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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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年度第 2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11 年 7 月 4 日（一）14 時 30 分 

地點：雲端視訊 

主席：臺北市性別平等辦公室鄭維鈞 執行秘書 

記錄：黃逸君 

出席者： 

師豫玲委員 黃馨慧委員 楊文山委員 

郭怡青委員 王月蕊委員 陳金同委員 

李偉雄委員 楊欽宇委員 呂明芬委員 

陳律委員   

列席者： 

財政局黃燕芬主任、動質處韓素滿組長、稅捐處陳映燕科長、武鴻良

稅務員、兵役局蔡俊楷股長、政風處林欣頤股長、黃冠婷科員、卞欣

婷科員 

 

壹、主席致詞（略） 

貳、報告討論事項 

報告案 1、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決議：本案洽悉。 

 

報告案 2、歷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追蹤 

報告單位：政風處、兵役局、性平辦 

案件編號 110-3 提 2 

案由：政風處 110 年度廉能楷模之性別分析案，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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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發言摘述： 

決議： 

1、 依委員建議修正本報告，隨本會議紀錄併同函發後通過。 

2、日後本組機關撰寫性別分析等相關報告時，建議將表序說明放在

表格上方、圖序說明放在圖的下方。 

 

案件編號 111-1 報 4 

案由：兵役局替代役中心辦理「臺北市替代役男對多元性別政策宣

導成效問卷調查」，報請鑒察。 

決議：解除列管。 

 

案件編號 111-1 提 1 

案由：本組機關 110 年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提請討論。 

決議：解除列管。 

 

報告案 3、本組委員名單異動一案，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性平辦 

黃馨慧委員 1、建議於會議資料第 8 頁（報告第 3 頁）的表 1 及表 2 加入百

分比。 

2、有關表序說明及圖序說明部分，建議表序說明放在表格上方，

圖序說明放在圖的下方。 

師豫玲委員 有關會議資料第 16 頁（報告第 11 頁）得獎人性別概況分析，

「…故從機關內初選到得獎人，多以男性為主；工務部門則因機

關內同仁以具工程、水利、土木專業背景人員為主，仍以男性居

多，故各機關提報之男性候選人為多。…」建議潤飾此段文字，

以避免落入工程土木等專業背景人員與男性有因果關係之性別

刻板印象。 

主席 

鄭維鈞執秘 

可以說工務部門亦以機關內同仁為男性居多，故各機關提報之

男性候選人為多…等類似說明，並將機關員工性別比例納入說

明。 

性平辦 政風處性平聯絡人委員更換為呂明芬委員；法務局性平聯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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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發言摘述： 

決議：本案洽悉。 

 

報告案 4、財政局提報 112 年度性別預算概算編列情形，報請鑒

察。 

報告單位：財政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決議：本案通過。 

 

報告案 5、地政局提報 112 年度性別預算概算編列情形，報請鑒

察。 

報告單位：地政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黃逸君組員 委員更換為陳律委員。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1、有關性別預算概算表提及性別意識培力相關預算，故針對意

識培力統一予本組機關參考如下： 

（1）辦理方式除一般講授外，可透過電影賞析（須有講師導

讀）或小旅行方式辦理。 

（2）辦理內容除可辦理性別主流化、性騷擾防治相關課題外，

可針對新興議題（如防治數位性別暴力或與 CEDAW 相

關等）辦理。 

2、另本組部分機關有提報「2030 邁向永續發展的臺北市性別平

等政策架構」行動方案，亦可列入性別預算。 

楊文山委員 請問電影如何選擇與性別議題有關？ 

陳金同委員 土地開發總隊是有依循管道找到性別相關影片，並邀請講師進

行導讀。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1、本府人事處官網有提供書籍與公播版影片供本府員工借閱使

用。 

2、行政院性平會相關網站「視聽分享站」有列舉經性平會認可

之性別相關影片供市府同仁參考。 

3、另針對性別預算編列內容部分，除了目前編列預算之內容外，

若有設施設備上與性別議題相關之修繕，也可列為性別預算。

主席 建議參考主計處所編製「臺北市政府性別預算編列原則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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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通過。 

 

報告案 6、政風處提報 112 年度性別預算概算編列情形，報請鑒

察。 

報告單位：政風處 

與會者發言摘述： 

決議：本案通過。 

 

報告案 7、財政局（動產質借處）新增 111 年度性別統計指標，報

請鑒察。 

報告單位：財政局（動產質借處） 

決議：本案通過。 

 

報告案 8、政風處新增 111 年度性別統計項目，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政風處 

與會者發言摘述： 

決議：本案通過。 

 

報告案 9、財政局（稅捐稽徵處）修正「臺北市娛樂稅徵收自治條

例」第 5 條之 1 一案，涉及性別影響評估事宜，報請鑒

察。 

報告單位：財政局（稅捐稽徵處） 

決議：本案通過。 

 

鄭維鈞執秘 事項」。 

郭怡青委員 請問為何推動性別平權觀念宣導這項費用為業務檢討後減列？ 

呂明芬委員 因性別平權觀念宣導由業務科輪流辦理，故有業務科增列及減

列之情況。 

郭怡青委員 想請問目前是否有廉政志工的性別統計數據？若無的話，建議

未來可新增其相關性別統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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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10、兵役局「設置儲存母乳專用冰箱，提供兵役局女性員工

潔淨安心的母乳放置空間」案，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兵役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決議：本案洽悉。 

 

討論案 1、財政局（稅捐稽徵處）提報「臺北市使用牌照稅性別統

計分析」案，提請討論。 

報告單位：財政局（稅捐稽徵處） 

與會者發言摘述： 

楊文山委員 我很肯定兵役局的做法，另外想請問兵役局是否有提供集乳的

私密空間（或哺集乳室）？ 

蔡俊楷股長 兵役局位於公館水源大樓 9 樓，整棟有很多附屬機關（如 7、8

樓為交通裁決所，10 樓為水源劇場等）設置哺集乳室，若同仁

集乳後因為加班而無法馬上拿回家，且哺集乳室於下班時間也

會關閉，主要問題在如何冰存母乳的狀況。 

黃馨慧委員 對於兵役局如此體恤有需求的員工，再次給予肯定。另外想針對

目前會議資料所論述的使用規範，是否於適當地方場合公告或

宣導？ 

蔡俊楷股長 1、目前專用冰箱置放在平常同仁不會經過的空間，並透過人事

室提供之資訊通知現在或未來可能有需求的同仁。 

2、冰箱的使用規範目前是直接貼在專用冰箱上面。 

師豫玲委員 因為員工人數達百人以上才有要求設置哺集乳室（或空間），對

於員工人數未達百人的兵役局作為如此貼心，建議是否可以請

性平辦周知兵役局的示範性措施，以供其他機關參考。 

主席 

鄭維鈞執秘 

我們可以透過報告年度成果時周知各機關。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1、向各位委員補充說明，秘書處公管中心於本府市政大樓設置

哺集乳室供市民及市府員工使用並冰存母乳。 

2、另請兵役局記得將此措施納入年度成果報告。 

黃馨慧委員 1、請問本篇為性別統計或性別分析？若為性別分析，可以補

充說明政策上可以如何調整或運用？ 

2、就會議資料第 59 頁表 2 部分，每年開徵總件數的性別比例

是否有所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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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照委員建議修正本報告。 

 

肆、散會：下午 4時 15 分 

主席 

鄭維鈞執秘 

1、建議於表 2 加入開徵件數之總計，讓表 1 和表 2 為一樣母數

之內容。 

2、另請依委員於報告案 2 之建議，表序說明放在表格上方、圖

序說明放在圖的下方，再請一併調整。 

楊文山委員 這份報告的內容整理得很好，但只是有小小的建議，若性別比例

加起來為百分之百，圖表呈現建議以堆疊圖比較清楚。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1、就會議資料第 60 頁的自用小客車分析，差距變小的原因是

否部分與女性持有的車險保費較男性少有關？ 

2、就會議資料第 68 頁的電動車分析，是否有就車款種類是否

分為機車或汽車進行統計？ 

稅捐處 

陳映燕科長 

1、女性持有的因素很多，這部分當然也有一些影響。 

2、牌照稅以排氣量 151 立方厘米（cc）才需要繳稅，全年只有

5 輛電動機車才需要繳稅（共享機車或民眾使用等未達此標

準則不用繳），目前統計大多為電動汽車之統計。 

郭怡青委員 女性持有車輛所繳交之保費較低已行之有年，可排除此類因

素。 

黃馨慧委員 想請問會議資料第 71 頁結語最後「是以，政府制定……落實

性別平等」這部分，與本篇性別分析之關聯性？ 

稅捐處 

陳映燕科長 

這部分我們會再考量是否調整或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