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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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時間：109 年 8 月 4 日（二）14 時 0 分 

地點：臺北市政府市政大樓北區 2 樓 N208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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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治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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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局黃燕芬主任、楊靜琴科員、稅捐處楊文玲股長、地政局賀小

慧股長、顏碩亨科員、兵役局陳俊宇股長 

 

壹、主席致詞（略）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 1、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決議：洽悉。 

 

報告案 2、歷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追蹤 

報告單位：財政局、兵役局、性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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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編 號 
決 議 事 項

相 關

單 位
執 行 情 形

109-1 

報 4 

案由：運用「性別平等概念檢核表」

檢視 108 年文宣。 

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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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局 已於 109 年 3 月 5 日以

電子郵件回復本市性別

辦公室。 

兵役局 補提報運用「性別平等

概念檢核表」檢視 108

年文宣情形。 

109-1 

報 5 

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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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請性平辦協助修正文字給兵

役局。 

性平辦 本辦公室已於 109 年 3

月12日回覆兵役局相關

文字修正。 

與會者發言摘述： 

案件編號：109-1 報 4 

財政局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稅捐處已知悉目前置於官網的宣導影片有再調整的空間，那未

來是否會製作新宣導影片？有相關期程嗎？ 

稅捐處 

楊文玲股長 

目前無法確認是否會製作新宣導影片。 

 

兵役局 

師豫玲委員 1. 文宣設計呈現單一性別並非一定錯，仍要考量設計理念與想

呈現的樣貌。而兵役局更能透過服務男性族群的機會，於相

關文宣納入性別平等概念進行宣導。 

2. 有關編號 2（職能培訓）及編號 3（就業輔導）文宣的男性拿

著工具部分，並非僅拿板手這個選項，仍可以其他多元方式

意象呈現，如做其他服務性質的工作，不要被職業框住。 

3. 另編號 6 的文宣似乎呈現 4 個男性女性娃娃？其實呈現方式

並非僅以人物呈現，或僅呈現男性就錯。若於役男基礎訓中

有值得的訓練內容可做為封面呈現即可。以上建議供大家參

考，並非指呈現錯誤。 

郭怡青委員 想問編號 4「家庭因素役別申請文宣附加性平宣導標語」的

「附加性平宣導標語」指的是「養兒育女服役免煩惱」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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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楊欽宇委員 我推想應該是。 

 

黃馨慧委員 1. 若機關代表來開會，可以先確認要報告的內容等相關資訊，

並把其他委員建議帶回轉知業務科，因此機關代表和業務科

都可互相學習。 

2. 因為不只目前的業務科會製作宣導影片，或許可透過局裡大

家都在相關會議進行宣導，好讓大家知道要注意整體呈現部

分。 

楊文山委員 有研究指出，目前男性有越來越女性化傾向，可能的原因是受

塑化劑影響，所以未來對於女性氣質較為明顯之男性，在服役

時也可以不被歧視。可以把相關議題放入本會議討論。 

何治民委員 我想財政局部分可以透過局務會議的機會向各科室主管、二級

機關首長等進行宣導。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1. 「性別平等概念檢核表」已於 108 年 12 月 18 日函發給本府

一、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再請大家多多轉知並宣導。 

2. 另針對楊文山委員提到的部分，性平辦之前列席兵役局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時，業務科有注意此需求，體檢時將極

重隱私需求的役男與其他人時間錯開，並於 106 或 107 年

提出質性的性別分析報告「針對疑似性別認同不一致役男

參加徵兵檢查流程處理之探討」，也有被行政院收錄於重要

性別統計資料庫網站供大家參考。 

決議： 

1、109-1 報 4、109-1 報 5 解除列管。 

2、建議本組機關將「性別平等概念檢核表」於適當場合向各科室主

管、二級機關首長等進行宣導與分享。 

 

報告案 3、財政局（稅捐處）修正「臺北市娛樂稅徵收自治條例」

第 1 條、第 3 條及第 5 條一案，涉及性別影響評估事宜，

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財政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黃馨慧委員 雖性別影響評估表影響評估表已針對專家學者意見進行修正，

惟會議資料第 28 頁之「法規影響對象評估」之部分未改到，

請業務科日後有類似法規修正時再注意相關文件是否一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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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決議：本案通過並准予備查。 

 

報告案 4、財政局（稅捐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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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財政局 

決議：本案通過並准予備查。 

 

報告案 5、地政局制定「臺北市個人租賃住宅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

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例草案」一案，涉及性別影響評估事

宜，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地政局 

黃馨慧委員 本案性別影響評估表 7-2 欄位部分，因為郭老師回復書面意見

時曾說明受規範之房屋所有人仍可能有性別差異，日後再進行

性別統計時可作為政策參考，故本欄位不用特別寫無針對或無

涉性別等詞語。 

決議：本案通過並准予備查。 

 

報告案 6、財政局 109 年度性別統計項目及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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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馨慧委員 1.會議資料第 62 頁性別統計指標序號 1「公聽會參加人次性別

比率」的部分沒有數字？是沒有辦過還是沒有統計？ 

2.會議資料第 64 頁這邊性別統計指標只有人次，是否可以百分

比呈現？因為性別統計除了絕對人次數外，相對值的百分比

也可作為參考意涵。 

性平辦 

鄭維鈞執秘 

性別統計有分為指標和項目，以百分比呈現的是性別統計指

標、以人次(數)呈現的是性別統計項目，目前會議資料呈現的

是性別統計項目。 

財政局 

楊靜琴科員 

過去曾辦過公聽會但那時候主計處還沒有要求進行統計。 

黃馨慧委員 建議於備註欄增加說明，以避免大家會有所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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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通過。 

 

報告案 7、政風處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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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馨慧委員 因應現在多元性別，針對本表的「計畫預期目標」內之「兩

性」建議修正為「性別」。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目前 109 至 110 年政風處無需支應本組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家

學者出席費，而政風處為保留彈性而將出席費保留，本辦公室

予以尊重。另有部分機關同樣不需支應，進而刪除本項目預

算，建議政風處可以參考其一致作法，實際上政風處下年度也

無須支應本會議出席費，或許針對預算工作內容可以進行文字

修正。 

賴淑茹委員 因不確認 111 至 112 年由哪個機關支應，再加上議員對於機關

增減預算會放大檢視並說明原因，故政風處先行保留相關彈

性。 

性平辦 

鄭維鈞執秘 

目前 109 至 112 年期間支應本組專家學者出席費有任何書面文

件依據嗎？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本辦公室曾於 109 年 3 月 13 日發文函知本組機關 109 至 110 年

如何支應，而 111 至 112 年部分尚未確認。 

決議：本案通過，另請性平辦協調本組機關 111 至 112 年本組專家

學者出席費之支應方式。 

 

報告案 8、兵役局 110 年度性別預算概算編列情形，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兵役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性平辦 

黃逸君組員 

專家學者出席費部分，目前大部分機關編列時置於「3.其他對

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裡面，而非兵役局置於

「1-B 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列的預算」，建議調整。希望仍就

計畫或議題本質決定置放哪個類型項目，舉例來說，「1-A 針對

單一性別所編列的預算」衛生局可就母乳哺育或子宮頸癌篩檢

之類歸類此項，「1-B 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列的預算」可對於

廁所修整或同志相關班期及摺頁等歸類此項。其他例行性業務

則可歸類於「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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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豫玲委員 若有辦理性別議題的專題講座，也可認列為性別預算。 

性平辦 

鄭維鈞執秘 

依本府總計畫，目前主計處刻正研擬本府編列性別預算之編列

原則及注意事項等，未來可以讓各機關有所依循。 

決議：本案通過，若兵役局 110 年性別預算編列情形表內容可調

整，建請修正。 

參、臨時動議 

臨時提案 1、政風處新增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一案，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政風處 

決議：本案通過。 

臨時提案 2、兵役局新增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一案，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兵役局 

決議：本案通過。 

 

肆、散會：下午 3時 3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