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平數位教材11
【同婚合法化」大解謎！】



思考1：

✗ 婚姻是不是人權? 人權可
以公投嗎? 為什麼性少數
要爭取婚姻權?

✗ 臺灣婚姻相關法律規範有
哪些? 其訂定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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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2：

✗ 臺灣走向同婚合法化對社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 全球有哪些國家也經歷了
同性婚姻合法化? 分別對
國家社會帶來什麼正負向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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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婚姻法律與性別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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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什麼是人權？-人權團結聯
盟

資料來源：國際人權團結聯盟 (United for Human Rights)

https://www.humanrights.com.tw/what-are-human-rights/
https://www.humanrights.com.tw/about-us/what-is-united-for-human-rights.html


延伸閱讀
•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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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 Peace, dignity and equality <BR>on a healthy planet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https://www.un.org/en


挑戰題：同性婚姻是人權嗎?

✗ 你認為婚姻是人權嗎?同性婚姻是人權嗎?
✗ 我認為是：(試著寫下你/妳的看法)

✗ 我認為不是：(試著寫下你/妳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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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平等成家路迢迢：從性別平等反思婚姻制度法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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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國律師聯合會 TAIWAN BAR ASSOCIATION

http://www.twba.org.tw/Manage/magz/UploadFile/4172_023-032-%E5%B9%B3%E7%AD%89%E6%88%90%E5%AE%B6%E8%B7%AF%E8%BF%A2%E8%BF%A2.pdf
https://www.un.org/en
http://www.twba.org.tw/


平等成家路迢迢：從性別平等反思婚姻制度法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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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臺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以
下稱護家盟）發起凱道遊行，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反修民
法九七二、救妻兒，「堅持婚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
反對多元成家合法化。相對於此，同日有婦女團體以婦女運
動及性別平等出發挺同志，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十六所大
學法律相關系所兩千餘名法律系學生及校友，也從憲法上的
性別平等論述，相挺同性婚姻…民法修正議題，引起社會上
熱烈的討論與思辯…



臺灣走向同婚合法化的歷程



臺灣同婚法制化
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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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賀！臺灣同婚生效第一天，
一起用三分鐘了解婚姻平
權的歷史！

資料來源：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7rX0UADDs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WXd0nmBjlKROwzMyPV-Nw


祁家威是誰?

✗ 同志平權運動者
✗ 臺灣同性婚姻釋憲案的聲請人
✗ 愛滋病防治志工
✗ 臺灣首位公開出櫃的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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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從1個人到25萬人，祁家威的同志運動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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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報導者 The Reporter

https://www.twreporter.org/a/lgbt-rights-activist-qi-jia-wei
https://www.un.org/en
https://www.twrepo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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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祁家威紀錄片

《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

資料來源：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qvvXhqmP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qvvXhq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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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第九屆總統文化獎】社
會改革獎-祁家威

資料來源：中華文化總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GifHBe79M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GifHBe79MQ


釋字第748號解釋

✗ 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是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對於
《民法》婚姻章，未讓同性別二人，得以經營共同生活為
目的，成立具親密性和排他性永久結合關係，是否違反
《中華民國憲法》所進行的解釋。

✗ 釋字第748號解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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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judicial.gov.tw/jcc/zh-tw/jep03/show?expno=748


延伸閱讀
• 大法官釋憲保障同婚 2年未修法自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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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蘋果新聞網｜蘋果日報

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170524/H5YYL2VDXQ3CGP7MYL3BYDS7HM/
https://www.un.org/en
https://tw.appledaily.com/home/


釋字第748號解釋

憲法與民法有關釋字第748號解釋之處
✗ 民法：親屬篇 婚姻章
✗ 中華民國憲法：

✗ 第22條 婚姻自由：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
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 第7條 平等權：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
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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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ParaDeatil.aspx?pcode=B0000001&bp=105


2018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

✗ 2018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共辦理10案，其中第10、
11、12、14、15案與性別平等有著密切的關係。

✗ 第10案：婚姻限定一男一女
✗ 第12案：同志婚姻用專法
✗ 第14案：同志婚姻入民法
✗ 第11案：反對國中小同志教育
✗ 第15案：加強性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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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2018公投總整理】7案通過、3案不通過，接下來
政府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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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609
https://www.un.org/en
https://www.thenewslens.com/


2018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

✗ 同婚合法化過程的一大階段：修民法還是立專法的路
線之爭(追求婚姻平權 修民法、立專法一次看懂)

✗ 早在首場修法公聽會後，護家盟等反同團體即要求應
另立專法，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也提出「專法是選項
之一」，引起挺同團體激烈反彈，更成為12月10日
25萬人上凱道的導火線之一。

✗ 挺同團體高喊「民法不修，歧視不休」，堅決修民法；
另一邊卻堅決表達同性與異性婚姻間的差異，要求另
立專法，追求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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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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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同婚專法不算是歧視？專
法派 vs 民法派 の 倫理激
戰！

資料來源：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wz5MV6ed6o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WXd0nmBjlKROwzMyPV-Nw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 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意旨，使相同性別
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
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達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
並符合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通過公民投票案第
十二案「以民法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來保障同性別二
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爰擬具本法，並定名
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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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B0000008


延伸閱讀
• 748施行法的六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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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一起讀判決

https://casebf.com/2019/05/18/748law-overview/
https://www.un.org/en
https://casebf.com/


在同婚合法化後

✗ 在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後，隨著時間
的推移，同婚合法化究竟帶給社會什麼樣的改變? 婚姻真
的平權了嗎? 在婚姻平權的路上，臺灣還有哪些路要走?

✗ 臺灣同婚合法化一周年相關報導：

✗ 臺灣同婚合法一周年》污名化與歧視未消，近3成民
眾認為「同婚對社會有負面影響」

✗ 同婚周年3》數據看門道！ 8張圖表看懂同婚現況

26

https://www.storm.mg/article/2645528?page=1
http://www.newspeople.com.tw/npro-200524-03/


延伸閱讀
• 從 2019 年性別平等議題熱門新聞關鍵字看「同婚專
法」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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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平觀測系統

https://geo.ey.gov.tw/upload/casestudy/20200501/0169d5860a1b4a058ac32eb64f8431d0/0169d5860a1b4a058ac32eb64f8431d0.pdf
https://www.un.org/en
https://geo.ey.gov.tw/


從 2019 年性別平等議題熱門新聞關鍵字看「同婚專法」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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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保 障相同性別 2 人可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
登記，此同婚專法的通過也使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
法制化國家，讓我們一起透過以下大事記來回顧過去我國所
經歷同性婚姻法制化的歷程…



世界各國的同婚合法化



世界各國的同婚合法化

✗ 除了臺灣以外，世界上也有不少國家陸續通過同婚合
法化，讓我們一起來了解有那些國家通過同婚合法化
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是什麼，這些經驗又可以帶給臺
灣社會什麼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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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婚姻平權歷程總覽！一次看全球29個同性婚姻合法化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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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北美新聞快報 – 北美華人新聞

https://nadailynews.com/41283/
https://www.un.org/en
https://nadailynews.com/


婚姻平權歷程總覽！一次看全球29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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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世界為爭取同性婚姻權的人看見了全球同婚支持
的增加。澳洲、馬爾他和德國皆於 2017 年同婚合法化，臺
灣也於 2019 年創造歷史，成為亞洲第一個贊同婚姻平權立
法的政府。哥斯大黎加於 2020 年 5 月 26 日成為中美洲第
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該國總統奎沙達（Carlos 
Alvarado Quesada）在裁決後於 Twitter 上寫道：「願同理
心和愛成為我們向前的指引，並允許我們前進並建立可容納
每個人的國家。」2020 年 6 月 26 日將是全美國同性婚姻
合法化的五週年。目前僅有 29 個國家允許同性伴侶結婚…



延伸閱讀
• 同婚合法化建功 瑞典、丹麥LGBT伴侶自殺率大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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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鏡週刊 Mirror Media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91115edi011/
https://www.un.org/en
https://www.mirrormedia.mg/


同婚合法化建功 瑞典、丹麥LGBT伴侶自殺率大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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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份刊登在《流行病學與社區健康期刊》（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的報告指出，研究
人員針對2003年至2016年和1989年至2002年時期比較，
發現同性伴侶自殺率下降了46%，而異性戀方面則為28%，
雖自殺率減半，但同婚人士或同志伴侶的自殺率仍高出異性
戀夫妻逾2倍。
此次研究的領銜作者厄蘭森（Annette Erlangsen）指出，
同婚合法化減少汙名，對於預防自殺是有保護作用的，可能
是導致自殺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延伸閱讀
• 國際統計數據告訴你：同性婚姻合法化後，臺灣將變成什
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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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今周刊 - 在今天看見明天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05170021/%E5%9C%8B%E9%9A%9B%E7%B5%B1%E8%A8%88%E6%95%B8%E6%93%9A%E5%91%8A%E8%A8%B4%E4%BD%A0%EF%BC%9A%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5%90%88%E6%B3%95%E5%8C%96%E5%BE%8C%EF%BC%8C%E5%8F%B0%E7%81%A3%E5%B0%87%E8%AE%8A%E6%88%90%E4%BB%80%E9%BA%BC%E6%A8%A3%E5%AD%90%EF%BC%9F
https://www.un.org/en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


國際統計數據告訴你：同性婚姻合法化後，臺灣將變成什麼樣子？

36

在2016 年末的公聽會上，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以世界領頭羊
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作為同性婚姻合法化說詞並不合
理，並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將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
取代修改《民法》。
然而，反對者忽略了國外經驗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
締結權利走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的是開放同性伴侶擁有
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因
而最終仍需要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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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 性別平等觀測站
✗ BBC News 中文
✗ 報導者The Reporter
✗ 北美新聞快報
✗ 今周刊
✗ Readmoo閱讀最前線
✗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全國律師雜誌
✗ 一起讀判決
✗ 風傳媒 | Storm.mg

https://geo.ey.gov.tw/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368470
https://www.twreporter.org/a/taiwan-first-legalize-same-sex-marriage-asia-country
https://nadailynews.com/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gclid=Cj0KCQjwkZiFBhD9ARIsAGxFX8DF7HTz6AOxBA-LzZla4Zm4H-5JUspu01EVRhb5oG4gix4nEYgEJ84aAlGREALw_wcB
https://news.readmoo.com/
http://www.twba.org.tw/
https://casebf.com/2019/05/18/748law-overview/
https://www.storm.mg/article/2645528?page=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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