註記於活動後方）。 

 

宜花東 

⚫ 9/16 「女性的公共參與：跨世代甘苦談」 紅帽咖啡 

⚫ 9/17-18 「性/別等扎根 民主審議工作坊」 洄瀾人文館 

⚫ 9/18 「多元成家，四海為家」 黑鯨咖啡 

⚫ 9/19  「性別平權：青年如何自我培力與發聲」 花蓮高中 

⚫ 9/19  「如何提升花蓮同志人權：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洄瀾客廳 

⚫ 9/20  《找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紀錄片放映座談會 正當冰 

⚫ 9/21  「家」的意義：多元如何成家？ 臨海小宿舍 

⚫ 9/22  ＼平權筷炒店／   在朋友家 

⚫ 9/23  《找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紀錄片放映座談會 台東劇團 

⚫ 9/24  花蓮同志大遊行 花蓮文化創意園區 

⚫ 9/24  ＼平權筷炒店／  感覺廚房 

⚫ 9/25 如何提升宜蘭同志人權：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好森咖啡 

 

雲嘉南    

⚫ 10/14  「異性戀，除了結婚，你應該要有別種選擇：談伴侶制度及家屬制度」 虎尾厝沙龍 

⚫ 10/15-16  【性/別等扎根】民主審議工作坊-台南 台南成功大學 "共同主辦單位：成功大學 To 拉酷社、國立

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 10/15 "扣押幸福」紀錄片放映座談－取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婚姻平權 vs「同性伴侶法」" 能盛興工廠 

⚫ 10/16  ＼平權筷炒店／ 台南場 能盛興工廠 

⚫ 10/17  「家」的各種可能：法律可以保障「誰」？ 台男邦 

⚫ 10/18  「如何提升台南同志人權：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10/19  「誰需要多元成家? 了解多元成家三法與婚姻平權的政治情勢 洪雅書房 



⚫ 10/20 「備受考驗的愛─從同志伴侶權益看校園影響力」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演講廳 主辦單位：六色性別研究

社 協辦單位：嘉義大學學生會三校區成員會學權部  指導單位：學生事務處民雄學務組、學生事務處學生

輔導中心  

⚫ 10/20 蚊子電影院－從「艾草」談多元成家 嘉義大林天顯宮 

⚫ 10/21 ＼平權筷炒店／ 嘉義場 蚵庄 

⚫ 10/21 【街頭行動-嘉義】寫明信片給蔡英文總統 嘉義文化路夜市圓環 

⚫ 10/22 「多元成家：家的種種可能」 麥仔簝獨立書店 

⚫ 10/23 ＼平權筷炒店／ 雲林場 海珍珠活海鮮料理餐廳 

⚫ 10/23 "「扣押幸福」紀錄片放映座談 取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婚姻平權 vs「同性伴侶法」" 雲林故事館 

 

中彰投    

⚫ 11/5-6 【性/別等扎根】審議民主工作坊-台中 大旺角私廚料理 "共同主辦單位：台中司改會、財團法人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台中司改會辦公室 

⚫ 11/6 ＼平權筷炒店／ 台中場  

⚫ 11/7  「你要跟我多元成家嗎？」－認識 LGBT 與多元家庭 草屯國中 合辦單位：草屯國中  

⚫ 11/7 《扣押幸福》紀錄片放映座談－取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 索居 Solitude 

⚫ 11/8 《青春水漾》放映座談會 南北管音樂戲曲館表演廳 共同主辦單位：彰化縣莿仔埤圳文化產業協會、

彰化縣諮商心理師公會協辦單位：喚醒彰化青年聯盟、彰化女中水電材料行、彰化女中臺灣文學研究社、走

街公社、彰化高中學生會、彰化高中臺灣文學研究社"  

⚫ 11/9   【街頭行動-彰化】寫明信片給蔡英文總統 精誠夜市 

⚫ 11/10 「青年的公共參與－跨世代甘苦談」 紅絲線書店 

⚫ 11/11  「誰需要多元成家？了解多元成家三法與婚姻平權的政治情勢」 台中哲學星期五 合辦單位：台中

哲學星期五"   

⚫ 11/12   ＼平權筷炒店／ 彰化場 自家用料理食堂 

⚫ 11/12 「取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蚊子電影院 紀錄片放映座談 THE planet 星球咖啡 

 

高屏 

⚫ 12/2 【彩虹飛舞．以愛之名】性別平權的進擊之路 高雄市公共事務發展協會 主辦單位：南方聯合問政辦

公室、高雄市公共事務發展協會、民進黨青年部、民進黨台灣民主學院。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高雄同志大遊行"  

⚫ 12/4  【性/別等扎根】審議民主工作坊-高雄 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 共同主辦單位：人本教育基金會

南部辦公室  

⚫ 12/4  ＼平權筷炒店／ 高雄場  驛站食堂 

⚫ 12/5   《扣押幸福》紀錄片放映座談－取回被國家扣押的幸福 Ho 覓藝文實驗研究所 

⚫ 12/6  「誰需要多元成家？」了解多元成家三法與婚姻平權的政治情勢 " 沐濛 moment 

⚫ 12/7  【街頭行動-高雄】寫明信片給蔡英文總統和立法委員 新崛江商圈 

⚫ 12/8  「從心理學、法學、宗教觀點看同性家庭」 活躍教會 

⚫ 12/9  從同「姓」婚姻到同「性」婚姻 塩旅社 HOTEL YAM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 12/10  「愛，平等－LGBT 獼猴團」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公立停車場 共同主辦：台灣獼猴吱吱黨"  

 

 

2017年成果報告 

 

(一) 釋憲成功: 

伴侶盟律師團 2014 年底開始著手研擬解釋憲法聲請書，準備過程中，得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將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針對同性婚姻是否受到憲法保障，律師團決定待美國釋憲結果出爐再行下一步，6 月 26 日美國釋憲成功，

社群網站幾乎被彩虹頭貼淹沒，伴侶盟也立即號召群眾在 7 月 11 日「為婚姻平權而走」，繞行國民黨與民進黨部前，

抗議立法院延宕婚姻平權法案，短短十天的動員就有超過三千群眾響應。祁家威先生最後決定在 8 月 20 日情人節這

天，將釋憲申請書送入司法院。 

2017 年初，司法院大法官釋出消息，將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召開憲法法庭審理婚姻平權案，至此，伴侶盟律師

團持續沙盤推演，凝神等待這歷史性的判決。最終大法官負起了憲法職責，在當事人祁家威先生奔走三十年後，其

基本權仍無法立法落實，「基於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及時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 

    解釋文的公布，成了台灣朝向平等多元社會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如何達到「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將是公布後



二年內法制化的核心價值所在。反對同性伴侶婚姻權的意見已無法律正當性，但紛爭仍未止息。反對者已發起公民

投票企圖扼殺釋憲結果。而有責任落實憲法價值的執政者仍不改鄉愿態度，法制化工作延宕不前。主管機關以二年

內未法制化前「無法律依據」消極以對，連帶地使行政法院以同一理由先後駁回原先停止審理的三起行政訴訟，即

使原處分理由在解釋文公布後已是違憲。 

    但無論再怎麼拖延，二年內若立法院未如期修法，同性伴侶就可依民法婚姻章登記結婚，因此無論立法院是否

完成修法，執政者都必須為婚姻平權的到來預作準備。包括同性伴侶如何共同收養子女或收養他方所生子女，及在

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包括使用人工生殖技術）所生子女與配偶間親子關係如何認定；如何解套《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46 條的規定，以及修正境外面談政策，確保跨國同性伴侶可以順利依法結婚…等。這些問題亟待執政黨預

作準備研擬配套，才有可能通過憲法「平等保護」的嚴格檢視。 

  
 

 

(二) 婚姻平權落實，9-10月舉辦四場論壇，分別從收養、親子關係、人工生殖、跨國探討

婚姻平權後續修法，政府主要部會均到場參與，共得出七項修法建議。 

 

2017 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748 號解釋後，伴侶盟為促進公私部門的對話、完善婚姻平權修法，與婦女權益促進發

展基金會及法操司想傳媒於 9 月 7 日至 10 月 21 日間共同主辦「婚姻平權面對面──如何修法才符合釋字 748？」四

場論壇，分別邀請法學者、律師、兒童心理學家、民間團體加入與談，政府相關部會均有派員出席，內容包括收養、

親子關係、人工生殖、跨國伴侶等四大議題，會中達成七項重要結論與共識，希望能督促行政院與立法院在未來婚

姻平權修法中，能完整與適當的涵蓋同性伴侶相關權益。 

 

一、 應開放同志配偶繼親收養與共同收養。 

二、 同性配偶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子女，應適用婚生推定或視為婚生子女相關規定，才能確保子女的最佳利益。 

三、 人工生殖法需要配套修正，開放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配偶近用人工生殖技術。 

四、 針對代孕制度，與會者則多傾向支持朝開放的方向進行實質政策討論。 

五、 釋字 748 後、立法院修法前，我國國民與合法承認同性婚姻國家的同性伴侶在該國合法結婚，其婚姻應屬有效，

行政機關應在立法院未修法前先修正行政程序。 

六、 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之規定，本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之同性伴侶若要結婚，婚姻有可

能無法成立，應配套修法或透過解釋，確保涉外婚姻當事人的基本結婚權。 

七、 藉同性婚姻法制化的機會，重新審視境外面談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建議取消境外面談，改採其他手段進行國家

安全的管控。若同性婚姻法制化前無法改變境外面談規則，則應建立或修改相關行政規則，確保涉外婚姻當事

人的基本結婚權。 

 

距大法官釋憲結果公布已近一年，行政院卻連修法方向都不願意對外透露，外界也無從檢視行政院版本是否真能符

合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意旨，以及符合同性家庭的基本需求。在行政及立法怠惰的期間，中選會竟通過三個違法、

違憲的反同公投提案，迫使人數與政治上都處於絕對弱勢的同志群體，必須為了自身最基本的婚姻權利挺身迎戰，

但我們不能因此讓步，將持續督促並要求政府落實釋憲成果。 

 

 

四場論壇紀錄均已公佈在伴侶盟官網： 



 
 

(三) 婚姻平權落實: 持續同性婚姻登記案司法訴訟。 

 

2017 年 5 月 24 日，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在司法層面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成釋字第

748 號解釋，正式宣布相同性別二人間的婚姻受到我國憲法保障。這可視為聲請人祁家威與伴侶盟義務律師團共同

奮鬥的階段性成果，但還有許多尚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由伴侶盟律師團代理的三件同性婚姻登記訴訟案就是其中

之一。 

 

以司法訴訟推動婚姻平權 

2014 年時，伴侶盟召集了 30 對同志伴侶，一同至台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記，毫無意外地，全部都遭到

戶政事務所駁回。伴侶盟為了在司法程序上繼續挑戰、衝撞現行體制，乃就其中三對申請個案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程序，目的是藉由司法程序讓社會持續關注事件的後續發展，維持婚姻平權運動的動能，並開啟不同的運動取徑。 

 

這三起行政訴訟案件在訴願階段亦遭駁回，伴侶盟隨即提起行政訴訟，主張：一、原來的行政處分及訴願決定應該

撤銷；二、要求判決命令行政機關准許這三對同志伴侶申請結婚登記。律師團秉持的理由有三： 

1、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將婚姻解釋為僅限於一男一女，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權（原則）； 

2、民法並未明文禁止同性婚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僅以學者見解及行政函釋駁回結婚登記之請求，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 

3、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係侵害當事人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的結婚自由。 

 

在三起行政訴訟案件均曾開庭審理，在訴訟期間，適逢伴侶盟律師團代理祁家威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解釋憲法，台

北市政府也就婚姻平權爭議聲請釋憲，兩案最後合併審理，即後來的釋字第 748 號解釋。因此，行政法院依法停止

訴訟，靜候司法院大法官做下最終的決定。 

 

2017 年，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釋字第 748 號解釋後，伴侶盟律師團原針對三起行政訴訟案件主張的三點理由，皆已獲

得釋字第 748 號的解答，行政法院也在釋憲結果公布後不久即續行訴訟，同性婚姻登記的戰場再次重回行政法院。 

 

  
 

(四) LGBT法律諮詢服務，2017年度共17案。 

 



 
 

 

(四) 巡迴演講與座談: 

 
 

主辦講座: 

 

 
 

(五) 看見LGBT文化與歷史，舉辦正視展: 

 

5 月 17 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為紀念 1990 年世界衛生

組織將同性戀從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統計分類中刪除。每一年的國際不再恐同日伴侶盟都會舉辦紀念活動，如呼籲

政府「立法不能少，教育要趁早」才能杜絕恐同，或是透過集體出櫃，讓社會看見各行各業都有同志的身影。 

雖然國際不再恐同日年年都有，但 2017 年的五月格外特別。5 月 20 日，恰逢蔡英文總統就職一週年；5 月 24 日則

是同性婚姻釋憲案大法官解釋出爐的日子，伴侶盟為聲援釋憲，同時向曾以婚姻平權為政見的小英總統喊話，特地

選在 2017 年 5 月 11 日至 18 日間，於台北華山舉行【See Through：正視－－2017 國際不再恐同日特展】，邀請社會

好舖開講 2017年3月25日 (週六) 【好舖開講 花蓮場】這次我們談釋憲

2017年4月8日 (週六) 【好舖開講 屏東場】護家盟不想讓孩子知道的事

2017年4月16日 (週日) 【好舖開講 台中場】如何搬開婚姻平權的絆腳石?

2017年4月23日 (週日) 【好舖開講 台南場】婚姻平權--政治人物演哪齣

2017年4月30日 (週日) 【好舖開講 嘉義場】媽祖愛同志嗎?

2017年5月5日 (週五) 【好鋪開講 台北場】讓我們這樣和萌萌對話

2017年5月19日 (週五) 【好鋪開講 高雄場】婚姻平權台語開講--啥物是同性戀？講予你的序大聽

阿莉芙全台巡迴特映會 2017年9月16日 (週六) 阿莉芙　台東場

2017年9月17日 (週日) 阿莉芙　花蓮場

2017年9月23日 (週六) 阿莉芙　台南場

2017年9月30日(週六) 阿莉芙　台中場

2017年10月12日(週四) 阿莉芙　台北場



大眾（包括反同民眾）一同正視台灣性少數所受的壓迫和為平權奮鬥的歷史。 

 

從忍受歧視到爭取平權 

本次採用展覽形式來傳達「不再恐同」的理念，有別於以往記者會或街頭行動，民眾不再是從媒體接收到二手的資

訊和對活動的詮釋，而是能通過觀展，以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來理解同志所受的壓迫，更直接地參與「國際不

再恐同日」的表態與發聲。 

為使民眾得到深刻豐富的觀展體驗，我們將展覽空間依「同志遭迫害的歷史」、「來自各界的聲援」及「同運平權之

路」等三大主題，規劃成左、中、右三大展區，在參觀者從左側入場至右側離場的期間，恰好能體會同志從忍受歧

視到爭取平權的奮鬥歷程。 

 

「異」「同」守護平權 

華山展出期間，約有四千五百多人次入場參觀。許多同志呼朋引伴一同來支持，也有不少趁母親節帶爸爸、媽媽看

展的年輕同志，更遇見不少異性戀家長帶孩子來「學習」，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美術老師獨自看完展後，回

頭立刻推薦他的學生進場參觀。 

特展過後一週，台灣歡喜迎接釋憲成功，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釋明確宣告，民法應保障同性結婚的平等權利！令

人遺憾的是，當國際媒體頻頻以「亞洲第一」讚揚台灣時，我國政府卻未積極推動修法、矯正違憲狀態；倒是反同

團體積極利用公投提案、企圖影響婚平落實。釋憲將滿一周年，但和恐同的抗爭不會終止，婚姻平權、LGBTI 人權

仍須大家「異」「同」守護！ 

 

2018年成果報告 

 

(一)【彩虹連線，平權前進：東亞婚姻平權與特色同志運動】國際論壇  

 

2017年台灣取得了釋字748的勝利，有機會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婚姻平權的國家，同志遊行也早已在全台遍地開

花，LGBT人權運動的經驗讓台灣走上國際舞台，如今婚姻平權立法進度卻停滯不前，又面臨反同公投的挑戰。 

 

放眼東亞各地性別平權的推展，泰國在今年草擬了《同性伴侶法》（Civil Partnership Bill），但未保障收養的權利；

日本的婚姻平權看似無波瀾，澀谷卻是亞洲第一個發放同性伴侶證書的地區，當時也將註記的風潮吹向了台灣；香

港於上個月開放國外合法登記的同性伴侶申請受養人簽證留港；韓國今年的仁川酷兒文化祭卻還遭到反對團體的包

圍與攻擊。 

東亞各地的同志運動和婚姻平權到底如何影響彼此的脈動？該如何串聯或互為借鏡？各城市的同志運動又如何回應

在地訴求、突破困境？ 

 

10月26日的【彩虹連線，平權前進】國際論壇，我們邀請到台灣、泰國、日本、南韓、香港重要的性別人權組織與

領袖，以兩個講題「婚姻平權亞洲脈動」和「在地化的同志運動」串連起東亞各地的一手經驗與故事，同時反思台

灣性別平權的下一步該跨向何處，讓彩虹連線成為可能。 

 
(二) 【多元性別非教不可】一線教師培訓工作坊 

 

性別平等教育旨在教導學生認識多元性別，正向看待不同的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防止校園性別歧視與性

霸凌的產生。近年來，少數保守的宗教組織及家長團體，卻基於對性平教育的偏見與誤解，鼓吹要求同志教育退出



校園，2018 年甚至提出反同公投提案，意圖全面禁止國中小實施同志教育？！即便教育部多次強調「同志教育是性

平教育不可切割的一部分」，第一線教師已經承受極大的外界壓力，教育現場開始出現寒蟬效應。 

  

為支援在教育前線奮鬥的性平教師們，伴侶盟在 7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辦二天一夜的【多元性別非教不可】一線教

師培訓工作坊。 

 

透過解說台灣性平教育相關法規，盤點各縣市政府在議員質詢下可能修正的行政規定、反同公投的法律或政治效力，

幫助老師們確實掌握法規精神以及對教學上的具體影響，才能更安心教授同志教育。 

 

對於懷抱熱忱且希望更精進同志教育的老師，工作坊將邀請老師分享實戰教學的經驗，提供大家互相觀摩、交流與

發問的機會，用討論取代單向演講，創造一個讓老師們相互切磋、學習的平台，從而發展出更適應教育現場的教學

方法或行動方案。 

 

(三)性別爆民營 

伴侶盟在 2018 年二月初舉辦「性別爆民營」，針對反同公投綁大選以及醞釀中的性別承認新戰場，提前練兵、積極

備戰，透過兩天密集訓練，讓爆民們迅速長出「議題敏感度」和「策略判斷力」。 

  

培訓課程分為二階段： 

第一天是基礎打底工作，伴侶盟秘書長簡至潔將藉助審議的技術，與大家統整盤點「台灣近 20 年來的性別運動發展」

以及「2018 到 2020 年的情勢變化」，讓大家快速掌握運動的發展脈絡與情勢。 

第二天則會聚焦議題並產出行動計劃，上午介紹台灣性別承認政策的發展和爭論，再讓學員針對政策進行辯論；下

午則會分享公投法門檻下修後的影響，以及國外同婚公投經驗中的正／反方策略。最後開放讓學員自主提出行動計

劃，現場招兵買馬捲起袖子作運動。 

  

伴侶盟 2009 年成立以來，許多大大小小的行動方案皆出自這樣的志工培訓營──2013 年在凱道席開 120 桌的九七伴

桌、2015 年要求台北市開放同志伴侶參加的聯合婚禮等，最初看似天方夜譚的提案終得以化為現實，全賴志工們的

創意發想和投入。 

 

(四)2018年東京同志大遊行 

 

(一) 2018 年 5 月 2 日與日本ＬＧＢＴ地方政府議員聯盟五位代表共同舉辦座談會與記者會，共同呼籲兩國應攜

手維護 LGBT 人權，並期許台灣政府盡速通過婚姻平權，成為亞洲真正的驕傲。出席代表包括：東京都文

京區議會議員前田邦博 、東京都世田谷区議會議員上川あや 、東京都豊島區議會議員石川大我、東京都

中野區議會議員石坂わたる、埼玉県入間市議會議員細野智也、以及日本同運領袖鈴木賢。 

 

(二) 2018 年 5 月 3 日總共有三個行程，包括: 參與國際特赦組織舉辦「LGBT 地方社群培力經驗工作坊」，了解

仙台市、富山市、福岡市、札幌市等地方運動者如何在地方推展 LGBT 人權工作；以及拜訪東京同志中心

AKTA 以及同運領袖生島先生，了解同志中心的運作；最後拜訪正在進行台日同性伴侶爭取平等居留權訴

訟案之當事人。 

分享影片: https://www.facebook.com/tapcpr/videos/10155353283505965/ 

 

(三) 2018 年 5 月 4 日總共有兩個行程，包括: 與「LGBT 支援法律家」以及「同性婚人權救濟辯護團」成員進行

台日雙方交流會，雙方相互介紹各自的團體，並針對台灣與日本婚姻平權的推動策略進行深度交流；以及

與「LLAN (Lawyers for LGBT and Allies Network)」進行交流餐會。 

 

(四) 2018 年 5 月 5 日-5 月 6 日於東京彩虹園遊會中擺攤，兩天參與人次超過 15 萬人，我們準備「TAIWAN-

Marriage Equality First in Asia 漫步地圖」兩千餘份，透過介紹台北友善同志商家邀請日本朋友來台旅遊；5

月 6 日的東京彩虹遊行，我們為代表台灣的唯一花車隊伍，花車以「囍」與「婚姻平權」做為設計概念，

有兩百位來自台灣、日本、中國等地的朋友加入遊行行列。 

 



 
 

(五) 2018年公投宣傳 

 

 
公投宣傳單共印製發放31萬張。 

 

(六)2018法律諮詢 

 

2018年法律諮詢服務人數統計 
 

人

次 

涉及同志身分或伴侶關係 
 

性侵 1 

個資、隱私糾紛 2 

離婚 4 

妨害家庭 1 

人工生殖、親權 2 

性騷擾、性別歧視 4 



財產安排 4 

跨性別換證 1 

釣魚 4 

跨國伴侶身分 1 

公投期間毀損事件 1 

共計 25 
  

一般法律諮詢 
 

鄰居糾紛 1 

車禍 1 

財產、債之契約糾紛 6 

勞資糾紛 1 

共計 9 

 

(七)巡迴講座 

2018/9/16 反同公投 【花蓮】伴侶盟秋季巡迴講座：lgbtqの生活法律題 花東彩虹嘉年華 / 洄瀾窩青年旅舍  

2018/9/17 反同公投 【台東】伴侶盟秋季巡迴講座：lgbtqの生活法律題 花東彩虹嘉年華 / 在朋友家吃飯  

2018/9/18 反同公投 【高雄】伴侶盟秋季巡迴講座：lgbtqの生活法律題 陽光酷兒中心   

2018/9/19 反同公投 【台南】伴侶盟秋季巡迴講座：lgbtqの生活法律題 台男幫   

2018/9/20 反同公投 【雲林】伴侶盟秋季巡迴講座：lgbtqの生活法律題 GisneyLand諸羅部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