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

婚姻平等
违反我的
宗教信仰 /
宗教团体不
应该被迫为
同性恋人士
主持婚礼

你可以
问对方…

回答

民事婚姻与宗教婚姻不同。不用担心，没有任何宗教团体
会被迫违反他们的信仰为同性恋人士主持婚礼（就像一些
宗教团体选择不为离过婚的人主持婚礼一样）。
对于反对婚姻平等的人来说，婚姻平等不会剥夺他们的
宗教自由，但是对于支持婚姻平等的人来说，却会恢复和
维护他们的宗教自由。
已有包括数名圣公会主教在内等超过 100 名有名望的
基督教牧师公开表示支持婚姻平等。研究也显示，大部分
有宗教信仰的澳大利亚人都支持婚姻平等。

我的信仰教导我
上帝就是爱。
你也相信上帝
就是爱吗？

如何打开
话题
与你认识的人讨论婚姻平等

我不知道事
情最后会变
得怎样

婚姻平等这个议题的本质就是，是不是所有澳大利亚
人都有权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修改《婚姻法》不会
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

如果所有真心相爱的
伴侣都能结婚，世界
会变得怎样呢？

我们可以参考 21 个已经立法保障婚姻平等的国家的例子，
包括英国、纽西兰、爱尔兰和美国。对这些国家来说，
天没有因为他们接受婚姻平等而塌下来！

你觉得如果每个
澳大利亚人都可以
一视同仁地庆祝与
见证每个亲朋好友
爱的结合，这会是
一件好事吗？

但是很多人却因此找到幸福，变得更快乐。能牵着同性恋女儿的手
步入礼堂的父亲、能在婚礼上与自己同性恋孙子一起共舞的祖母等
等，婚姻平等让他们非常快乐。

澳大利亚距离婚姻平等的目标已近在咫
尺了。我们千万不可在这个时候放弃追求
婚姻平等！
为了使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都享有平等
权利，我们需要想办法与更多人谈论这个
议题。研究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谈话
内容极具影响力，能改变人的想法与态度。
此外，你认识的人，无论是朋友、家人、
同事、与你一同参加宗教或运动俱乐部的
朋友，他们与你聊天时受到谈话内容的影响
远远超过受到广告或其他陌生人的影响。
其实议会的议员也一样：关心这个议题的
选民与议员面对面交谈也能起到很大的
作用。与人讨论重要议题能帮助他们决定
支持和提倡婚姻平等。
因此，此时此刻，支持婚姻平等的人正在
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与人积极讨论这个
议题。与我们交谈的人当中，有些人认同
婚姻平等，有些人还未仔细想过这个议题，
或者还不确定自己的立场。研究显示，只有
非常小部分的澳大利亚人坚决反对婚姻
平等。其实，支持婚姻平等的人占澳大利亚
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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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一 些“ 原 则 上” 支 持 婚 姻 平 等 的
人仍旧有一些疑问。国外的研究证据显示，
与其与人进行激烈辩论，仔细聆听别人的
想法、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经验以及与人讨论
这个议题更能鼓励人接受我们的观点。因此，
我们必需说服议会的议员立刻表态支持婚姻
平等。
当然，要跟人讨论这个议题有时非常不容易。
不过，只要方法得当，就可以让大家在讨论
时觉得受尊重、气氛愉快，而且谈话内容
很有意义。我们努力营造出一个让人能仔细
思考、提问以及表达个人意见的开放空间，
这么做与我们提倡的尊重、尊严、爱等价值
观完全符合。这么做也意味到我们在争取
婚姻平等的过程中努力保持积极、促进团结，
而不是制造分裂、挑起争端。
以 下 的 信 息 能 对 你 有 帮 助， 不 过 这 份 指
南只提供一些例子供你参考。欢迎浏览
我们网站上的常见问题与解答：
equalitycampaign.org.au/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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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此提问或回答的原因
异议

回答

你对婚姻平等有
什么看法？

介绍议题的
开场白

如果对方
强烈支持
婚姻平等

如果对方听
上去不确定
是否应该支
持婚姻平等

如果对方听
上去有许多
反对婚姻平
等的原因

别忘了谢谢
对方跟你讨
论这个议题

（请留意 ： 对方可能
不明白什么是 “婚姻
平等”， 如果对方不
明白， 你可以说有
些人把婚姻平等称为
“同性婚姻”。）

首先，问对方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要知道对方的想法，
首先需要给对方说的机会！要记住，对方也许从来没
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要先给对方一些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不要立刻就开始问更深入的问题。

你为什么支持婚
姻平等呢？

这么问让对方有机会想想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他们
来说很重要，这么一来他们对自己支持婚姻平等的
原因就更明确了。这样的回答方式也让你有机会跟
他分享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你来说也很重要。

我个人非常支持
婚姻平等，因为…

你的回答也可能使你有机会邀请对方跟你一起去
见你当地的议员，见教会的神职人员或教友等等。

我也是！

听起来你已经看出应
该支持婚姻平等的一些
原因了，只是你还不
100% 肯定是否应该支
持婚姻平等。
什么原因让你倾向于
支持婚姻平等呢？
对我来说，我认为婚
姻平等意味到…

听起来这个问题对你
来说也许不容易回答。
你想跟我说说你的
想法吗？
你觉得这个问题为
什么不容易回答？

谢谢你跟我讨论这个
问题。如果你想进一步
多谈，欢迎你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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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支持人人平等，但对婚姻平等却有所保留。他们
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也许是因为从小没有接触过任何公
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的人，或是身边的人都不悦纳同性
性取向。许多人的思想已经比以往开明，但是他们仍需
要有机会跟人讨论他们心中仅存的一些疑惑，好让他们
能下定决心支持婚姻平等。

如果真的
这么重要，
为什么不
就这个议
题进行公
民投票？

对孩子来说，
有父亲和
母亲难道
不是对他们
最有益吗？

公民投票将会是一场耗资 1 亿 7 千 5 百万澳元的民意测验。
政治人物甚至不愿意让公民投票的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
作为公民，我们可以要求政治人物尽他们的本分，在国会自由投票
表决，而这么做不需要任何额外成本。
除此之外，请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小镇的孩子，他或许是同
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双性别；他看到有长达好几个月的
时间，广告不断攻击他获得平等对待、获得爱和幸福的权利；
又或者是一对同性恋伴侣的孩子连续数月看到由纳税人赞助的
广告抨击自己成长的家庭是有问题的家庭，那会是怎样的情况？
许多心理学专家和精神健康的专家都呼吁政府不要这么做。

你可以
问对方…

你认为我们在这个
议题上应不应该让
政治人物按照自己的
良心表决，然后让
他们明天就行动，
尽快了事？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证实，无论家长的性取向如何，由恩爱的
家长组成的幸福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最有益处。同性恋人士在
澳大利亚已经有多年成功养育孩子的历史。婚姻平等不会改变
这个事实，反而会为所有家庭提供更强大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剥夺某些孩子获得
婚姻能提供的保障，
你认为这么做公平吗？

澳大利亚社会以及许多伴侣都非常重视婚姻。

你为什么结婚呢 /
你想结婚吗？

你可以在这方面协助他们，让婚姻平等从一个他们曾经
思考过的“议题”变成一个与他们关心的人密切相关的
大事。要仔细聆听对方说话，同时怀着尊重的态度跟对
方分享婚姻平等为什么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如果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不容易回答，他们也许需要一些
时间和人讨论他们心中的疑惑。
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迟疑，也许他们已经采取了明
确的立场了。不要因此觉得受到冒犯了。每当我们的朋友
对事情的看法与我们不同，或是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时，
要接受这个事实确实不容易。不过这其实只说明了对方目前
还无法在这个议题上采取跟你一样的立场。

如果他们还未 100% 肯定应不应该支持婚姻平等，
或是需要一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你应该让他们知
道他们可以随时找你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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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要结婚？
民事结合
就可以了，
不是吗？

婚姻平等会
不会使得许
多学校开始
教导孩子
一些我不支
持的课程？

民事结合的安排以及与同性伴侣有关的法律改革确实很好，
但是这些举措距离宪法保障的平等对待都还有一段距离；
只有婚姻平等才是宪法保障的平等。许多家长或祖父母已经
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或孙子女或许是同性恋。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最好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怀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愿望，能有同样得到爱与幸福的权利。

州政府与当地学校决定课堂的教学内容，修改《婚姻法》
并不会改变这项安排。
婚姻平等只涉及法律是否容许两个人结婚。我们最终当然希
望见到政府修法，让学校能把澳洲人最引以为傲的价值观，
也就是人人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的价值观，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你的婚姻对你
来说重要吗？
你能理解别的伴侣，
无论他们的性别是
什么，可能也很重
视婚姻，对吗？

家长是把价值观和
信念灌输给孩子的人。
你觉得容许同性
伴侣结婚会改变
这个事实吗？
你想教导孩子怎样
看待同性恋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