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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現場】

從公投元年到同婚元年
—婚姻平權運動的民主實驗與實踐
鄧筑媛、陳乃嘉
彩虹平權大平台

婚姻平權運動是民主運動的一環，尤其近年來在政策與社會層面的各種推
動倡議實踐，應該被視為臺灣社會不斷深化民主的新階段。原因無他，近年這
一波同性婚姻法制化，首先經歷了 2016 年 10 月公民團體主張修民法的立法遊
說，以及跨黨派委員提出的民法修正案經立法院司法與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
緊接著迎來 2017 年 5 月大法官釋憲做成釋字第 748 號解釋，和 2018 年底的公
投，一路到 2019 年 5 月完成同性婚姻專法的立法（詳見表一），這緊湊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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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其實近乎試遍了目前臺灣所有推動法律修正的管道。尤其面對 2018
年因公投法下修門檻後百花齊放的公投題目們，彷彿是我們與臺灣的公民社會
共同經歷的一場大型民主實驗。
本文以下回顧了臺灣從 2016 年至 2017 年的婚姻平權運動從何種公民社會
脈絡中產生，以及爬梳筆者所屬團體—婚姻平權大平台（現為彩虹平權大平台，
下稱「大平台」）在「臺灣公投元年」的行動策略，並分析公投元年的巨大震
盪如何影響了後續同婚專法的通過，以及臺灣社會在這幾年的婚姻運動中對多
元性別議題的理解跟討論。

壹、公民投票元年之前的婚權運動與公民社會
正如大法官在釋字第 748 號解釋理由書中細數運動者祁家威從 1986 年以
降爭取同志婚姻權的歷程，婚姻平權的推動不是個人或單一團體，在特定的一
個時間的行動，而是在臺灣歷史上的不同時間出現，向前推進的動態過程。臺
灣歷史上第一次在立法院有同性婚姻的相關提案，是 2006 年由立委蕭美琴提
出的「同性婚姻法」。之後，在 2012 年尤美女委員為了回應當時由一對男同志
伴侶爭取同性婚姻的行政訴訟而提出民法親屬編修正案，則是我國首次經歷一
讀的同性婚姻議案。2013 年，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正式召開記者會，宣告將
討論多時的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拆成「婚姻平權」、「伴侶制度」、「多人家屬」
三套法案送入立法院，是民間團體首度的修法動員。而這波修法運動也催化了
反同婚運動的組織串連，跨宗教的代表共同組成「臺灣守護家庭大聯盟」，於
當年 11 月 30 日在凱道舉辦大型動員，試圖阻擋同性婚姻法案在立院的討論。
婚姻平權的民法修正案在 2015 到 2016 年的上半年，一方面因為反同方施
加的政治壓力，另方面也因為立法院經歷選舉跟屆期轉換，而無具體的修法進
展。但政治上，由於蔡英文總統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臺灣同志遊行當日透過
臉書影片宣示「我是蔡英文，我支持婚姻平權」，爭取青年選票的認同，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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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婚姻平權運動大事紀（2016 年至 2019 年）

時間

事件

2016 年
11 月 08 日 「婚姻平權」民法修正版本於立法院一讀通過
11 月 24、26 日 立法院召開同婚公聽會
12 月 10 日 25 萬人凱道集會
12 月 26 日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通過跨黨派婚姻平權民法修正案審查，
交付黨團協商

5 月 24 日

大法官第 748 號解釋文出爐，宣告同志應受「婚姻自由之平等
保障」

2017 年

2018 年
10 月 9 日 「愛家」三公投（第 10、11、12 案）成案
10 月 11 日 「平權」二公投（第 14、15 案）成案
11 月 24 日 公投結果出爐，第 10、11、12 案通過，第 14、15 案不通過
2019 年
2 月 20 日

行政院正式提出同婚專法草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
行法》

5 月 17 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婚
5 月 24 日 同婚專法正式施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會討論和動員，係因 2016 年 10 月法籍教授畢安生的逝世，引發社會上再度討
論同性伴侶需要國家給予合法婚姻的法律保障。這個新的時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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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
盟、酷摩莎獎（後更改為 GagaOoLala 同志影音平台）等公民團體開啟合作，
展開了跟跨黨派立法委員們的合作以及社會倡議跟動員。除了在立院聯繫不同
黨派的委員，爭取支持以求立法程序中的討論順利，民間團體也在 11 月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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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議題再次翻上政治舞台，蔡英文也於 2016 年初順利當選總統。新的一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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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的一個月，發起三場大型動員，希望能夠透過人民的集結展現民意，讓立
院內的民意代表們可以對於議案更加友善。其中最大的一場，是 2016 年 12 月
10 日的世界人權日，超過 25 萬人集結於凱道前，創下性別運動史上參與人數
的歷史新高。
2016 年 12 月，在立法院當年度的會期結束前，跨黨派委員們提出的民法
親屬編修正案順利通過司法與法制委員會審查，但在其後的一整年，即便是
2017 年 5 月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748 號解釋，宣告現行民法婚姻禁止讓同性別二
人結婚的規定違憲，要求行政、立法機關修法，都沒有讓民法修正案在立院的
程序中向前半步。2017 年底，乘著 3 年前 318 運動以後爆發的公民社會政治能
量，「鳥籠公投法」終於修正，順著一路以來公民團體與學者所訴求的「還權
於民」方向，取消「公投審議委員會」，也大幅降低發起公投所需的連署門檻。
由於「婚姻家庭，全民決定」自始至終都是反同方的主要訴求，因此，在 2017
年公投法修法過後，反同團體隨即發起公投，要求將婚姻限定為「一男一女」，
阻擋同性婚姻合法。

貳、性平運動在公投元年的民主實驗
2018 年的公投元年，有多達十個提案在同一天進行投票，其中有五案都跟
性別平權有關，其中三案（公投第 10 案與第 12 案針對同性婚姻、第 11 案則
是有關性平教育）來自反對同婚的團體，兩案由支持平權的倡議者（第 14 案
針對同性婚姻，第 15 案則是性平教育）提起。不同議題同時宣傳，不僅對於
性別平權運動來說十分艱困，對選民而言也非常複雜難懂，最後的投票結果更
對臺灣的公民社會帶來極大的震撼。
從 2018 年初，大平台就開始研究不同國家以公投通過婚姻平權的經驗，
造訪愛爾蘭、美國與澳洲的運動者密切討論，了解他國的婚權運動中公民投票
的經驗，綜合不同的資訊跟建議，大平台跑遍全臺灣展開各項工作，大致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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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歸納為：數位及實體廣告宣傳、草根組織與街頭溝通、大型集會動員等三種
主要的策略，來迎戰這場總統級的全國性公投。

一、草根組織與街頭溝通
面對公投，我們的目標是請每一位可以投票的選民支持婚姻平權，並且在
不同的五張選票上，蓋上相應的「三個不同意、兩個同意」。一般政黨的組織
動員模式仰賴政黨既有的網絡、掌握在地的大小活動資訊，例如里民活動、宮
廟「平安餐」等等，透過參加實體活動讓選民「看見」達到拉票效果，但這並
非同志社群或是議題倡議者所熟悉的方式。不是每一位同志都能「出櫃」，這
是進行公開的動員或行動會碰到的困境，有些同志就算對自己的性傾向或性別
有認同，但要對家人、朋友或同事出櫃卻有困難，因此他們雖然願意支持議題，
但卻無法更積極的拉票、或跟其他人討論公投。此外，同婚議題明顯也是世代
議題，根據歷來的各種民調顯示，20 歲世代的支持比例有高達八成，30 歲則
大約有六至七成，支持度隨著年齡層上升急速地下降，而年輕族群接收及傳播
資訊的模式，大多仰賴網路與社群媒體而非實體組織活動。因此，要怎麼顧及
到「出櫃」壓力，同時號召到習慣在網路上發聲支持的青年世代，是我們在開
始建立動員系統的兩個重點。
在中選會宣布「愛家公投」正式成案當日，大平台開始在網路上招募「對
話志工」，並按地區聯繫舉辦說明會，也於活動後建立聯繫群組，作為共同行

內容，先是因應社群觀看圖文的閱聽習慣，在網路上發布「突破同溫層的對話
練習」懶人包，鼓勵大家跟身邊的親友拉票，接著也開始設計在傳統市場發放
的文宣，並培訓志工上街發文宣、面紙，或是練習與群眾對話的能力與溝通技
巧，進入傳統果菜市場、夜市進行公投宣傳。這些因為「公投元年」而來的組
織歷程，不管是對於參加活動的志工，還是規劃跟執行的公民團體，乃至於對
臺灣社會，都是十分重要的。對志工而言，發放文宣、傳遞公共議題的訊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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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基礎。除了建立實際群組網絡，我們積極發展跟群眾以及親友家人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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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個人的性傾向或認同，讓一些有出櫃壓力的同志，還是可以透過實際行動
來支持與自己切身相關的議題；而志工中為數不少的異性戀朋友，更讓我們實
在地感受到，同婚議題不是只是同志的事，更是眾人所共同支持、期盼的多元
民主社會。這些在公投階段被實體組織起來的支持者，也在日後同婚專法的立
法過程中成為實體拜訪立委、遊說委員支持的重要關鍵。

二、數位及實體廣告宣傳
面對公投，我們無法像過去一樣進行綿長漸進的社會對話，而是必須在短
時間內盡可能觸及到最多的人，讓民眾可以認同、並起身投票。在資源有限、
沒有強而有力且綿密的組織奧援下，我們比一般的選戰更仰賴廣告和媒體宣
傳，來盡可能的接觸平常觸及不到的群眾。宣傳的核心有兩個，一個是訊息內
容，另外一個則是傳遞訊息的管道。傳統針對候選人投票的選戰，訊息設定的
要點是找到候選人受選民喜愛的關鍵訊息，但公投的標的是議題，因此我們需
要掌握臺灣社會一般對於同志的理解跟接受度，以及同志議題與社會主流價值
的關聯。為此，大平台進行了過去同志運動從未執行過的社會質化研究調查，
選擇臺北、臺中、高雄三個城市，透過焦點團體的訪談，瞭解一般民眾對於人
際間共通的價值是什麼，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同志議題。
這項研究有兩個重要的發現：一是過去同志運動常用的「平等」、「人權」
並無法勾起一般民眾的認同，多數的受訪者對於「尊重」、「互相（台語，類似
將心比心或相互幫忙）」是重要的價值，而「公平」對受試者而言則是虛無飄
渺的期待；另外，多數不認同同婚的人，在他們的生活或生命經驗中沒有認識
同志，在不了解的情況下對於議題保持疑慮。這兩個發現讓大平台大幅度的修
正了對外的訊息內容：更強調支持同性別二人的婚姻通過是一種對於他人的「尊
重」以及「互相」，也更大量的使用具體的故事來召喚共感。落實到宣傳工作，
大平台進行了「愛，教會我們的事」系列影片拍攝，收集全臺各地的故事：實
際拍攝支持同志孫女結婚的 93 歲阿嬤、不覺得同志有什麼問題的市場攤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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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以救人為業的陽剛男性消防員怎麼看待同婚、還有在過去跨過省級藩籬結
婚，而今支持女兒與同性伴侶結婚的父母，並將這些訊息以及影像，透過社群
媒體廣告、公車廣告、街口看板、報紙廣告等，投放給社會大眾。

三、大型集會動員
大型集會動員是所有選舉到了最後一週必執行的項目，對傳統選戰來說，
「選前之夜」可以來多少台遊覽車、現場有沒有人山人海、氣勢激昂與否，都
是預測選戰結果的重要指標。同婚議題雖然不是「選人」，但作為臺灣少數有
反制運動的社會運動，我們也因此有過一些大型動員的經驗。2016 年底，由於
反對方在 12 月 3 日於凱道號稱集結 10 萬群眾，因此支持同婚的一方也需要透
過大型動員來將群眾的支持化為可以量化（這場有多少人來）、可以目測（凱
道有沒有被擠爆）的場景，作為爭取立委支持法案的依據。12 月 10 日各性別
團體所共同舉辦的「讓生命不再逝去，為婚姻平權站出來」音樂會，從下午 2
點到晚上 8 點，聚集超過 25 萬人，「拼人場」某種程度讓當時還僵持在立院的
法案，順利的通過委員會審查，在程序上推進一步。
即使有大型動員的經驗，我們仍無法像傳統政治動員一樣，透過綿密的人
際網絡，估算能出動多少遊覽車、多少後援會及現場人數，只能透過網路宣傳
輔以公民自發性的包車活動，因此難以事前預估場面大小。2018 年，相較於選

車」音樂會，最終有近 10 萬的群眾來到凱道表達支持。如今回頭檢視這幾場
動員的能量跟效果，似乎還是無法改變最終公投結果是由反同方取得勝利，但
在動員的過程中，我們設法接觸的人、建立的聯繫，成為往後在舉辦大型活動
進行社會串連溝通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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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之夜，大平台選在投票日前一週的週日午後舉辦「為愛返家—搭上幸福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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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投之後—同志議題的政治民主實踐
2018 年這場臺灣第一次的直接民主實驗，反同方砸重金購買電視廣告、透
過宗教組織綿密的動員，取得了多數的選票，而我方不管是廣告宣傳、街頭溝
通或是大型動員的種種努力，都證明無法在短時間內反應到選票上。投票當日，
在投票時間屆至前網路傳來各地關於投票所混亂、違反規則卻沒有證據的紛亂
消息，讓整個社群帶著焦躁的心情看開票。隨著時間越來越晚，焦躁的心情被
深沈的失望給取代，而站在工作崗位上的我們，第一時間感到焦慮的是要如何
安撫同志社群，讓那些失望不要把人擊垮，而後也沒有時間失望，因為公投結
果使得行政院必須要在 3 個月之內提出專法修法草案，而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文
中所設的 2 年期限也將在 2019 年 5 月 24 日屆滿，因此大平台的工作重點轉向
立法遊說的場域，思考著「如何讓同婚專法真正保障同志伴侶的權益」，並盡
可能減少與異性婚姻之間權利義務的差距。
根據過去遊說累積的經驗和資訊，大平台了解同婚專法非常有可能進到逐
條表決的階段，因此如何爭取最多立委的支持，是我們最核心的目標。在經歷
公投如此大規模的資源戰之後，面對社群裡許多人已經精疲力竭、心灰意冷，
如何延續能量以便讓立委們感受到民意的關注，非常不容易。除了在線上積極
表達訴求，我們也組織了志工去立委選區的服務處陳情，或是鼓勵志工用行動
支持選區的立委、成為立委的志工，讓立委可以直接感受到支持同婚的民意，
不會只聽到反方的聲音，也讓關心平權議題的年輕選民可以更了解政治實況。
面對不同政黨的立委，我們也依不同背景或政治情勢，做出差異化的遊說
策略，例如有一些委員辦公室選擇不接觸反同團體也拒絕接受同志團體的拜會；
也有一些原來被列為支持同婚可能性低的立委，因為辦公室內有友善的助理，
給予了非常珍貴的意見和建議，或在情勢膠著之際，願意跟我們分享黨團的討
論或反方的資訊，這些對於最後階段進入逐條表決，都有非常正面的作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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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們除了提供法案的說帖給委員辦公室，也會和立委助理們討論面對不
同意見的選民或質疑聲浪時有哪些應答的方法，經過了公投的街頭溝通洗禮，
這些來自第一線與選民接洽的經驗和回饋，不僅幫助了遊說專法的工作，也讓
我們深刻瞭解到法律通過以後，社會溝通還是非常迫切。
不以黨籍作為唯一指標，在最後遊說階段，我們竭盡所能擴大影響每一位
願意表態的立委，因為在運動經驗中我們發現，同婚議題不盡然存在政黨間壁
壘分明的立場，縱使各黨團有不一樣的表態，個別委員彼此還是有討論空間，
而每一個委員的表態除了反映其所代表的民意，往往也象徵著代議士對於臺灣
未來的期許，因此跨黨派的支持也在向社會傳遞非常重要、正面的訊息，這也
是民主政治實踐的珍貴之處。

肆、社會溝通不因法律通過而停止
在專法通過後緊接著 2020 年 1 月就是立委和總統選舉，反同方沒有鬆懈，
甚至組成新政黨，打算藉由選舉再次炒作同婚議題，企圖再次瞄準同志社群作
為政治操作的標的。大平台不斷收到全臺各地的民眾回報，各地都有各種充斥
恐同和歧視言論的選舉廣告、布條，也發現有不少候選人直接把反對同婚、反
對性平教育作為選戰主軸，並藉由拉攏曾在反同公投中表態的在野黨總統候選
人來增加能見度，將同婚議題與其他反改革或是保守陣營的訴求相結合，以達

對此，我們除了努力掌握這些反同候選人的文宣之外，也透過 Pride Watch
網站將候選人對於同志議題的立場和發言紀錄公開，讓關心性別議題、重視平
權的選民，可以作為投票的參考。此外，大平台也在高雄展開街聊的實驗，與
志工們一起討論和發想之後，我們設計了非常單純的問卷，例如「想到婚姻您
覺得最重要的三個關鍵字是什麼？」及「有沒有聽過同性婚姻」等，讓志工去
訪問民眾，並依據其回答進一步了解一般民眾在同婚通過後的正反意見。街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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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並不是「說服對方支持同婚」，而是透過問題來讓對方產生思考的可能
性，並且避免評價或質疑受訪者的想法，以便了解民眾真實的意見。
在 2020 年 5 月，大平台發表了「同婚一週年，大家接受同志了嗎？」民
調結果，透過電話民調來了解民眾對於同志相關議題的接受程度，也希望未來
能夠以同樣的題目每一年度做調查，作為臺灣社會民意變化的指標。根據民調
結果，除了發現「年紀越輕越接受同志」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接受同志」的
趨勢外，我們也發現民調結果和公投結果相比，對於性別平等教育和同婚議題，
民意其實已經轉向，更讓我們相信需要透過持續不斷的對話，社會才有可能對
同志權益有更正面、友善的認識。

伍、結論
臺灣的同志運動和許多社會運動一樣，都是在解嚴以後開始蓬勃發展，迄
今 30 多年的時間，我們見證了同志議題的公共化、政治化，透過推動同性婚
姻合法化的過程，同志議題成為了公共政策討論的關鍵，甚至成為政治攻防和
不同陣營間積極操作的選舉議題，這樣的發展相信是許多人始料未及的。但這
段運動歷程中更重要的層次是同志運動不再是同志自己的事，尤其在 2018 年
面對公投的壓力之下，有非常多支持平權議題的民眾，站出來成為同志權益的
盟友，這些盟友多數不是同志，很多人站出來不只是因為支持婚姻平權，而是
希望同婚通過可以再次證明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
婚姻平權運動，不只在國內備受關心，自 2017 年起，我們也陸續接到在
海外臺灣人社群向我們洽詢參加當地同志大遊行的事宜，不只是臺灣人較多的
紐約、倫敦等城市出現了臺灣民眾自發組隊參與當地同志遊行，連斯德哥爾摩、
柏林都有熱情的臺僑向我們索取印有臺灣的彩虹旗或是手舉牌，而這些發起人
許多並非同志，但他們想透過同志遊行這個備受矚目的時刻，在海外驕傲的分
享臺灣的重要人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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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婚通過以後，不管是受外媒訪問或是在國際人權聯盟的年會上，蔡英
文總統多次主動地向國際社會提及臺灣通過同婚的里程碑，外交部也多次在社
群媒體上提到臺灣通過同婚的進展，顯示政府也視同婚通過為重要的人權進步
和對外宣傳的重要素材。放眼未來，人權議題不能只停在法律的修正，唯有透
過不斷的社會教育，才有辦法真正落實到生活中，同樣的，婚權運動也不是同
志運動的終點，大平台作為公民團體，我們相信爭取平等、捍衛權利的工作不
能停下來，同志需要積極的參與民主機制，社會也需要更多的對話，才能夠深
化民主、深化人權價值和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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