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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地政局、政風處、兵役局及法務局

109年度第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3月2日（一）15時0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南區2樓 S218會議室 

主席：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陳儀執行秘書 

記錄：黃逸君 

出席者： 

師豫玲委員 黃馨慧委員 王月蕊代理委員 

陳金同委員 李偉雄委員 楊欽宇委員 

賴淑茹委員 楊潔姿委員  
 

列席者： 

地政局李奕芸科長、高志豪科員 

 
壹、主席致詞 

為達成中央獎勵計畫指標之標準，並簡化財政局、地政局、政

風處、兵役局及法務局執行性別主流化工具及推動具體措施之行政

事宜，今年度開始請本組機關於本會議提案報告討論。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1、本組委員名單 

決議：洽悉。 

 

報告案2、確認前次會議（財政局、地政局、政風處、兵役局及法務

局）紀錄 

決議：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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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3、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 
報告單位：地政局、政風處、法務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案件編號：地政局108-3 討2 
陳儀執秘 產權登記或其他統計類宣導「男女平權」，主要是因目前中央統

計指標項目仍以男女區分，惟文宣類仍希望宣導「性別平權」。 
黃馨慧委員 本案原決議「...男性對產權(陽臺)補登記的觀念比女性還要

高...」的意思是指產權觀念用高低來形容？ 
李偉雄委員 依「『建物第一次測量－陽臺補登』之申請人性別統計分析」

專題報告內統計數據結果作出之決議。 
師豫玲委員 應該是指男性對產權(陽臺)補登記的比例比女性還要高。 

 
案件編號：政風處108-2 報1 
賴淑茹委員 經洽本處業務科，1743檢舉專線電話紀錄單檢具人已新增性別

欄位。 
陳儀執秘 依「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

作總計畫（109-112年）」，一級機關構應每2年新增統計指標、

項目或複分類1項以上。若政風處已新增檢具人性別欄位，可考

慮今年新增其統計指標或項目。 

 

案件編號 決議事項 
相關 
單位 

執行情形 

地 政 局

108-3 

討1 

案由：民眾申請全國地籍總歸戶

之平權宣導。 
決議：為符合社會多元化之情

形，請建成所依委員建議

將宣傳小卡上之用語-「兩

性平權心和諧」修正為

「性別平權5FC3和諧」，

爾後類此情形，本局及所

屬所隊亦請注意用詞。 

地政局

各科室

及所屬

所隊 

建成所業依委員建

議修正用語，本局

及所屬所隊亦配合

注意用詞。 
決議：解除列管 

地 政 局

108-3 

討2 

案由：「建物第一次測量-陽臺補

登」之申請人性別統計分

析。 
決議：由分析資料可看出男性對

產權(陽臺)補登記的觀念

比女性還要高，恐因早期

建物登記時，依傳統觀念

不動產多登記於男性名下

居多所致，爰應多加宣導

產權登記男女平權，以促

地政局 

各地政

事務所 

各地所配合宣導產

權登記男女平權之

觀念，以促進性別

平等。 
決議：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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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 決議事項 
相關 
單位 

執行情形 

進性別平等。 

政 風 處

108-2 
報1 

案由：108年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政風

機構107年度陳情檢舉案件

性別比例分析報告」。 
決議：通過，爾後撰寫報告時，

依3位外聘委員及性平辦代

表意見辦理。為減少性別

不詳(匿名)檢舉，未來本處

應更強化相關宣導。另研

議本處受理1743檢舉專線

電話作成紀錄時，該紀錄

是否納入檢具人性別欄

位。 

政風處 一、賡續滾動式修

正「臺北市政府

檢舉貪污瀆職或

不法案件獎勵要

點」鼓勵具名檢

舉。 
二、已轉知業管單

位研議本處1743
檢舉專線電話紀

錄單是否納入檢

具人性別欄位。 
決議：解除列管 

政 風 處

108-2報2 
案由：本處108年度性別平等工作

執行成果。 
決議：通過，並依性平辦代表意

見調整成果報告七、推展

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

措 施 類 別 及 項 目 項 下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

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部分內容，至其性別意識

力培力部分呈現。  

政風處 業依性平辦代表意

見，調整成果報

告。 
決議：解除列管 

法 務 局

108-2 
討1 

案由：綜企科提報增列「本局員

工人數各年齡層性別統計

項目及指標」 
決議：照案通過並刊載於本局網

站公告。 

法務局 「本局員工人數各

年齡層性別統計項

目及指標」業已公

告於本局性別主流

化專區。 
決議：解除列管 

 

 

報告案4、運用「性別平等概念檢核表」檢視108年文宣。 
報告單位：地政局、政風處、法務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地政局 
陳儀執秘 有關專業化形象呈現部分，並非僅有單一性別，如編號3至4海

報之地政士為男性，也可以為女性，下次製作文宣再請同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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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法務局 
陳儀執秘 1. 圖像內容之男女性不一定需完全平衡，但對於專業化形象

呈現部分仍可再斟酌是否有性別刻板之況，如編號8摺頁

左下角和中間上方與編號9摺頁左上角處理消費爭議的公

務員並非只有女性可擔任。 
2. 若對照性別平等概念檢核表之內容，此部分常會預設職業

由女性/男性擔任有關。可以此提醒同仁日後製作文宣時多

留意。 

決議：本案請財政局與兵役局於下次會議補提報運用「性別平等概

念檢核表」檢視108年文宣情形。 

 

報告案5、本局替代役中心辦理各項業務時宣導替代役役男性別相關

議題，為瞭解宣導成效，擬對役男進行問卷調查，做為性

別平等宣導的績效驗收與檢討。 

報告單位：兵役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楊欽宇委員 此問卷將於今年對役男進行業務宣導時，看影片後請其填列，

就教委員是否有其他建議？ 
師豫玲委員 問卷第4題選項中有「同性伴侶可註記、有醫療代理權及申請

社會住宅」部分，今年同性伴侶已有相關法令可依循，請修正

文字。 
陳儀執秘 2位老師還沒有看過蔡阿嘎「性別平等小學堂」影片，在此也

讓老師看一下。（影片播畢） 

決議：請性平辦協助修正文字給兵役局，餘洽悉。 

 

報告案6、有關修正「臺北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

條例」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六條之性別影響評估案，程序

參與之建議參採情形。 

報告單位：地政局 

決議：洽悉，本案通過。 

 

討論案1、本組機關108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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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財政局、地政局、政風處、 

兵役局、法務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財政局 
性平辦 
黃逸君組員 

檢視財政局成果報告七、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稅捐處與動質

處於活動辦理業務宣導時設計性平概念之遊戲看板與民眾互

動，因不確定原來題目是否過少，若業務科有需要，性平辦有

其他題目供業務科增修後宣導，以利民眾增長性別平等意識。 
陳儀執秘 蠻多機關辦理活動時以此方式宣導性別平等慨念，目前性平辦

有製作題目手冊還可以搭配性平娃娃氣偶可供機關借用，另外

有貼紙和名信片等文宣品可供機關索取當作辦理活動時送民眾

的小禮物。若各機關有需要，請洽性平辦免費借用或索取。 
黃馨慧委員 1. 成果報告「二、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成員部分，其中「單

一性別比例」應該要填列較低性別者之數字比例，其他機

關若未填也請一併補充。 
2. 成果報告「一、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

之內容，可從統計分析報告、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中挑選

放入。 
3. 成果報告「七、（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

友善設計」之「辦理108年節稅教室提供性別友善設施設備

場地」之內容是強調活動中有性別平等概念還是活動場地

有提供友善場地？請論述更清楚些。 
陳儀執秘 可參考委員建議，或從宣導的部分擇一作為報告特色或亮點措

施。 

 
地政局 
黃馨慧委員 成果報告「一、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之內

容，可補充宣導活動、性別意識培力等內容成果論述。 
陳儀執秘 成果報告「七、（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之部分

可整體性說明如何宣導、幾場次等。 

 
政風處 
師豫玲委員 自性別分析報告可看出部分機關被檢舉人之性別比例有顯著差

異，可能與機關本身員工總人數性別比例有關聯，或許可再補

充進去。 
黃馨慧委員 成果報告「一、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之內

容，可補充性別分析報告之內容。 
陳儀執秘 此分析報告已經完成，日後還有寫分析報告時請再多注意。 

 
兵役局 
陳儀執秘 有關兵役局對於從退伍軍人等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案中宣導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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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已有好幾年，並有不錯的成果，建議可將補助案的特別

（如宣導對象、宣導方式等）、辦理場次、受影響（參加）人

數等放入成果報告「一、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

點」中，我想還是很有意義的。 
師豫玲委員 針對成果報告中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案之論述部分，表格中之宣

導方式及內容寫到「納入市政宣導項目之一」之意思非常廣，

建議說明什麼項目是與性別平等有關聯。 

 
法務局 
黃馨慧委員 有關報告裡面之性別預算(108年編列情形)部分，召開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會議之委員出席費應可列計為性別預算。 
陳儀執秘 機關撰寫內容會依機關當初提報給主計處之制式表單進行填

報，再請法務局確認提報主計處內容。 

 

決議：請各機關依委員建議修正108年度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後於

期限內逕送性平辦。 

 

討論案2、本組機關參與本府各機關構107至108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獎勵計畫之指標評分表自評部分。 
報告單位：地政局、政風處、兵役局、法務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地政局 
黃馨慧委員 只要有任何宣導或任何執行計畫等都可以撰寫性別影響評估

表。 
性平辦 
黃逸君組員 

有關自評表二、（四）其他積極作為部分，因地政局有辦理電

影賞析課程，可算有創新作為並於此部分得分。 
黃馨慧委員 曾將文宣內容提報性平小組、諮詢性別議題聯絡人等部分，應

可得到自評表一、（三）執行狀況之諮詢分數。 

 
政風處 
性平辦 
黃逸君組員 

因政風處曾辦理活動前諮詢性平辦有哪些性平宣導影片可於活

動中播放部分，那也可得到自評表一、（三）執行狀況之諮詢

分數。 

 
兵役局 
性平辦 
黃逸君組員 

1. 有關自評表一、與（二）「歷次會議，全體委員出席率」

有包含有代理委員者亦可算列入出席率，故與一、（一）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親自出席會議達70%」之比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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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一致，請再確認。 
2. 自評表一、（三）執行狀況之諮詢部分，因性別分析為執

行性別主流化工具所討論，並非符合新聞、文宣或或活動

宣導之諮詢等，然撰寫性別分析前有針對發放活動問卷與

性平辦討論內容之部分，則可填入並得分。 
3. 自評表一、（三）執行狀況之會議中有創新作為部分，

108-2性平小組會議時有因應報告性別分析時一併播放性平

宣導影片予現場委員，故可填報得分。 

 
陳儀執秘 目前就自評表部分，委員還有什麼其他建議嗎？ 
黃馨慧委員 針對今年新的總計畫性別主流化工具或具體措施較難達成之部

分，請各機關性平聯絡人注意，若有什麼執行困難處再與性平

辦討論。 

決議：請各機關依委員建議修正自評表及分數後於期限內函送性平

辦。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4時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