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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8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 

109年2月26日經民政局性平小組決議通過 

■組別（甲、乙、丙、丁組）：甲 組 

 

 姓名 科室 職稱 任務 

性別議題聯絡人 

楊妍盈 戶籍行政科 股長 1. 熟悉本府性別主流

化總計畫。 

2. 從性別視角審核、

監督機關內之政

策、措施、方案、

計畫。 

林峯裕 人口政策科 股長 

陳美雪 人事室 股長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承辦

人 

黃珮雯 人口政策科 助理員 

承辦人直屬長官 林峯裕 人口政策科 股長 

             

一、 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  

（可簡述年度推展性平業務與往年不同之處、特別著力之處、抱持之理念與原則，或可列舉機關最重要推動性別平等之措施，簡述

辦理方式及其促進性別平等之影響，至多書寫三項，列舉之形式與內容不拘，若無可免填報。） 

 

⚫ 幸福起跑線—邁向婚姻平權的最後一哩路 

    本局為本府同志業務聯繫窗口，自100年起定期召開同志業務聯繫會報，辦理同志公民活動，打造本市為友善同志的彩虹城市，本府104年

聲請釋憲，促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保障婚姻平權，108年呼應臺灣同婚上路，為傳遞市府祝福，同時宣導多元平等、

和諧共融價值，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系列活動如下： 

一、獨步全臺辦理各項因應同性婚姻登記措施： 

(一) 辦理「認識同志家庭講習」及訂定5月24日同婚登記作業機制：調派本市12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及殯葬處為民服務同仁及志工受

訓，邀請同志團體安排講師，以增加同仁性別敏感度及正確服務態度；另率先開放同婚預約及訂定作業機制，針對本市戶所辦理

「同性婚姻法制化戶籍登記因應說明教育訓練」，積極因應同婚首日登記。共辦理13場講習，受訓人員包括本市12區公所、戶政

事務所及殯葬處為民服務同仁及志工，共1,312人。 

(二) 設置本府官方「LGBT 資訊專區」及同志諮詢熱線：全臺第一個政府機關設置 LGBT 資訊專區網站，彙整524同性婚姻登記及後續

相關權益 Q&A，另設置同志諮詢熱線，專線分機號碼2524，取名2（TO；邁向）524諧音，有效協助同志朋友結婚登記等相關問

題。 

二、同婚元年辦理系列同志活動，傳遞多元平等和諧價值： 

(一) 舉辦戶外同婚派對，傳遞市府祝福：本府是全臺首度以政府機關身分，特別為終於可以結婚的同志伴侶舉辦戶外婚禮派對，108年

5月24日同婚首日在信義區行政中心外的信義廣場舉辦，市府及同志親友們給予20對完成結婚登記的同志新人誠摯祝福，加拿大駐

台北貿易辦事處芮喬丹代表、歐洲經貿辦事處馬澤璉處長、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Jose Luis Echaniz Cobas 處長及英國在台辦事處畢騰

安代表也出席現場一同歡慶，活動當日吸引國內外媒體熱烈報導，如：CNN、BBC、The Guardian 等，宣傳效益驚人。 

(二) 辦理「同婚論壇2.0」：於 NGO 會館舉辦，邀請律師、社工師及同志伴侶分享交流婚姻生活及伴侶相處。 

(三) 舉辦「現在就是未來—同志公民活動20週年紀念展」，展現臺灣20年同志大小事：在人潮熱鬧的信義威秀徒步區設置六座戶外裝置

藝術，以 TAIPEI 六個英文字母呈現，內容以一個臺北市民同志小安為主角，梳理他/她這20年的生命歷程，直到108年5月24日終於

可以合法登記結婚，展期自108年10月23日至11月13日止，共展覽22天，創意設計及活潑插畫吸引來往民眾駐足觀賞，進而了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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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朋友這20年的漫漫長路，傳達友善包容價值。 

(四) 系列同志活動共計約8,360人次；媒體總露出則數達287則。臺灣同性結婚登記合法化，在多元平權的發展過程中，是重要的一大

步，但還不是最終的一步，推動社會溝通、讓所有人能夠看到同志的真實生命，仍是眾人共同努力的方向，未來將持續推動相關

政策，並持續倡導多元和諧共融價值。 

 

 

 

⚫ 推動助您好孕3.0「我們的孩子 我們一起養」專案 

    「助妳好孕」專案自100年起施行，結合民政、社會、教育、職場、醫療等整合性資源，直接提供補助津貼以減輕父母生育負擔，對於提

高生育率已有初步成效，也帶動其他縣市及中央政府投入資源鼓勵生育措施，同時促使社會重視人口及性別議題。104年起陸續針對托育與

幼教強化公共支持，期間接提高婦女勞動參與及職家平衡，以提高生育率。為減輕市民生育負擔、提高生育意願，108年配合中央少子女化

對策計畫，提升助您好孕專案，整合本府各項育兒措施，區分為「優生保健」、「現金補助」、「托育幼教公共支持」、「職場友善」、「環境友

善」及「公共住宅」等6大構面，強化學齡前幼兒福利措施，提供普及、優質、平價、近便的育兒資源，讓「我們的孩子我們一起養」。 

    108年本市率先補足2-3歲補助空窗期缺口，帶動中央跟進發放，108年8月6日辦理說明記者會，透過市府臉書「Humans of Taipei 我是台北

人」、市府官方 LINE 及捷運燈箱等多元管道宣導。因中央及市府育兒補助項目眾多，一般市民不易清楚掌握正確的資訊，藉由優化助妳好孕

3.0網站，單一窗口整合育兒資訊，讓完整資訊都能在該網站上搜尋找到，自108年8月上線至12月底，瀏覽人次達35萬6,125人。另針對北市家

長量身打造「助妳好孕小精靈」及「幼兒園津貼補助一點靈」動態查詢系統，統整北市與中央的育兒補助項目，減少父母育兒的資訊焦慮

感。 

    109年正式更名為「助您好孕」，希望民眾意識到，生養小孩不單是女性的事情，是需要爸爸媽媽雙方共同努力付出的，希望性平政策成為

生育治理的一部分，讓家務平權觀念落實在家庭生活中。 

 

⚫ 新移民會館通譯人員延伸服務-通譯到校 

    本市新移民會館全國首創提供新移民學習與交流的場所，並定點安排英、越、印、泰4國語言通譯人員進駐提供諮詢服務；為協助海外返

國新移民家庭子女就學期間溝通及生活，本府民政局建立走出館外之通譯服務，陪伴孩子適應學校生活。 

一、執行方式： 

(一) 試辦階段:104 年 5 月至 105 年 8 月，由本局評估需求並派員服務。 

(二) 建立服務流程：105 年 9 月起，為讓通譯資源更適當運用，通譯到校服務作業轉銜，以跨局處合作方式，由教育局初審學校需求

後，提送本局辦理複審與通譯派員事宜；亦整合跨局處資源，依個案需求提供關懷訪視與生活適應資訊。 

(三) 定期檢討：服務個案定期於「臺北市政府強化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追蹤執行進度，及於「臺北市政府新移

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報告執行成果。 

(四) 108年9月正式新增通譯到校項目至本市新移民關懷訪視系統，每案轉介教育局追蹤學習及社會局家庭訪視，依個案不同需求提供

關懷訪視協助與生活適應資訊。如遇家庭扶助、情感支持，乃至衛生醫療諮詢需求，可由民政局為聯繫平臺，透過「新移民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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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系統」轉介權責機關協處，尋求各種可用資源協助新移民家庭，並定期於跨局處工作小組會議逐案討論、追蹤進度，多面向

協助個案生活，非僅提供單一通譯服務。 

二、執行成效 

(一) 108年度服務24個孩子(含跨年度服務個案，計4,504小時)，服務迄今總時數達12,297小時，期能藉由來自家鄉通譯人員的陪伴，讓

孩子順利適應學校生活；截至108年12月總計服務50名個案，目前已有31名孩子經由通譯到服務後，提升中文能力，順利接軌學校

生活，結束申請服務。 

(二) 108年共計投入38名通譯服務人力，其中越南語14名、英語11名、泰語6名、印尼語5名，並於本年度新增2名韓語通譯。 

 

⚫ 臺北市釋奠典禮與祭人員之「古」與「今」-臺北孔廟突破傳統性別框架 樹立祭典文化新典範 

    臺北孔廟興建於民國18年，自民國19年起舉辦釋奠典禮，至今已舉辦88年，釋奠典禮的與祭人員，包含主祭官、分獻官、糾儀官、陪祭

官、禮生、樂生、佾生等，囿於傳統習俗禁忌、社會價值觀念的緣故，以及傳統認為女性體力較為不足的問題，另加上祭祀活動中認為女性

有月經，有「不潔」印象，依例均為男性與祭。隨著社會的進步及時代的演變，臺北孔廟長期為落實性別主流化而努力，過程中雖有各方反

對意見，但臺北孔廟仍堅持性別平權價值，祭典中各司職人員亦從限定男性擔任逐漸開放女性參與。 

    為精進司職人員招募作業，孔廟管理委員會於108年針對近五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相關二級資料進行性別統計分析，並深度訪談各

司職指導教練與老師，試圖了解各招募過程中，有無男女條件限制與性別上之優勢，抑或傳統刻板印象至今是否仍影響擔任意願。從分析報

告結果顯示，與祭人員（主祭官、分獻官、糾儀官、陪祭官）、佾生及樂生，其各與祭人員背景與組成過程皆大有不同，而隨時代的演變，

使得原先皆以特殊資格限制參與並以僅男性參加等條件，皆逐漸走向不分性別皆可參與的模式；惟禮生早期因由父執或家屬具備功名者才可

以擔任，均選自教育界人士、當代尊孔文人、以及保安宮與地方德高望重之仕紳家族等男性為主；即使近來開始有學校團體加入，但囿於傳

統禮俗以及儒家講求「禮」制，因此釋奠典禮中的禮生，動靜皆須符合規範，從行進的步伐到執禮的動作，皆需要經過訓練及修身養性，依

據傳統觀念，認為只有男性方可以達成，故仍僅限男學生擔任。 

    臺北孔廟自民國97年首次辦理春祭，相較於釋奠典禮的嚴肅莊重，春祭展現出活潑躍動的元素。民國101年首次有女禮生加入執禮行列，

至民國102年之春祭，禮生70人中男女禮生各35人，首度達到1：1，至民國105年停辦春祭執禮後，惟獨儀禮莊嚴肅穆的釋奠典禮仍只招募男

性。為落實性別主流化，建構無性別歧視的文化禮俗儀典，於106年釋奠典禮首次招募明倫高中女學生加入禮生行列，突破以往祭孔大典限

男性擔任禮生之慣例；至今每年仍積極擴大招募女性禮生，使得女性禮生比例逐年上升，108年釋奠典禮招募學生禮生19名中，其中女性占9

名，比例為47%，較107年成長了1倍。目前儒學思想文化遍布全球各地，包含日本、韓國等國家均設有孔廟，並辦理祭孔典禮以表達對孔子

的敬意，各國祭典規模與形式依據傳統習俗與當地民俗風情因地制宜。101年臺北孔廟釋奠典禮敬邀韓國曲阜孔氏漁村公宗會會長孔天植觀

禮，其中孔會長表示臺北孔廟祭孔與韓國孔廟祭孔方式大致相同，唯獨韓國沒有女性禮生，並讚嘆臺北孔廟祭典性別平等意識的實踐，讓莊

嚴典禮增添柔和美，這次訪臺經驗亦使韓國往後效仿提升祭孔典禮的性別平等價值觀。資深禮生部份，因為資深禮生制度係一套傳承的制

度，各資深禮生皆由年輕時擔任至今，囿於早年皆限制男性擔任，導致現今資深禮生為皆為男性的情形。部分資深禮生表示認同孔廟因應現

今性別平等的趨勢，開始招募女性禮生，期待女性禮生的經驗能延續下去，勢必可創造儒學文化的傳承效果，期許學生女性禮生未來也能晉

升資深禮生老師行列，讓釋奠典禮的樣貌更加多元化，跳脫出傳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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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祭祀文化中的性別刻板遵循著主從、尊卑的性別觀，採取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公領域為男性專擅範疇，女性涉入時往往遭受

各界評議，甚至因性別而否定其能力，有如早期孔廟祭典活動亦為僅由男性擔任祭祀者，禁止女性參與之情事。因此，可發現社會與祭祀文

化係影響性別平等意識與營造友善的性平環境關鍵因素，而傳統民俗習慣範疇往往都是較難突破的性別障礙類型。孔廟祭典文化嘗試改變男

女在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努力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CEDAW 第5條），使

與祭人員突破男女框架，努力弭平文化結構中對性別的不友善現象。 

 

二、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一） 成員（丁組性別議題聯絡人未達3人以上者，可於說明欄中備註說明） 

 總數 男性 女性 單一性別比例（較低者） 無法達到單一性別三分之一以上者請說明原因 

性別議題聯絡人 3 1 2 1/3  

全體委員 21 7 14 1/3  

 

（二） 運作情形 

 會議主席 

（請勾選，主席為｢其他｣者，請填報職稱。） 

全數委員出席狀況 

（請勾選） 
府外委員出席者 

（請一一填報姓名） 
首長 副首長 主秘 其他 全數委員出席 超過 2/3委員出席 

108-

1 
 V   

20 V 黃馨慧、楊文山 

108-

2 
 V   

19 V 師豫玲、黃馨慧、楊文山 

108-

3 
 V   

20 V 師豫玲、黃馨慧、楊文山 

 

●附件1：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開會情形一覽表 

●附件2：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辦理情形一覽表 

 

三、 性別意識培力 

（一） 一般公務員參訓比率  

（「一般公務人員」係指機關組織編制內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有案之職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3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總人數：123                 男性人數：43            女性人數：80 

 一般公務員完成人數 一般公務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3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123 100% 43 100% 80 100% 

 

（二） 主管人員參訓比率  

（「主管人員」係指市府及機關正副首長、正副幕僚長及單位主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3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主管總數：36                 男性主管數：9            女性主管數：27 

 主管完成人數 主管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3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36 100% 9 100% 27 100% 

 

（三） 聘僱人員參訓比率  

（｢聘僱人員｣係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二點（一）、（二）之適用對象，每人每年均須完

成3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 

總人數：6                 男性人數：1            女性人數：5 

 完成人數 完成比率 男性完成人數 男性完成比率 女性完成人數 女性完成比率 

完成3小時 

性別主流化訓練 
5 83% 0 0%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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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參訓時數 

(本府各機關構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每人每年均須完成18小時課程訓練，其中1天以上應屬進階課程。 

年中間因職務異動，或人數超過總計畫規範者，機關可擇其中培力時數較高者填寫。) 

 姓名 年度培力總時數 進階課程時數 

性別議題聯絡人 楊妍盈 23 15 

性別議題聯絡人 林峯裕 23 20 

性別議題聯絡人 陳美雪 19 13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 黃珮雯 11 6 

 

（五） 自辦訓練（含跨機關聯合辦理，請自行增加欄位複製選項） 

項

次 

辦理日期

或預計辦

理日期 

訓練班期(活

動)名稱 

訓練對象 

（可複選） 

訓練目標(內

容)或活動簡

介 

講師資

料 

課程類別 

（可複選） 

訓練方式 

（可複選） 

時

數 
參加人數 

1.  108-04-23 

性別主流化

專題講座 -從

韓劇中看性

別平等與兩

性關係 

■ 一 般 公 務 人

員：本局暨所屬

機 關 人 員 

□ 高 階 公 務 人

員 ： 

□其他：_______ 

提昇本局暨所

屬機關同仁性

別平等意識，

並建立性別主

流化概念。 

張 雪 芳

（ 台 北

城 市 科

技 大 學

兼 任 講

師 、 後

山 廣 播

電 台 節

目 製 作

主 持

人）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例討論 

■設計課後評估或

滿意度調查問卷 

2 

總計35人 

男14人 

女21人 

2.  108-5-13 
認識同志家

庭 

■ 一 般 公 務 人

員：本局暨所屬

機 關 人 員 

□ 高 階 公 務 人

員 ： 

□其他：_______ 

提昇本局暨所

屬機關同仁性

別平等意識，

並建立性別主

流化概念。 

彭 治 鏐

(台灣同

志 諮 詢

熱 線 協

會 副 祕

書長)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例討論 

■設計課後評估或

滿意度調查問卷 

3 

總計53人 

男13人 

女40人 

3.  108-11-19 
從電影看見

多元性別 

■ 一 般 公 務 人

員：本局暨所屬

機 關 人 員 

□ 高 階 公 務 人

員 ： 

□其他：_______ 

提昇本局暨所

屬機關同仁性

別平等意識，

並建立性別主

流化概念。 

羅 珮 嘉

(台灣女

性 影 像

學 會 秘

書長) 

■基礎課程 

□進階課程 

 

□CEDAW 

□性別主流化 

■一般講授 

■多元形式* 

■含實際案例討論 

■設計課後評估或

滿意度調查問卷 

3 

總計53人 

男14人 

女39人 

*「訓練方式」之「多元形式」係指：非僅以傳統講師授課方式辦理，而採多元形式，如工作坊、電影賞析、讀書會、選讀性平相

關媒材、個案研討、角色扮演、體驗學習、案例演練等 

四、 性別統計及分析 

（一）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項目 

名稱 數量 

主計處列管 機關構列管 

既有性別統計指標 27  

既有性別統計項目 36  

 

（二）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 

項

次 
新增指標名稱 新增指標定義及說明 

列管層級（請勾選） 

主計處列管 機關構列管 

1.  本市百歲人瑞性別比率 以本市實際設籍(指現戶中，非已逕遷戶所、已聲請死亡宣告

或處理中(列失蹤人口)等情形)之100歲以上人口數 

V  

 

（三） 新增性別統計項目 

項

次 
新增項目名稱 新增項目定義及說明 

列管層級（請勾選） 

主計處列管 機關構列管 

1.  本市百歲人瑞按性別分 以本市實際設籍(指現戶中，非已逕遷戶所、已聲請死亡宣告

或處理中(列失蹤人口)等情形)之100歲以上人口數 

V  

 

（四） 性別統計分析專題             

項 分析專題名稱 辦理科室或受委託辦理單位名稱 提送性平小組專題報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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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間 

1.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性別分析 自治行政科 108年3月12日、108年7月26

日 

2.  中庸之道:臺北孔廟近5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性別分析

專題 

孔廟管理委員會 108年3月12日、108年7月26

日、108年12月11日 

 

●附件3性別統計分析專題（請全數檢附） 

 

五、 性別影響評估：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表提報情形 

（一） 自治條例 

項

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

（若無可免填） 

程序參與方式及專家學者

姓名（依方式擇以下一欄
內填入專家學者姓名） 

專家學者 

意見項數

(幾項) 

專家學者 

參採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書面審查 性平小組 

1.  無       

2.         

3.         

（二） 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項

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

（若無可免填） 

程序參與方式及專家學者

姓名（依方式擇以下一欄
內填入專家學者姓名） 

專家學者 

意見項數

(幾項) 

專家學者 

參採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書面審查 性平小組 

1.  無       

2.         

3.         

（三） 重大施政計畫 

項

次 
評估方案名稱 

摘要針對特定性別之影響，或參採專家學

者意見後之計畫調整或修正等相關脈絡。

（若無可免填） 

程序參與方式及專家學者

姓名（依方式擇以下一欄
內填入專家學者姓名） 

專家學者 

意見項數

(幾項) 

專家學者 

參採項數

(幾項) 

完成時間 

書面審查 性平小組 

1.  「臺北市防災

士培訓計畫」 

  黃馨慧、楊

文山 

0 0 108年3月12

日 

2.  「臺北市各區

戶政事務所出

生登記暨子女

從姓宣導」 

  師豫玲、黃

馨慧、楊文

山 

2 2 108 年3月12

日、7月26

日、12月11

日 

六、 性別預算 

（一） 本年度（108）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預期受惠對象及性別比） 

1.  同志公民業務 1,450,000 以「尊重少數，多元發展」為基調，提升市民對多元性別之認識，從社區、

教育、職場、醫療等面向打造友善同志之城市，藉由辦理全市各區社區講

座、同志相關議題影展、座談會、論壇或其他多元方式推展同志平權議題，

並製作宣導影片、友善同志文宣品等，以常態性及生活化的方式營造友善同

志社區環境。 

2.  新移民生活適應

輔導業務 

11,432,000 1. 幫助新移民瞭解在地生活風俗及民情，瞭解在臺所擁有之權利義務事宜，

增強生活適應能力。 

2. 強化新移民投入社會參與成果之能見度，使國人接受其為社會重要協力之

事實，提升本市性別平等之觀念。 

3. 促進新移民家庭與社區互動，讓尊重多元及性別平等觀念融合市民生活。 

3.  助您好孕生育獎

勵金 

520,000,000 1. 預計每年約2萬6,000名新生兒母親受益。 

2. 藉由落實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保障懷孕青少女之照顧及權益，提供

婚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相同之社會福利服務」具體行動措施，讓無論單身

或結婚女性懷孕生產，皆可領取生育獎勵金，實質取得家庭支持照顧系統

之服務，有助於提升婦女權益。 

4 出生、結婚、遷

入、離婚及死亡

5大類生活實用

手冊 

250,000 1. 破除我國傳統觀念以男性為主的家庭觀，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

主內」…等，強調家庭係建立在兩性平權（性別平權）、彼此尊重、互相

扶持、家事分擔等，以共同永續經營美滿的婚姻與家庭。 

2. 對於離婚事件雙方當事人均給予對等的關懷，並提供心理諮商管道，以提

升當事人對婚姻及不同性別的差異性認知。 

 總計 533,1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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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年度（109）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項次 計畫項目 預算數 對促進性別平等的影響（預期受惠對象及性別比） 

1.  同志公民業務 1,535,000 以「尊重少數，多元發展」為基調，提升市民對多元性別之認識，從社區、

教育、職場、醫療等面向打造友善同志之城市，藉由辦理全市各區社區講

座、同志相關議題影展、座談會、論壇或其他多元方式推展同志平權議題，

並製作宣導影片、友善同志文宣品等，以常態性及生活化的方式營造友善同

志社區環境。 

2.  新移民生活適應

輔導業務 

12,816,000 1. 幫助新移民瞭解在地生活風俗及民情，瞭解在臺所擁有之權利義務事宜，

增強生活適應能力。 

2. 強化新移民投入社會參與成果之能見度，使國人接受其為社會重要協力之

事實，提升本市性別平等之觀念。 

3. 促進新移民家庭與社區互動，讓尊重多元及性別平等觀念融合市民生活。 

3.  助您好孕生育獎

勵金 

480,000,000 1. 預計每年約2萬4,000名新生兒母親受益。 

2. 藉由落實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保障懷孕青少女之照顧及權益，提供

婚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相同之社會福利服務」具體行動措施，讓無論單身

或結婚女性懷孕生產，皆可領取生育獎勵金，實質取得家庭支持照顧系統

之服務，有助於提升婦女權益。 

4. 出生、結婚、遷

入、離婚及死亡

5大類生活實用

手冊 

250,000 1. 破除我國傳統觀念以男性為主的家庭觀，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

主內」…等，強調家庭係建立在兩性平權（性別平權）、彼此尊重、互相

扶持、家事分擔等，以共同永續經營美滿的婚姻與家庭。 

2. 對於離婚事件雙方當事人均給予對等的關懷，並提供心理諮商管道，以提

升當事人對婚姻及不同性別的差異性認知。 

 總計 494,601,000  

 

（三） 下年度與本年度相較之增減：減少3,853萬1,000元，增減情形說明如下 

1. 「助您好孕生育獎勵金」依本局委託辦理之人口推估報告，預估109年度新生兒人數約2萬4,000人，故減列4,000萬元。 

2. 「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業務」109年編列1,281萬6,000元，較上年度增加138萬4,000元，主要增減原因如下: 

(1) 為提升新移民創業及就業能力，持續開辦證照課程，經評估108年經費(59萬8,800元)，爰編列60萬元，辦理新移民相關證照

課程。 

(2) 新移民 E 化業務費用，原編列269萬元，因應網站翻譯字數增加8萬字(8國語言各增加1萬字)、新增加參與式預算專區定期維

護及語言交流教學單元，另刪減108年影片製作項目，經估算淨增38萬2,141元，爰增加38萬2,000元。 

(3) 新移民會館展覽活動經費，原編列60萬元，為因應南港新移民會館108年遷移至士林公民會館，使用其201展間、206及207教

室，規劃為多元文化空間，為活化服務空間，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爰規劃全年度兩館辦理多場次系列活動及文化展覽，引

領市民與新移民認識不同文化特色，爰增加60萬元。 

(4) 新移民會館燈管汰換已執行完畢，109年無須編列，爰刪減19萬8,000元 

3. 「同志公民業務」109年編列153萬5,000元，較上年度增加8萬5,000元，係因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專家學者出席人次眾多，爰增加邀

請學者專家出席費8萬5,000元。 

七、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 

辦理單位及規範：各一級機關構依組別每年辦理類別及項目如下： 

（一）甲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5類，總計至少6項。 

（二）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4類，每類至少1項。 

（三）丙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3類，每類至少1項。 

（四）丁組：下開二、（一）至（六）項，每年至少辦理2類，每類至少1項。 

類別 項目 

請依序填入年度辦理該類別項目之政

策、方案、措施或計畫名稱（若該類

別項目無，則空白即可）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

或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

需求主動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

策、措施、方案、計畫等。 

⚫ 獨步全臺辦理各項因應同性婚姻

登記措施。(戶籍科、人口科)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

動具體措施。 

⚫ 持續推動「宣導治喪儀程提升性

別平等」實施計畫。(殯葬處) 

3、主動規劃與推動相較於現行法令更加

友善之性別平等措施。 

⚫ 臺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受理同性

伴侶註記作業方式。(戶籍科) 

⚫ 核發同性伴侶證。(戶籍科) 

4、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

動或方案，例如兒童節、婦女節、社工

日、母親節、護理師節、國際反恐同

⚫ 辦理88節熱氣球野餐園遊會。(人

口科) 

⚫ 辦理108年母親節活動-「萬語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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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請依序填入年度辦理該類別項目之政

策、方案、措施或計畫名稱（若該類

別項目無，則空白即可） 

日、父親節、臺灣女孩日等。 言、話為祝福~母親節溫馨卡片傳

心意」。(萬華戶所) 

5、其他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

案或計畫。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

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如人民團

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1、納入區公所及所屬機關為一級機關構

性別主流化計畫實施對象。 

 

2、鼓勵、督導區公所及所屬機關訂頒推

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

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

推動性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 108年度里鄰長研習納入性別意識

培力課程。(自治科) 

⚫ 辦理各界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

施表揚計畫。(人口科) 

⚫ 結合民間資源，強化新移民服務

措施。(人口科) 

⚫ 臺北市孔廟釋奠典禮持續招募女

性擔任執禮禮生，打破僅限男性

擔任禮生之慣例。(孔廟) 

⚫ 本市各區公所持續推動執行性平

相關計畫與措施。(各區公所) 

 

4、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評鑑及考

核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

之計畫或方案等，納入對象若有推動性

別平等之事項得以加額補助、優先補

助、加分等積極獎勵作為。 

⚫ 108年度殯儀喪葬業務評鑑，維持

「性別平等推動情形」為加分項

目。(殯葬處)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 108年臺北市同志公民系列活動。

(人口科) 

⚫ 臺北市孔廟釋奠典禮持續招募女

性禮生，使女性禮生比例逐年上

升，打破以往祭孔大典僅限男性

擔任禮生的慣例。(孔廟) 

⚫ 設置「松山好孕報」製作專區。

(松山戶所) 

⚫ 辦理歡慶聖誕結婚活動。(中正戶

所)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 108年臺北市同志公民系列活動。

(人口科) 

⚫ 108年度未立案宗教場所負責人業

務研習及立案宗教業務研習納入

性騷擾防治課程。(宗教禮俗科) 

⚫ 108年度殯葬業者研習會納入性平

專題講座。(殯葬處) 

⚫ 區公所辦理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

課程，納入性平課程。 

⚫ 中正區公所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

講座。 

⚫ 大同區公所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

講座。 

⚫ 北投區公所於員工鮮活時間辦理

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 

3、於活動宣導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概

念，宜與活動相關為佳，盡量避免僅有

口號宣導。 

⚫ 區、戶所辦理活動併同宣導性別

平等(對象為內部同仁、志工及里

鄰長)。 

⚫ 區、戶所辦理活動併同宣導性別

平等(對象為一般市民)。 

4、辦理活動時優先考量設有性別友善設

施設備之場地。 

 

5、規劃性別友善專區提供服務。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

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衡平

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

務等。 

⚫ 設置「松山好孕報」製作專區。

(松山戶所) 

⚫ 辦理歡慶聖誕結婚活動。(中正戶

所) 

⚫ 各區公所辦理新移民課程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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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請依序填入年度辦理該類別項目之政

策、方案、措施或計畫名稱（若該類

別項目無，則空白即可） 

供幼童臨托服務。(各區公所)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1、針對與機關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

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

或案例，如社工、托育人員、警察、消

防員、護理師、照顧服務員等。 

⚫ 「跨越你我-性別友善手冊」。(內

湖戶所) 

2、針對機關構業務研發一般具性別平等

意識或 CEDAW 概念之教材或案例彙編

等。 

⚫ 認識同志摺頁。(人口科)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

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 108年臺北市同志公民系列活動。

(人口科) 

⚫ 88節熱氣球野餐園遊會。(人口科) 

⚫ 辦理「新世代多元家庭面面觀」

講座。(人口科) 

⚫ 108年度里鄰長研習納入性別意識

培力課程。(自治科) 

⚫ 108年度未立案宗教場所負責人業

務研習及立案宗教業務研習納入

性騷擾防治課程。(宗教禮俗科) 

⚫ 108年度殯葬業者研習會納入性平

專題講座。(殯葬處) 

⚫ 區公所辦理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

課程，納入性平課程。 

⚫ 區、戶所辦理活動時，併同宣導

性別平等(對象為內部同仁、志工

及里鄰長)。 

⚫ 區、戶所辦理活動時，併同宣導

性別平等(對象為一般市民)。 

⚫ 區戶所官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

區」，並配合區域特性設置「新移

民輔導措施」及「新移民活動專

區」；另設置「出生、結婚、遷

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

冊電子檔連結(各區公所、戶所) 

⚫ 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以海報、文

宣、跑馬燈等多元形式宣導性別

平等。(各區公所、戶所) 

⚫ 戶所臉書粉絲團宣導性平資訊。

(各戶所) 

⚫ 製作具性別平等意識文宣及規劃

同婚業務宣導專區(信義戶所)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

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

等。 

⚫ 108年臺北市同志公民系列活動。

(人口科) 

⚫ 88節熱氣球野餐園遊會。(人口科) 

⚫ 辦理「新世代多元家庭面面觀」

講座。(人口科) 

⚫ 108年度里鄰長研習納入性別意識

培力課程。(自治科) 

⚫ 108年度未立案宗教場所負責人業

務研習及立案宗教業務研習納入

性騷擾防治課程。(宗教禮俗科) 

⚫ 108年度殯葬業者研習會納入性平

專題講座。(殯葬處) 

⚫ 區公所辦理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

課程，納入性平課程。 

⚫ 區、戶所辦理活動時，併同宣導

性別平等(對象為內部同仁、志工

及里鄰長)。 

⚫ 區、戶所辦理活動時，併同宣導

性別平等(對象為一般市民)。 

⚫ 區戶所官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

區」，並配合區域特性設置「新移

民輔導措施」及「新移民活動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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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請依序填入年度辦理該類別項目之政

策、方案、措施或計畫名稱（若該類

別項目無，則空白即可） 

區」；另設置「出生、結婚、遷

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

冊電子檔連結(各區公所、戶所) 

⚫ 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以海報、文

宣、跑馬燈等多元形式宣導性別

平等。(各區公所、戶所) 

⚫ 戶所臉書粉絲團宣導性平資訊。

(各戶所) 

⚫ 製作具性別平等意識文宣及規劃

同婚業務宣導專區(信義戶所)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 概念

之宣導文宣：須有具體宣導內容。 

⚫ 認識同志摺頁。(人口科) 

⚫ 臺北市新移民幸福手冊。(人口科) 

⚫ 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

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書【寶貝

篇】、【牽手篇】。(戶籍科) 

⚫ 製作具性別平等意識文宣及規劃

同婚業務宣導專區(信義戶所) 

⚫ 殯葬處官網設置「生命愛蛻變」

（殯葬處服務手冊）電子書納入

性別平等議題。(殯葬處) 

（六）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及

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

則情形 

1、 所屬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

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

諮詢委員 

2、所屬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

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3、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公務人員考

績甄審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原則。 

⚫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考績暨甄審委

員會      

 

成果說明： 

1. 請依組別要求自行增刪欄位與欄位大小。 

2. 可於欄位中檢附相關照片及說明，或提供相關資料連結及附件，自由排版呈現。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方案名稱：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獨步全臺辦理各項因應同性婚姻登記措施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1、依轄內社經發展狀況與不同性別人口需求主動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

策、措施、方案、計畫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張瑜庭 

        職稱:科員 

        分機: 6269 

內容概述 1、辦理「認識同志家庭講習」及訂定5/24同婚登記作業機制：調派本市12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及

殯葬處為民服務同仁及志工受訓，邀請同志團體安排講師，以增加同仁性別敏感度及正確服務態

度；另率先開放同婚預約及訂定作業機制，針對本市戶所辦理「同性婚姻法制化戶籍登記因應說

明教育訓練」，積極因應同婚首日登記。 

2、設置本府官方「LGBT資訊專區」及同志諮詢熱線：全臺第一個政府機關設置 LGBT資訊專區網

站，彙整524同性婚姻登記及後續相關權益 Q&A，另設置同志諮詢熱線，專線分機號碼2524，取名2

（TO；邁向）524諧音，有效協助同志朋友結婚登記等相關問題。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本府104年聲請釋憲，促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保障婚姻平權，108年呼應臺

灣同婚上路，藉由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提升第一線為民服務同仁性別敏感度；另規劃「LGBT資訊

專區」及同志諮詢熱線，彙整524同性婚姻登記及後續相關權益 Q&A，讓同志朋友能有效獲取相關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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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成果 1、「認識同志家庭講習」共辦理13場講習，受訓人員包括本市12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及殯葬處為

民服務同仁及志工，共1,312人。 

 
 

 

 

 

 

 

2、LGBT資訊專區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1-2規劃「宣導治喪儀程提升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 殯葬管理處 總務課 

聯絡窗口姓名:林郁慈 

職稱:課員 

分機: 87329686轉29726 

內容概述 為使喪葬禮俗更符合時代改變，殯葬管理處於105年特訂定「宣導治葬儀程提昇性別平等」方案，

將性別平等融入殯儀喪葬業務，藉由發放關懷袋及問卷的方式，並透過殯葬服務業者宣導，期望

改變傳統「主祭者及捧斗者僅限男性擔任」之男尊女卑不平等觀念，以落實性別平等觀點於治喪

儀程。為使方案推動更為完善，於106年第1次性平小組會議決議，由殯葬處依據問卷統計分析結

果，並邀集專家學者召開諮詢會議，規劃「宣導治喪儀程提升性別平等」實施計畫。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1. 在性別平等意識逐漸受到重視的現代，喪葬禮俗仍存在許多以父權意識為導向和不符性

別尊重觀念的儀節及做法，因喪葬文化受到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所影響，要在短時間內

改變民眾對於喪禮文化的認知實屬不易，且需要時間慢慢推行。   

2. 規劃「宣導治喪儀程提升性別平等」實施計畫係期望改變傳統喪葬文化對於女性的「不

友善」，而非降低男性在治喪過程的重要性，無論性別為何，皆能在對於亡者表達思念及

祭祀的過程中獲得平等對待。 

辦理成果 
佐證資料: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宣導治葬儀程提昇性別平等」方案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臺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受理同性伴侶註記作業方式及核發同性伴侶證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3、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 
 

項目 

3 

主責單位 

(窗口) 

戶籍行政科，陳桂瑋/科員/02-27208889分機6255 

內容概述 實施時間；104年6月17日起 

對象；年滿20歲單身且其中一方在國內現有戶籍、一方為未承認同性結婚國家國人，並有同性伴

侶註記需求者。 

方式：戶政資訊系統中註記 

內容：辦理同性伴侶註記並核發「同性伴侶證」 

特色：「同性伴侶證」，與公函均可作為同性伴侶註記之證明。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基於憲法平等原則，及尊重性別多元文化，在跨境同性伴侶未能全數皆可辦理結婚登記前，提供

同性伴侶申請於戶政資訊系統中註記，以因應其社會生活互助之需求及對外關係之證明，並促進

同性伴侶權益之保障，達成營造友善環境、尊重多元及性別平等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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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成果 （二）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2、針對重要性別平等議題，主動規劃推動具體措施。 

(1) 臺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受理同性伴侶註記作業方式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現行民法限制同性婚姻之規定違憲。基於保障同

性伴侶之權益，內政部於106年6月7日以台內戶字第1060420398號函揭示「同性伴侶註記，

係為法制化前落實保障『同性婚姻』之基本方法」。108年5月24日起同性者可辦理結婚登

記，跨境婚姻部分，仍須視雙方之本國法是否承認同婚，是以，仍持續受理無法辦理結婚

登記之跨境伴侶註記。自104年6月17日開辦截至108年12月底，共計辦理917對。 

(2) 核發同性伴侶證 

  自104年6月17日起開辦同性伴侶所內註記，並製發公文證明其註記事實，惟部分同性伴侶

反映，註記公文為 A4大小，不便攜帶，因此自105年12月26日起核發「同性伴侶證」，與身

分證同樣大小，功能與註記公文相同，方便同性伴侶社會互動與證明身分的需求。截至108

年12月底，總計核發同性伴侶證1292張，其中男性368張、女性924張。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88節熱氣球野餐園遊會」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4. 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例如兒童節、婦女節、社工日、母

親節、護理師節、國際反恐同日、父親節、臺灣女孩日等。 

(五) 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活

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

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 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凃佳雯 

職稱:辦事員 

分機:6170 

內容概述 1.父親節主題為「家事一人做一半 用心體貼另一半」，宣導家務合理分工議題，活動包含宣傳記者

會與熱氣球野餐園遊會。 

2.配合宣導「家事一人做一半 用心體貼另一半」家務分工之性別平權政策宣導；記者會與「1111

人力銀行」合作，針對家務分工情形進行問卷調查，並運用 Facebook及 IG，寫下標語 hushtag活

動主題及活動名稱，並標記好友的方式，進行活動報名並加強宣傳。 

3.父親節活動於108年8月3日假大佳河濱公園辦理，活動內容有闖關活動、熱氣球體驗，園遊會亦

邀請民間團體與政府機關設置攤位參與宣導。經由活動提供親子家庭互動機會，於體驗活動之同時

宣導政策主題，以提升市民家務性別平權議題之關注。 

與性別平等之關聯

性 

經由家務分工情形的問卷調查發現，目前家務分工已是一種趨勢，也有高達95%的受訪者認為家務

分工平等可以促進婚育意願，顯示現代雙薪家庭以及高工作壓力的結構下，家務分工合理與否確實

會影響是否結婚生小孩的決定，因此藉由父親節活動主題宣導家務合理分工的議題，除提升市民對

此議題之關注，進而達到人口政策宣導效果。 

辦理成果 活動約1,700人次參與。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萬華戶所辦理108年母親節活動-「萬語千言、話為祝福~母親節溫馨卡片傳心意」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措施、方案或計畫 



13 
 

(一) 4、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例如兒童節、婦

女節、社工日、母親節、護理師節、國際反恐同日、父親節、臺灣

女孩日等。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

乳室、衡平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項目 

4、 

主責單位 

(窗口) 

單位名稱：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行政庶務課 

聯絡窗口姓名：王靜姝 

職稱：課員 

電話/分機：2306-2706分機5303 

內容概述 活動時間：108年5月10日 

活動地點：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所 

1.內容：活動當日來所洽公的媽媽即贈送一份小禮物，戶所另外提供小卡片，鼓勵來所洽公民眾寫

下對母親祝福的話語，參與活動者可獲得一份精美小禮物。 

2.戶所設有性別友善廁所及哺集乳室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在固有性別意識下，母親的付出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為推動性別平等，本所藉由母親節這個節

日，舉辦「萬語千言、話為祝福~母親節溫馨卡片傳心意」活動，透過贈送禮物以及寫卡片活動來

表達對母親的敬愛與感謝。 

辦理成果 活動約200人參加，配合節日規劃相關宣導活動，藉由輕鬆、溫馨的小活動將性平觀念落實於機關

內部以及一般民眾。  

 

 

 

 

 

 

 

 

 

 

 

 

（三）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

別平等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108年度里鄰長研習納入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二)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推動性別

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活

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

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3、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名稱：自治行政科 

聯絡窗口姓名：蘇怡菱 

職稱:科員 

分機：1109 

內容概述 1.為提升里鄰長為民服務品質及強化服務知能， 經由課程研習使里鄰長了解市政重大策方向及相關

法令規章，特訂定「臺北市里鄰長研習實施計畫」。研習課程由各區公所辦理，包含指定課程與選辦

課程，其中「習俗文化與性別平等」納入選辦課程之一，授課時間至少1小時。 

2.108年度里鄰長研習指定講座主題包含「家庭暴力暨性侵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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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透過里鄰長研習納入性別平等課程，可以讓里鄰長在第一線服務里民時，更具多元性別意識及性別

議題敏感度。 

辦理成果 12區公所參加研習人數共計9.591人，出席率達99.72%。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辦理各界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表揚計畫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推動性別

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李姿穎 

        職稱：科員 

        分機：6065 

內容概述 每年表彰積極協助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之里長、民間團體或熱心人士；另為擴大發掘各區之績

優人士或民間團體，由民政局推薦曾有服務或協助本市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相關經驗之個人(新移

民)或團體代表擔任遴選委員。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其政策內涵包含「尊重多元文化差異，打

造婚姻移民的友善環境」，顯示婚姻移民的外籍配偶方面，其文化、環境適應問題，亦是性別人權所

關注的重點。除持續輔導新移民適應本國風俗文化，增加其適應環境能力，藉由此表揚計畫，希望

鼓勵各界能夠持續協助這群遠道而來的朋友，共同打造本市為多元人文並具高度國際化之友善城

市。 

辦理成果 108年辦理107年度各界推動新移民照輔措施表揚，共計推薦11名，經遴選榮獲「最高榮譽」獎座共

計2位（108年7月23日市政會議頒獎）；另榮獲「感謝」獎牌者共計7位（108年7月25日局務會議頒

獎）；推薦名單中計有3位里長、1位理事長、5個民間團體。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結合民間資源，強化新移民服務措施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推動性別

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李姿穎 

        職稱：科員 

        分機：6065 

內容概述 1、委託財團法人賽珍珠基金會辦理「108年度臺北市新移民會館外語通譯人力服務」，培力新移民服

務能力並拓展通譯人員服務內容： 

本市設置的萬華與南港新移民會館，是全國唯一，除提供新移民學習與交流的場所外，更安排英、

越、印、泰等4國語言通譯人員進駐，提供通譯服務，幫助眾多新移民及其家庭、本市市民諮詢及轉

介服務。考量海外返國新移民子女，初期常因語言溝通與生活環境之差異，於課程學習及同儕相處

上發生困難。為服務協助上述學童盡早適應學校生活，自104年5月起由本局通譯資源延展，提供新

移民會館通譯人力(英語、越語、印尼語、泰語)到校(國中與國小)支援服務。108年9月正式新增通

譯到校項目至本市新移民關懷訪視系統，每案轉介教育局追蹤學習及社會局家庭訪視，依個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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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提供關懷訪視協助與生活適應資訊。 

2、持續與社團法人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合辦「新移民語言交流教室」，結合民間資源、中文志工小

班教學，協助新移民學習中文及文化交流。通譯到校服務個案，本局亦提供該教室資源，公私合力

協助，於課後加強學生語言能力。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其政策內涵包含「尊重多元文化差異，打

造婚姻移民的友善環境」，顯示婚姻移民的外籍配偶方面，其文化、環境適應問題，亦是性別人權所

關注的重點。藉由辦理通譯服務、語言交流教室等服務，持續輔導新移民適應本國風俗文化，增加

其適應環境能力，並協助其子女增進自信心、人際關係、及培養多元文化認同之觀念。 

辦理成果 1. 108年度服務24個孩子(含跨年度服務個案，計4,504小時)，服務迄今總時數達12,297小時，期能

藉由來自家鄉通譯人員的陪伴，讓孩子順利適應學校生活；截至108年12月總計服務50名個案，目前

已有31名孩子經由通譯到服務後，提升中文能力，順利接軌學校生活，結束申請服務。 

2. 108年共計投入38名通譯服務人力，其中越南語14名、英語11名、泰語6名、印尼語5名，並於本年

度新增2名韓語通譯。 

  

通譯課前先與老師溝通課程重
點，預做伴讀準備 

通譯到教室陪伴孩子上課，即時翻
譯 

 

 

 

 

 

 

 

 

 

3. 108年新移民語言交流教室」學習中文的學員總人數 50人，計有 462 人次參加，共來自12個國

家。經課後問卷調查，有將近8成的學員覺得透過語言交流教室是有助於提升他們的中文能力；有93

％的學員滿意在語言交流教室上課，學員皆認為來語言交流教室上課有幫助其提升適應能力，及融

入臺灣的環境。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臺北市孔廟釋奠典禮持續招募女性擔任執禮禮生，打破僅限男性擔任禮生之慣例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推動性別

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孔廟 

聯絡窗口姓名:鄧翔發 

        職稱:幹事 

        分機: 25923934分機12 

內容概述 臺北市孔廟釋奠典禮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三獻古禮國家祭典，固定每年9月28日孔子誕辰日舉行

釋奠典禮，為緬懷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精神，並紀念其思想對中華文化

的深遠影響，隆重舉辦典禮以表達對孔子崇敬之意，而釋奠典禮係由禮、樂、佾、饌生所組成，早

期囿於古代社會中「男尊女卑」和「男女有別」等觀念影響，釋奠典禮各司職應皆由男性擔任，然

而隨著時代演變與進步，性別平權意識的普及，加上臺北市孔廟致力提升推廣典禮的多元性與平等

性，使得釋奠典禮與祭人員性別已不在僅限男性擔任，讓祭典性別平等更加實質。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臺北市孔廟釋奠典禮禮生早期因傳統習俗認知影響，由父執或家屬具備功名者才可以擔任，均選自

教育界人士、當代尊孔文人、以及保安宮與地方德高望重之仕紳家族等男性為主，隨著性別平等意

識興起，孔廟為建構無性別歧視的文化禮俗儀典，自106年首度開放女性擔任禮生後，每年積極擴大

招募女性禮生，使得女性禮生比例逐年上升，打破以往祭孔大典僅限男性擔任禮生的慣例，讓禮儀

的傳承更加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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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成果 
108年釋奠典禮招募學生禮生19名中，其中女性占9名，比例為47%，相較於前(107)年度，招募18名

學生禮生中，女性占4名，比例為28%，實為大幅增加，使得男女學生禮生比例相近。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本市各區公所持續推動執行性平相關計畫與措施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二)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3、鼓勵、委託、合作或補助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訂定、辦理或推動性別

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 
項目 

3、 

主責單位 

(窗口) 
本市各區公所 

內容概述 1、擬定推動各區行政中心營造友善親子育兒空間計畫：由區公所統籌於行政中心另外規劃友善育兒

室(空間)，以提供有瓶餵或換尿布等育兒需求之民眾使用，並檢視行政中心尿布台設置地點。 

2、推動各區行政中心建置性別友善廁所：為推廣性別友善概念，營造性別平等友善如廁環境，保障

多元性別者如廁的權益；另增加廁所的使用彈性、顧及不同性別間的親子協助如廁的需求，推動各

區行政中心建置性別友善廁所。107年底函送「臺北市政府所轄機關構之廁所涉及不分性別設計之設

置參考原則」供區公所、戶所及所屬參考，並檢視現有性別友善廁所標誌及設置情形，於108年6月

函請未符合原則之機關依上開原則，改善標誌，避免有性別刻板印象之情形。 

3、本局為新移民業務單一窗口及整合平臺之專責單位，本市區公所並同步成立「人文課」，執行基

層新移民輔導照顧工作，並開辦新移民生活適應課程及各類研習課程。108年底規劃於各行政中心為

民服務樓層櫃臺，設置「新移民服務櫃臺」，透過天花板吊牌的明顯標示及桌面立牌的服務內容說

明，提供新移民及一般市民更便利且專業之諮詢，並且採用一站式服務，可減少新移民等待叫號時

間及節省往返各機關所需要的時間與交通費用。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1、鑒於男性市民於公共場所育嬰需求日增，且為保障哺集乳婦女之隱私及安全並宣導性別平等育兒

責任，於行政中心另外規劃友善育兒室(空間)，藉由友善育兒環境營造，讓性別平等、照顧責任分

工能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實踐。 

2、不分男女廁的性別友善廁所，可減輕性別氣質與生理性別不同者因如廁需選擇單一性別廁所時，

所遭受的「性別檢查」壓力。另老人、小孩、行動不便者如廁時，旁邊協助者不一定是同一性別，

性別友善廁所突破單一性別廁所的限制，對使用者及協助者更友善。再者，當公共空間女廁不足，

性別友善廁所可提高女廁使用間數，同時彈性利用多出的男廁空間。 

3、藉由執行各項照顧輔導措施，藉以提升新移民生活能力、讓新移民安樂生活，進而能發揮自身語

言優勢或專業能力，投入社會，由需求者轉換為供給者的角色。 

辦理成果 1、自105年5月中旬起，各區行政中心、民生社區中心、殯葬處、孔廟等所屬機關及所轄場館亦皆已

設置友善育兒空間，且於男、女性皆可進入之空間設置尿布臺。 

 
 

 

 

 

 

2、各區行政中心

及所屬機關皆已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可供民眾使用，僅3間戶所因空間因素等原因並未設置。 

 
 

 

 

 

 

3、新移民照顧輔導政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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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由本局統籌辦理，並透過本市各區戶所等第一線服務機關，將服務觸角向下延伸至鄰里。為增進

新移民生活適應能力，各區公所辦理新移民生活成長營及各類研習課程， 108年區公所辦理烹飪班、

咖啡店經營微創業，將課程轉型為職能課程，提升新移民進入職場機會，共計開設課程27班，學員

人數為781人。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108年度殯儀喪葬業務評鑑，維持「性別平等推動情形」為加分項目。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二)積極運用與結合資源拓展性別平等業務，鼓勵、督導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

（如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與企業推動性別平等 

4、於各類補助、獎勵、徵選、評鑑及考核區公所、所屬機關、民間組織與企業之計畫或

方案等，納入對象若有推動性別平等之事項得以加額補助、優先補助、加分等積極獎勵

作為。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殯葬管理處 

聯絡窗口姓名:林郁慈 

        職稱:課員 

        分機: 87329686轉29726 

內容概述 為鼓勵殯葬業者協助宣導性別平等概念，自105年起殯葬服務業評鑑評分項目增列「服務業宣導並踐

行性別平等事蹟」為總分加分項目，108年度殯儀喪葬業務評鑑，仍維持「性別平等推動情形」為加

分項目。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為使喪葬禮俗更符合時代改變，殯葬管理處特訂定「宣導治葬儀程提昇性別平等」方案，將性別平

等融入殯儀喪葬業務，藉由發放關懷袋及問卷的方式，並透過殯葬服務業者宣導，期望改變傳統

「主祭者及捧斗者僅限男性擔任」之男尊女卑不平等觀念，以落實性別平等觀點於治喪儀程。經統

計分析105、106年問卷結果顯示，無論「由男性擔任主祭者或捧斗者」或「由女性擔任主祭者或捧

斗者」的理由當中，「殯葬業者建議」的比例皆為第3高，顯示殯葬業者在治喪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殯葬業者的建議往往影響治喪家屬的許多決定。藉由於殯葬服務業評鑑項目納入「服務業宣

導並踐行性別平等事蹟」為總分加分項目，希望鼓勵殯葬業者加以宣導，進而影響治喪家屬的觀

念。 

辦理成果 
佐證資料：臺北市殯葬管理處108年殯葬禮儀服務業評鑑評分表 

 

（四）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方案名稱：                                    

 

 

 

 

 

計畫/方案/

活動/教材

名稱 

108年臺北市同志公民系列活動 

策略類別

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

記者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

體、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張瑜庭 

        職稱:科員 

        分機: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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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述 1、108年呼應臺灣同婚上路，且適逢同志公民活20週年，為傳遞市府祝福，同時宣導多元平等、和

諧共融價值，本局與同志團體(婚姻平權大平台、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合作，以多元形式規劃辦理系

列同志活動： 

(1)「幸福起跑線—釋字748號紀念活動」：108年5月24日同婚首日在信義廣場舉辦戶外婚禮派對，給

予同志新人誠摯祝福，歐盟各國駐外代表一同歡慶，吸引國內外媒體熱烈報導。 

(2)「同婚論壇2.0」：108年9月28日於 NGO會館舉辦，邀請律師、社工師及同志伴侶分享交流婚姻生

活及伴侶相處。 

(3)「現在就是未來—同志公民活動20週年紀念展」：108年10月23日至11月13日在信義威秀徒步區舉

辦，以戶外裝置藝術及活潑插畫帶領觀眾走過一個臺北市民同志20年的生命故事。 

2、系列活動透過專屬網站、「Humans of Taipei 我是台北人」臉書粉絲團等多元管道宣傳，增加市

民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接觸的機會。 

與性別平

等之關聯

性 

同志公民活動迄今已邁入第20年，歷年來以「尊重少數，包容多元」為基調，藉由論壇、電影、文

學、座談會、園遊會等方式，促進市民朋友與同志族群的對話與交流，期以不同形式活動增進市民

朋友對於同志的理解與尊重，擴大社群之間的對話，營造教育、醫療、職場、社福與社區友善多元

性別之環境。 

辦理成果 「幸福起跑線—釋字748號紀念活動」戶外婚禮派對參與人數約500人、「同婚2.0論壇」參與人次為

60人、「同志公民活動20週年紀念展」參觀人次約7,800人，共計約8,360人次；媒體總露出則數達

287則。 

1. 5/24戶外婚禮派對新人進場 2. 5/24戶外婚禮派對大合照 

  

3. 同志公民活動20週年紀念展(信義威秀徒步區) 

 

4. 民眾駐足觀賞紀念展 5. 民眾駐足觀賞紀念展 

 

 

6. The Guardian報導(524戶外婚禮派對) 7. BBC NEWS中文報導(524戶外婚禮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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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專屬網站 「Humans of Taipei 我是台北人臉書粉絲團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設置「松山好孕報」製作專區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三) 

範例: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6、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衡平

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項目 

1、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 臺北市松山區戶政事務所 行政庶務課 

聯絡窗口姓名: 馮敬涵 

職稱: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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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 27533043分機517 

內容概述 1.於108年12月30日至109年1月10日，凡至戶所辦理出生登記者即致贈實用小禮。 

推廣孩子不分男女一樣好的性平觀念，強調每個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超級巨星，也乘載著

父母的期望，設置「松山好孕報」製作專區，讓家長能將出生登記時的感動保存下來。 

2.戶所設有哺集乳室與性別友善廁所。 

與性別平等之關聯

性 

宣導標語及活動內容含性別平等意涵，強調不分男女，孩子皆是父母的心肝寶貝，致贈小

禮為推車掛袋，除了表達本所對新生兒家長的支持，也鼓勵家長照顧孩子不是一個人的責

任，不分父親或母親在照顧孩子之餘也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辦理成果 期間內來所辦理出生登記人數為46人，也吸引不少民眾駐足於活動專區觀看活動內容。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辦理歡慶聖誕結婚活動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三)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1.於活動主題融入性別平等概念。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衡

平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單位: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聯絡窗口:陳容倩 

電話:23948838分機231 

內容概述 實施時間：108年12月20日-108年12月25日 

對象：辦理(同性)結婚登記民眾 

方式：來所辦理結婚登記即贈送 YOU(油)&ME(蜜)結婚幸福甜蜜禮盒1份。 

與性別平等之關聯

性 

1.活動對象不局限於結婚新人，亦歡迎同性結婚民眾參加。 

2.活動於本所舉辦，本所設有性別友善設施(友善育兒空間)。 

辦理成果 ◆ 量化指標：本次活動共有21組新人參加、其中2組為同性結婚。 

◆ 本所積極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尊重多元性別，為同性新人辦理結婚登記最佳選擇。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108年度未立案宗教場所負責人業務研習及立案宗教業務研習納入性騷擾防治課程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三) 

(三)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宗教禮俗科  

 聯絡窗口姓名:黃美玲 

         職稱:科員 

         分機:6243 

內容概述 於108年5月9、10日假本市萬華區行政中心舉辦108年臺北市宗教團體業務研習課程，邀請

臺北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黃育玲律師主講「性騷擾暨性侵害防治宣導」專題，該專題

主要說明性侵害、性騷擾、性罷凌之定議、案例分享並播放性騷擾防治影片、張貼宣導標

語、發送相關文宣品等，藉以達到性騷擾防治宣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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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平等之關聯

性 

「性騷擾暨性侵害防治宣導」專題從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的界定為出發點，提供案例

向宗教團體說明社會責任面向帶給社會的正向力量，延續傳統並融入現代社會環境，使市

民透過宗教信仰亦能瞭解性別平等的意義和價值，展現宗教的公益性與社會責任。 

辦理成果 108年臺北市宗教團體業務研習課程，於108年5月9、10日由民政局辦理，出席率達50%以

上，合412家出席，總出席率達76.44%。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108年度殯葬業者研習會納入性平專題講座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殯葬管理處 

聯絡窗口姓名:林郁慈 

        職稱:課員 

        分機: 87329686轉29726 

內容概述 108年度殯葬業者研習會共辦理2梯次，研習課程分別邀請黃芝勤老師演講題目「在喪禮中

看見性別平等」及楊荊生老師演講題目「性別主流化的國民喪禮」，講解現今喪葬新文化。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為使喪葬禮俗更符合時代改變，將性別平等融入殯儀喪葬業務，殯葬業者在治喪過程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殯葬業者的建議往往影響治喪家屬的許多決定。藉由性平專題講座，提

升殯葬業者性別平等概念，並希望殯葬業者加以宣導，進而影響治喪家屬的觀念。 

辦理成果 參加人數192人。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區公所辦理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課程，納入性平課程。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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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單位 

(窗口) 
本市各區公所人文課 

內容概述 為增進新移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協助其入境後能及早適應婚姻生活、認識本地文化背

景，每年開辦新移民生活成長營暨各類研習課程，並於課程中納入性別平等概念。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其政策內涵包含「尊重多元文化

差異，打造婚姻移民的友善環境」，顯示婚姻移民的外籍配偶方面，其文化、環境適應問

題，亦是性別人權所關注的重點。藉由辦理生活成長營等各類研習課程，持續輔導新移民

適應本國風俗文化，增加其適應環境能力。 

辦理成果 大安區公所於108年5月6日至5月1日辦理生活成長營系列課程及內湖區公所於108年4月30

日至5月30日辦理生活成長營系列課程，各包括「性平教育」課程1小時。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中正區公所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臺北市中正區公所人文課 

 聯絡窗口姓名:魏瑞辰 

         職稱:課員 

         分機: 23416721分機317 

內容概述 於108年4月8日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邀請鄭麗燕老師（退休法官）主講「性別平等

與尊重-心寬路更寬」專題，參與對象含本區及本市其他區公所同仁。內容為有關性別平

等及男女同樣享有繼承權，消除婚姻、喪葬、祭祀、繼承等傳統禮俗中具性別貶抑之文化

意涵，以消弭性別歧視及性別刻板印象。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藉由辦理專題講座，提升同仁性別平等意識及性別敏感度。 

辦理成果 
參加人數:49人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大同區公所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臺北市大同區公所人文課 

 聯絡窗口姓名:謝文祥 

         職稱:課員 

         分機:25975323分機804 

內容概述 於108年5月2日辦理「平等的台灣、多元的性別 」專題講座，邀請到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社工主任鄭智偉先生主講，參與對象含本區及本市其他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同仁、本行

政中心服務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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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藉由辦理專題講座，提升同仁、志工性別平等意識及性別敏感度。 

辦理成果 參加人數:49人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北投區公所於員工鮮活時間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2、於活動內容納入性別平等專題活動。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臺北市北投區公所人文課 

 聯絡窗口姓名:陳志穎 

         職稱:課員 

         分機: 28912105分機276 

內容概述 於108年10月16日辦理員工鮮活時間，活動邀請鄭麗燕老師（退休法官）主講專題講座-民

法修正與性別平權之關係及社會意義，加強同仁性別意識。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藉由辦理專題講座，提升同仁性別平等意識及性別敏感度。 

辦理成果 參加人數:116人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區、戶所辦理活動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對象為內部同仁、志工及里鄰長)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3、於活動宣導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概念，宜與活動相關為佳，盡量避免僅有

口號宣導。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窗口) 本市各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 

內容概述 於區務會議、所務會議、里鄰長研習、里鄰工作會報、員工月會、新人教育訓練、志工教

育訓練等，以張貼海報、播映簡報及影片等方式併同宣導性平概念及資訊。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區、戶所為第一線為民服務之機關，藉由多元宣導方式，提升員工、里鄰長性別意識與性

別敏感度。 

辦理成果   

會議以簡報、海報等宣導性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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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員工月會播放「性平方城市就在臺北

市」短片 

於里鄰工作會報派員宣導性別主流化，

提升里鄰長性別平等概念進而將性別平

等落實於辦理各項里民活動當中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區、戶所辦理活動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對象為一般民眾)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3、於活動宣導時併同宣導性別平等概念，宜與活動相關為佳，盡量避免僅有

口號宣導。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

基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窗口) 本市各區公所 

內容概述 於辦理活動(如役男抽籤、參與式預算、基層藝文活動等），以張貼海報、放置文宣、手持

標語、放映影片、設置攤位、有獎徵答、贈送文宣品等多元方式併同宣導性平概念及資

訊。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區公所藉由多元宣導方式，能有效將性別平等觀念觸及一般市民。 

辦理成果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各區公所辦理新移民課程時，提供幼童臨托服務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三) 辦理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概念或性別友善設計 

6、於活動場地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衡

平廁所性別比例、性別友善廁所、臨托服務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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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單位 

(窗口) 
本市各區公所 

內容概述 為增進新移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協助其入境後能及早適應婚姻生活、認識本地文化背

景，每年開辦新移民生活成長營暨各類研習課程。考量參與課程之新移民多數為女性，且

部分具臨托需求，為讓新移民學員安心上課，專心學習，課程皆安排臨托服務。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考量參與課程之新移民多為女性，且部分具臨托需求，於活動場所設置各項性別友善設施

設備，如友善育嬰設施、哺集乳室、臨托服務等，讓新移民能放心夠步出家中，融入社會

生活，充實自我，拓展人脈。 

辦理成果 

      

 

 

 

 

（五）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方案名稱：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內湖戶所編制「跨越你我-性別友善手冊」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1、針對與機關構業務相關專業人員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

教材或案例，如社工、托育人員、警察、消防員、護理師、照顧服務員

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內容概述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將性別友善的理念落實於戶政業務，與社團法人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於103年合作編撰了「跨越你我，性別友善戶政手冊」，並依性別友善及同志議題等

相關規定修正調整內容，提供各政事務所同仁辦理相關業務作業流程參考。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跨越你我—¬性別友善戶政手冊」基於「尊重，必須從了解開始」這個核心理念，藉

由去除偏見、認識、溝通等步驟，協助戶所同仁邁出認識的第一步，深入了解跨性別者

的心理及服務需求，最重要的是保持坦誠與無偏見的態度，真正實踐用「心」服務的意

義，並有效提升第一線戶政人員的多元性別意識及性別議題之敏感度。 

辦理成果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編印認識同志摺頁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四)依業務屬性自編性別平等教材或案例 

2、針對機關構業務研發一般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教材或案例

彙編等。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宣導文宣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張瑜庭 

         職稱:科員 

         分機: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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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述 為提升本府性別議題之敏感度，本局每年均會編印認識同志摺頁，除提供本府承辦同志

相關業務一級機關外，另亦提供區公所、戶所、圖書館及各級學校等，供一般民眾自行

閱覽。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編印認識同志摺頁，提供本府承辦同志相關業務之機關參閱，以提升本府同仁支多元性

別意識及性別議題敏感度。 

辦理成果 108年印製1萬份。 

 

 

 

（六）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 宣導 

方案名稱：                                    

 

計畫/方案/活

動/教材名稱 
辦理「新世代多元家庭面面觀」講座 

策略類別及項

目 

類別 

(一)~(六)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張瑜庭 

        職稱:科員 

        分機: 6269 

內容概述 因應現代家庭結構改變，例如單親家庭、隔代家庭、同性家庭、新移民家庭等樣貌相當多元，為提

升各區第一線為民服務之里鄰長對多元家庭議題之認知，邀請黃越綏女士主講「新世代多元家庭面

面觀」。講座時間地點訂於108年11月7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至4時假萬華區行政中心大禮堂辦

理。 

與性別平等之

關聯性 

藉由辦理講座，提升第一線為民服務的里鄰長及里幹事對多元家庭的認識及敏感度，並討論面對各

種家庭問題應如何提供支持與協助。 

辦理成果 講座共計254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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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區戶所官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並配合區域特性設置「新移民輔導措施」及「新移民活動專

區」；另設置「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檔連結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活

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

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各區公所、戶政事務所 

內容概述 1.區公所及戶所官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並配合區域特性設置「新移民輔導措施」及「新移

民活動專區」；另設置「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檔連結及人口

政策宣導。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各區公所及戶所皆為第一線為民服務之機關，藉由多元宣導方式，能有效將性別平等觀念觸及一

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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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成果 

 
  

 

區公所及戶所官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

區」 

配合區域特性設置「新移民活動專區」 

  

設置「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

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檔 

宣導人口政策(含性平觀念)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以海報、文宣、跑馬燈等多元形式宣導性別平等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一)~(六)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

會、活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窗口) 
各區公所、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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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述 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以製作或張貼海報、文宣、跑馬燈、電子螢幕、活力櫃台等多元形式宣導性

別平等觀念。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各區公所及戶所皆為第一線為民服務之機關，藉由多元宣導方式，能有效將性別平等觀念觸及一

般市民。 

理成果        

製作或張貼性別平等相關海報 放置文宣供民眾索取 

  

  

電視影幕播放本市性平辦製作「性平方城市 就

在臺北市」影片 

跑馬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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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方案/活

動/教材名稱 
戶所臉書粉絲團宣導性平觀念 

策略類別及項

目 

類別 

(一)~(六)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含平面、網頁、廣播、影音、座談會、說明會、記者會、活

動、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等。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含屬學校教師學生、民間組織（如人民團體、基金會、

機構等）、企業、里長、一般民眾等。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 

內容概述 
戶政事務所於臉書粉絲團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與性別平等之

關聯性 戶所為第一線為民服務之機關，藉由多元宣導方式，能有效將性別平等觀念觸及一般市民。 

辦理成果 

 

 

 

 

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製作具性別平等意識文宣及規劃同婚業務宣導專區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五)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1、提供多元宣導方式 

2、擴大宣導涵蓋範圍及對象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宣導文宣 
項目 

1、2、3 

主責單位 

(窗口) 

單位名稱:信義區戶政事務所 

聯絡窗口:賴虹慈 

職稱:課員 

電話：2723-3977#302 

內容概述 信義戶所於結婚專區提供具性別平權意識手舉牌供結婚登記新人使用；另於牆面適當處規劃同性結

婚登記業務宣導專區。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戶所為第一線為民服務之機關，藉由多元宣導方式，能讓市民對於同志議題有所了解，進而提升友

善多元性別的社會環境。 

 

辦理成果 結婚專區提供具性別平權意識手舉牌      牆面規劃同婚業務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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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方案/活

動/教材名稱 
臺北市新移民幸福手冊 

策略類別及項

目 

類別 

(一)~(六)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宣導文宣：須有具體宣導內容。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科室/單位名稱:人口政策科 

 聯絡窗口姓名:羅勝全 

         職稱:科員 

         分機: 6269 

內容概述 為協助新移民適應來臺生活，本局編印「臺北市新移民幸福手冊」，提供就業、社會福利、衛生醫

療、戶政法令等資訊，並翻譯為英語、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等語文版本，透過多元管道宣導發

送周知。另於本市新移民專區網站放置幸福手冊電子檔，提供民眾參閱。 

與性別平等之

關聯性 

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人口、婚姻與家庭」篇，其政策內涵包含「尊重多元文化差異，打

造婚姻移民的友善環境」，顯示婚姻移民的外籍配偶方面，其文化、環境適應問題，亦是性別人權所

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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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成果   

 

 

計畫/方案/活

動/教材名稱 
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書【寶貝篇】、【牽手篇】 

策略類別及項

目 

類別 

(一)~(六)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宣導文宣 

項目 

主責單位 

(窗口) 

戶籍行政科 助理員 潘瑞綱 分機1701 

內容概述 於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書【寶貝篇】、【牽手篇】宣導性別平等

概念。 

與性別平等之

關聯性 

透過出生、結婚、遷入、離婚及死亡5大類生活實用手冊電子書【寶貝篇】宣導男孩女孩一樣好，

應該讓男孩女孩平衡發展，教導孩子性別平等及尊重他人的態度，【牽手篇】宣導新婚夫妻應適彼

此生活習慣，家事互相分擔與永續經營家庭，其中包含如何規劃夫妻財產制與尊重雙方性自主權

等議題。 

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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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方案/活動

/教材名稱 官網設置「生命愛蛻變」(殯葬處服務手冊)電子書納入性別平等議題 

策略類別及項目 類別 

(五) 

（五）市民性別平等及 CEDAW宣導 

3、自製具性別平等意識或 CEDAW概念之宣導文宣 

項目 

1、2、3 

主責單位 

(窗口) 

單位名稱:殯葬管理處 

聯絡窗口:林郁慈 

職稱:課員 

電話：87329686轉29726 

內容概述 考量民眾對於政府相關法令較不熟悉，除喪禮外，亡者身後尚有諸多事項待家屬辦理。為協助家屬

及提供充分的資訊，殯葬處編印服務手冊「生命愛蛻變」，內容包括有設施服務介紹、關懷與叮

嚀、喪葬與禮儀、相關資訊及法令提供民眾參考。手冊納入性平概念，宣導無論性別為何，皆能在

對於亡者表達思念及祭祀的過程中獲得平等對待。  

與性別平等之關

聯性 

傳統決定治喪儀程方向及擔任主祭者或捧斗者的仍是以男性家族成員為主，且選擇理由也多為「傳

統習俗由男性主導」。喪葬文化為中國傳統文化及道德倫理中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要在短時間內改

變民眾對於喪禮文化的認知實屬不易，需要積年累月持續的推廣。藉由性平觀念宣導，希望改變現

況治喪環境對於女性的「不友善」，期望每個人在整個治喪過程中，皆能獲得對於亡者表達思念及

祭祀的平等對待。 

辦理成果  

 

 

（七）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任務編組委員會及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情形 

方案名稱：                                    

➢ 所屬府層級任務編組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點第2項規定略以，本會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委員全數三分之一為原

則。108年委員共計27名，其中男性委員9名（33.3%）、女性委員18名（66.7%），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 所屬府層級或一級機關構公務人員考績甄審委員會均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考績暨甄審委員會： 

      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3項規定略以，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108年委員共計23名，其中

男性委員9名（39.1%）、女性委員14名（60.9%），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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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相關成果 

（除總計畫所規定應辦理事項外，機關構自行推展之促進性別平等相關作為。若無則免。） 

九、 未來推展性別主流化之重點項目及精進作為 

各機關構於下年度，為深化內部執行業務過程中深化性別主流化概念，或透過業務促進政府機關內部或民間社會性別平等的相關措施與

作為。（請擇重點填寫，若無則免填。） 

 

項次 重點項目或方案名稱 現況說明 具體策略 預期效益 

1.      

2.      

3.      

 

 

 

 



附件1-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108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

面，召集人（主席）已

列於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07 

民

政

局 

29 108.03.12 

許副局長敏

娟 

2╱3 

20╱21 

 

師豫玲 X 

黃馨慧 O 

楊文山 O 

黃雯婷 O 

蔡孟育 O（方筱媛代理） 

林義芳 O 

鍾依儒 O 

張貴華 O 

殷淑貞 O 

張世昌 O（李鈴宏代理） 

辛克照 O 

欉俊杰 O 

曾書瑤 O  

林冠伶 O 

林峰裕 O 

陳美雪 O 

楊妍盈 O 

洪進達 O（邱金榮代理） 

陳宗緯 O 

報告案1、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洽悉備查。 無辦理事項。 

報告案2、 

有關本局108年統計分析專題「臺北市

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

性別分析」及「中庸之道:臺北孔廟近5

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性別分析專

題」辦理情形。 

一、「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性

別分析」圖表應增加男性錄案件數及比例，並將成案案

件與錄案案件男女提案人做比較，以及男女性關注議題

之金額以及後續資源配置情形進行探討。 

二、「中庸之道:臺北孔廟近5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

性別分析專題」，標題應調整以呈現特色或亮點並進一

步討論政策應如何調整以改善職司者參與的限制；數據

表格應呈現百分比。 

三、以上2案請依委員建議修正文字及圖表內容後，於下

次會議提供委員檢視。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報告案3、有關本局108年性別影響評估

試填辦理情形。 

一、「臺北市防災士培訓計畫」部分，因訓練課程及業

務自今(108)年起由本府消防局接續執行，請區政監督科

參考現行針對防災的相關研究，先行蒐集本市各次分區

里幹事、里鄰長之性別比例以及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數

據。未來如防災士改由里長及里幹事擔任，建議以互助

的概念將防災落實在本市68個次分區並進行性別影響評

估。  

二、「臺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出生登記暨子女從姓宣

導」部分，請依以下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1.針對以下數據進行分析:抽籤方式決定從姓的比例、成

年後進行改姓的比例、從母姓之子女的性別比例，及修

法前後從母姓之比例比較。 

2.評估表題項第18項，可將本局性平專案小組會議納

入，並明確列出與哪些團體合作辦理宣導，以及同仁接

受哪些相關培訓。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附件1-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108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

面，召集人（主席）已

列於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案1、有關本局「107年推動性別平

等工作成果報告(草案)」，提請討論。 
請於亮點措施加入同志業務、傳統文化突破(包含孔廟及

殯葬處推動之相關措施)，並補充新移民相關措施內容。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07 

民

政

局 

30 108.07.26 

許副局長敏

娟 

3╱3 

19╱21 

師豫玲 O 

黃馨慧 O 

楊文山 O 

黃雯婷 O 

蔡孟育 O 

林義芳 X 

呂美瑤 O（王思詠代理） 

張貴華 O 

殷淑貞 O 

郭素蓉 O（陳俊宇代理） 

辛克照 O 

欉俊杰 O 

曾書瑤 O 

黃慧敏 O（楊鵬英代理） 

林峰裕 O 

陳美雪 O 

楊妍盈 O 

洪進達 O（邱金榮代理） 

陳宗緯 O（鄧翔發代理） 

報告案1、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洽悉備查。 無辦理事項。 

報告案2、有關本局108年統計分析專題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及

錄案案件性別分析」及「中庸之道:臺北

孔廟近5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性

別分析專題」辦理情形。 

一、「臺北市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性

別分析」新增之男女性關注議題之金額，其金額因提案

性質而有所差異，有些工程類提案經費高達數億，有的

提案完全不需要經費，此處現以案件類別來進行分析，

較有參考意義。 

二、「中庸之道:臺北孔廟近5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

性別分析專題」，請依以下委員建議修正，並於下次會

議提供委員檢視： 

1.圖名改放置於圖的下方；圖示數據改以百分比呈現。 

2.有關重慶國中學生人數（表2），建議呈現各年級男女

學生比例；另找出近3年學生人數數據及男女學生百分

比，與近年樂生男女百分比進行比較。 

3. 報告中部分性別刻板印象之敘述建議再行修改，受訪

談之教練姓名請刪除。 

4. 資深禮生定義以及培養女性資深禮生的策略再清楚敘

明。 

5.本案推行成果應加以行銷宣傳，建議將相關祭典影片

上傳，並於今（108）年釋奠典禮前進行系列報導。 

6.本案未來如參加創新或故事獎評比，建議呈現改變習

俗過程的各項努力及不易；故事獎建議從資深禮生對於

傳統祭儀改變的看法著手。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報告案3、有關本局108年性別影響評估

試填辦理情形。 
因應「原住民身分法」修正，建議分析107年成年後自願

變更母姓案件中， 「因母親為原住民身分」而改母姓者

的比例，以及未成年與成年改從母姓的比例，並於下次

會議提供委員檢視。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附件1-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108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

面，召集人（主席）已

列於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案1、有關本局109年度性別預算，

提請討論。 
同意予以備查。 無辦理事項。 

07 

民

政

局 

31 108.12.11 

許副局長敏

娟 

3╱3 

20╱21 

師豫玲 O 

黃馨慧 O 

楊文山 O 

黃雯婷 O 

蔡孟育 O 

郭乃菁 O 

呂美瑤 O 

黃慧敏 O（葉淑之代理） 

殷淑貞 O 

郭素蓉 O 

辛克照 O 

欉俊杰 O 

曾書瑤 O （陳怡琳代理） 

張貴華 O 

林峰裕 O 

陳美雪 O 

楊妍盈 O 

洪進達 O（邱金榮代理） 

陳宗緯 O 

報告案1、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洽悉備查。 無辦理事項。 

報告案2、有關本局108年統計分析專題

「中庸之道:臺北孔廟近5年釋奠典禮之

禮、樂、佾生性別分析專題」辦理情

形。 

肯定孔廟的專題報告，未來本案報告如要參加性平考核

獎項，建議加強包裝故事性，呈現推動過程面臨的困

難、衝突以及付出的努力。另海外推廣也是特色之一，

可以把其他國家對於本市推動性別平等之祭典文化的相

關心得或影響加以說明。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報告案3、有關本局108年性別影響評估

試填辦理情形。 
未來可以建議內政部增加上開資料統功能，俾產生統計

數據並加以分析，並可參考委員建議，針對此議題，拜

訪中研院林季平副研究員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討論案1、有關本局108-109年新增性別

統計項目與指標案，提請討論。 
一、有關本局108年新增性別統計項目：「本市百歲人瑞

按性別分」及性別統計指標：「本市百歲人瑞性別百分

比」，同意備查。 

二、本局109年新增統計及指標分別為「本市鄰長人數按

性別分」及「本市鄰長性別百分比」，請自治行政科協

助提供相關數據。 

 三、餘依會議決議（如下表），請業務科、殯葬處及孔

廟先行準備相關統計數據，俾明（109）年會議討論110

年新增項目。 

依裁示事項辦理完成。 



附件1-本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開會情形 一覽表 108 

編

號 

會

議

號

次 

開會日期 

主席 

 

府外委員出

席數／總數 

 

出席委員數

／總數 

委員出席狀況： 

1、逐一列出所有委員名

單，有出席者請標註

O，若為代理出席請附

註代理人姓名；未出席

者請標註Ｘ。 

2、府外委員列在最前

面，召集人（主席）已

列於左列，故本欄免列 

議案摘要 決議內容（摘要） （後續）具體作為 

討論案2、關本局109-110年性別統計分

析專題與性別影響評估案，提請討論。 
一、109年統計分析專題內容為「本市防災士性別統計分

析」及「本市申請預立環保葬意願書性別分析」，請區

政監督科及殯葬處於109年第1次性平小組會議提報初步

內容。 

二、性別影響評估部分，請宗教禮俗科及人口政策科先

行檢視權管業務內容，於109年第1次性平小組會議提報

討論。 

依裁示事項辦理中。 

 



附件2-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辦理情形 一覽表 108 

性別主流化歸屬組別【人口、婚姻及家庭】社會局、民政局、政風處、地政局 

機

關

構 

編

號 

機關構 

一、委員會組成（2.-8.項請以最新名單填報） 二、實施計畫訂定 三、開會情形簡述 

備註 

（無特殊情況需說明可免

填） 

1.成立時間

（名單奉核

時間） 

2.委

員總

人數 

3.男

性委

員人

數 

4.女

性委

員人

數 

5.府外委員姓名╱

性別（請一一列

出，曾任或現任

臺北市女委會委

員請加註 O） 

6.性別聯絡人姓名、職

稱╱性別（請一一列

出） 

7.全體委

員是否

符合1/3

性別比

例原則 

8.性別

聯絡人

是否符

合1/3

原則 

1.通過日

期 

2.最新修

正日期 

1.成立

至105

年12月

底開會

次數 

2.開會日

期（請一

一列出） 

3.報告案

／討論案

╱臨時動

議案量 

4.議

案總

計 

1.  民政局 100.6.3 21 7 14 師豫玲╱女╱O 

黃馨慧╱女╱O 

楊文山╱男╱O 

林峯裕股長╱男 

陳美雪股長╱女 

楊妍盈股長╱女 

O O 100.7.21 105.07.25 31 100.7.4 

100.12.26 

101.3.12 

101.5.24 

101.8.21 

101.11.29 

102.2.21 

102.4.11 

102.4.29 

102.8.30 

102.11.28 

103.2.17 

103.5.30 

103.10.2 

103.12.17 

104.3.12 

104.5.27 

104.9.16 

104.12.22 

105.03.28 

105.06.30 

105.10.24 

106.03.03 

106.06.27 

106.11.27 

107.03.01 

107.08.15 

107.12.26 

108..03.12 

108.07.26 

108.12.11 

 

1╱1╱0 

2╱1╱1 

1╱1╱0 

2╱2╱2 

2╱3╱1 

3╱3╱0 

2╱3╱0 

1╱1╱0 

1╱1╱0 

1╱2╱0 

1╱1╱0 

2╱1╱0 

1╱2╱0 

1╱2╱0 

1╱1╱1 

2／2／0 

1／2／0 

1／3／0 

1／1／0 

2／2／1 

2／3／0 

3／0／0 

4／1／0 

4／1／0 

2／2／0 

2／2／0 

3／1／1 

2／2／1 

3／1／0 

3／1／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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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北市孔廟長年維繫傳承儒學精神的重責大任，每年固定於孔子誕辰日舉行

釋奠典禮，以表達對孔子崇敬之意。釋奠典禮係由禮、樂、佾、饌生所組成，在

傳統習俗認知中，認為典禮各司職應皆由男性擔任，主要係囿於古代社會中「男

尊女卑」和「男女有別」等觀念影響，然而隨著時代演變與進步，性別平權意識

的普及，臺北市孔廟致力提升典禮的多元性與平等性，持續營造全新的儒學新氣

象，典禮中各司職的招募方式與組成條件不再僅限於男性擔任，至今各司職的招

募條件皆由學生團體及對儒學文化有興趣者擔任，讓女性開始參與典禮執禮更能

彰顯孔子的「有教無類」及「中庸之道」思維，使儀禮的傳承更加全面。 

 

  本專題針對臺北市孔廟近五年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相關二級資料進行性

別統計分析，並深度訪談各司職指導教練與老師，試圖了解各招募過程中，有無

男女條件限制與性別上之優勢，抑或傳統刻板印象至今是否仍影響擔任意願，俾

利提供未來辦理招募作業上更為精進之參考。 

貳、 背景沿革 

一、 目前保存最完整之三獻古禮—臺北孔廟釋奠典禮簡介 

臺北市孔廟所傳承的釋奠典禮，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三獻古禮國家祭典，儀

式充滿祭典文化的人文美學，從整個儀式、祭品及人神之間，形成一種具層次性

的對稱關係，象徵構成條理秩序的對稱性。主要係以漢代祭孔奠定的雛型為基礎，

經歷朝歷代的因革損益，迄今又順應時代的趨勢，略作調整，釋奠禮有傳承，有

創新，延續達 2000 年，充分顯現其莊嚴隆重。釋奠禮係古代祭祀先聖、先師孔

子的禮儀，現今主要用於祭祀孔子。所謂「釋」意為設置，「奠」為奠幣、祭品，

乃是指陳設祭品以祀神。原本有四時的固定祭儀，後改為春季、秋季二祭。於古

代時，天子與諸侯立學校、天子視學、征伐歸來也舉行釋奠典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7%A5%80%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6%9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B8%E4%B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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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自從以孔子為祭祀主體以來，釋奠禮已成為國家常設的重要祭典，顧名

思義，釋奠禮中各項禮制與規範儼然成為我們民間祭祀的重要參考依據，為緬懷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精神，並紀念其思想對中華文化

的深遠影響，訂於每年 9 月 28 日孔子誕辰當日，隆重舉辦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

子誕辰週年釋奠典禮，以表達對孔子崇敬之意。 

二、 釋奠典禮與祭人員之「古」與「今」 

  臺北孔廟興建於民國 18 年，自民國 19 年起舉辦釋奠典禮，至今已舉辦 88

年，依據歷史文獻資料記載，釋奠典禮的與祭人員，包含主祭官、分獻官、糾儀

官、陪祭官、禮生、樂生、佾生等，囿於傳統習俗禁忌、社會價值觀念的緣故，

以及典禮時間原定為九十分鐘。顧及女性體力較為不足的問題，另加上祭祀活動

中認為女性有月經，有「不潔」印象，依例均為男性與祭。隨著社會的進步，時

代的演變，臺北孔廟長期為落實性別主流化而努力，雖有衛道人士一持反對意見，

但臺北孔廟仍堅持性別平權價值，祭典中各司職人員亦從限定男性擔任至開放女

性參與，本專題整理傳統與現今參與條件之整理如下： 

表 1：釋奠典禮與祭人員參與條件轉變 

時期 原因 參與對象 

「古」 
傳統習俗禁忌、社會價值觀念、

體力考量及女性月事等因素 
僅限男性參與 

「今」 
因應性別主流化且提倡性別平

等，破除性別歧視 
不限性別，凡有興趣者皆可參與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三、 臺北孔廟突破祭典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之歷程 

  釋典典禮包含主祭官、分獻官、糾儀官、陪祭官、禮生、樂生、佾生等，其

各與祭人員背景與組成過程皆大有不同，而隨時代的演變，使得原先皆以特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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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參與並以僅男性參加等條件，受到性別平等價值觀的改變，皆逐漸走向男

女平等之路，不分性別皆可參與，以下論述各與祭人員組成背景與突破性別框架

之歷程，簡述如下： 

1. 主祭官、分獻官、糾儀官、陪祭官 

  正獻官係穿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足穿黑鞋，由臺北市長擔任，正獻官負

責至大成殿孔子神位前奠爵、行禮鞠躬。分獻官係穿著同正獻官，身著藍色長袍，

黑色馬褂，足穿黑鞋，一般都由當地政教界人士及民意代表擔任。糾儀官穿著同

正獻官等人員，身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足穿黑鞋，糾儀官一般都由臺北市政

府民政局長擔任，職責為隨時糾正禮儀進行時的偏誤。陪祭官係祭孔大典中負責

陪同正獻官、分獻官祭祀的人員稱為「陪祭官」，一般都由當地政教界人士擔任，

參與祭祀之陪祭官穿著同正獻官與分獻官，身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足穿黑鞋。 

 

  祭典中擔任各項執事者、正獻官、陪祭官、糾儀官等職務者早先規定也須為

男性。民國 60 年釋奠典禮時，當時省議員陳茂榜、李丙心、陳大拔、郭國基四

人被邀請陪祭，但女議員胡克柔被黃啟瑞市長以歷史上並無邀請女性為大成殿陪

祭之例，排除在外。 

 

  直到民國 65 年，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報請內政部同意後，才邀請女性擔

任陪祭官等職務。民國 73 年，釋奠典禮上出現第一位女性祭孔人員，釋奠典禮

之糾儀官係由兼任孔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民政局局長擔任，當時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局長係由王月鏡擔任，她援例依照職務擔任糾儀官，雖然有衛道者在立法

院或臺北市議會提出質詢，表示反對立場，因當時監察院周百鍊副院長：「男人

也是女人生的」一席話，讓王局長月鏡如願以償的擔任臺北孔廟第一位女性糾儀

官，打破傳統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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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5及 86年，當時臺北市長陳水扁派副秘書長單小琳代表擔任主祭官，

這也是臺北孔廟第一次由女性擔任主祭官，顯示著祭祀人員已不再由性別為選任

的依據，突破男女擔任限制標準。後續分獻官與陪祭官，亦由當時民意代表、里

長、教育人士等為選任依據，性別框架亦逐漸在臺北孔廟祭祀禮中消失。 

2. 樂生 

在釋奠典禮中身著赭色長袍，以傳統八音演奏北宋大晟府所編〈大成樂章〉

之「咸和、寧和、安和、景和」等樂曲者，即演奏祭孔雅樂的「樂生」，樂生身

穿紅色絲綢長袍、內著白色綢褲、頭戴進賢冠「黃梁青纓黑介幘」、足穿黑靴，

袍服外束藍色絲綢腰帶繫成蝴蝶結。 

 

民國 48 年禮奠樂生大部分係由艋舺民間樂師擔任，從圖 1 傳統禮制及照片

可得知，典禮中的樂生係限制為男性擔任，民國 70 年起，請成淵國中的同學擔

任，民國 79 年教育部規定男女合校、合班，成淵高中依傳統指派兩班學生擔任

樂生，經請示王局長月鏡，批示女生亦得擔任樂生，自民國 102年起，由重慶國

中學生擔任樂生。 

圖 1：民國 48年釋奠典禮樂生，由民間樂師擔任，限男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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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佾生 

在釋奠典禮的佾舞是依據明朝的「頖宮禮樂疏」之文舞圖譜，而演繹佾舞即

稱之為「佾生」，佾生右手執翟，常用雉尾，左手執籥，即短笛型的竹管，分別

有立容、立聲之意。佾生身穿潛黃色絲綢長袍、內著白色綢褲、頭戴黑色皂巾、

足穿黑靴，袍服外束深綠色絲綢腰帶繫成蝴蝶結。 

 

佾生亦遵循古禮由男性擔任，臺北市孔廟祭孔佾舞是由大龍國小五年級以上

的男學生擔任，至今已 88屆，從圖 2民國 48 年老照片亦可窺探出，當時佾生均

由男同學擔任，直到自民國 82 年起，亦開始晉用女同學表演佾舞，不再限制男

女性別。 

圖 2：民國 48年大龍國小佾生，此時佾生均由男同學擔任。 

4. 禮生 

  臺北孔廟的禮生係祭孔典禮中的執事人員，擔任司儀者叫通贊，配合通贊服

務的人員稱引贊，通贊按照節目單高唱節目，引贊以略低的聲音傳唱，並陪引主

祭或陪祭等獻禮人員行禮如儀，其餘各部份服務的執事人員統稱禮生。  

   

  早年擔任祭典禮生的限制嚴格，需父執或家屬具備功名者才可以擔任，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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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教育界人士、當代尊孔文人、以及保安宮與地方德高望重之仕紳家族等，依文

獻記載，當時有楊仲佐（名畫家楊三郎之父）、曹秋圃（名書法家）皆擔任過禮

生。後來才開始有地方熱心人士、中小學教師加入，但囿於傳統禮俗與觀念，以

及儒家講求「禮」制，因此釋奠典禮中的禮生，動靜皆須符合規範，從行進的步

伐到執禮的動作，皆需要經過訓練及修身養性，依據傳統觀念認知，僅只有男性

方可以達成，故僅限男性擔任禮生。 

 

  後來，臺北市陳市政顧問俊明反映本會的禮生年紀稍長，應採行執事人員年

輕化的走向，故本會與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共同合作招募學生禮生，惟傳統限

制仍僅招募男同學為主，因此當時的禮生主要由大龍峒仕紳及臺北市立明倫高級

中學的男學生共同擔任。 

 

  隨時代演變，聘請女性擔任禮生的念頭逐漸萌芽。臺北孔廟除了每年 9月 28

日辦理釋奠典禮（秋祭）外，於每年春季亦舉辦春祭執禮，而春祭執禮係融入現

代意涵及春天活潑躍動元素在「禮、樂、佾、歌、饌」等 5大元素上，展現不同

於秋祭之禮徵。故臺北孔廟自民國 97 年首次辦理春祭，春祭典禮上的禮生均由

學生擔任，自民國 101 年首次有女禮生加入執禮行列，至民國 102年之春祭，禮

生 70 人中男女禮生各 35 人，首度達到 1：1，至民國 105 年停辦春祭執禮後，

惟獨儀禮莊嚴肅穆的釋奠典禮（秋祭）仍只招募男性。 

 

  為徹底落實性別平權內涵及建構無性別歧視的文化禮俗儀典，臺北市孔廟於

民國 106年首度在釋奠典禮招募女學生擔任執禮禮生，主要係由臺北市立明倫高

級中學學生擔任，共計招募 17名學生，男學生 12人，女學生 5人，女性比例占

學生禮生中占近 30%，打破以往祭孔大典僅限男性擔任禮生的慣例，使建構一個

全面性別平等的祭孔典禮階段性任務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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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司職招募過程與現況統計分析 

  釋奠典禮之禮、樂、佾生係祭祀典禮中缺一不可的環節，人員的招募更是

每年籌備典禮重要開始，臺北孔廟近年來為了使鄰近學生認識自己生長的環

境，使其對在地產生認同感，將禮、樂、佾生各司職招募合作對象設定為本市

大同區鄰近學校，期盼共同為發揚儒學文化及增加在地學生對釋奠典禮的認

知。本專題針對近五年擔任樂生、佾生、禮生人數比例進行分析，並訪談各司

職指導老師、教練及參與學生深度了解參與學生之動機與目的，及是否因性別

條件而產生不同參與意願，或其本身職位上因性別而產生的限制，以下就各司

職進行分析討論。 

一、 樂生 

  樂生自民國 102年起，由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與臺北市立重慶國中聯合招

募，招募對象為七至八年級學生，性別不限制，凡是有興趣者皆可報名，透過集

訓後篩選出最適合之人選，每年招生數量不固定，總人數大約維持 65至 73人，

本研究將近五年樂生性別人數統計如下： 

 (單位:人)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男 25（38%） 36（49%） 27（37%） 23（35%） 40（55%） 

女 40（62%） 37（51%） 46（63%） 42（65%） 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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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 65（100%） 73（100%） 73（100%） 65（100%） 73（100%） 

圖 3：釋奠典禮樂生近五年性別人數統計 

 

  分析近五年重慶國中學生擔任樂生之性別趨勢，民國 103年至 106年皆為女

同學人數大於男同學人數，直到 107年由男同學首度大於人數多與女同學，訪談

重慶國中指導老師表示，招募過程並無限制男女參加，皆由有興趣者學生擔任。

然而觀察近年該校全校學生男女比的差異，如表 2，可發現學校總人數男女穩定

維持比例約六比四，但早些年女性參與人數卻高於男性，表示與學校母體男女比

人數無關，而女性參與率較高確屬事實。 

表 2：臺北市立重慶國中近五年學生總人數表 

 男性 女性 總和 

103學年 482 (58%) 355 (42%) 837 (100%) 

104學年 428 (58%) 311 (42%) 739 (100%) 

105學年 399 (58%) 290 (42%) 689 (100%) 

106學年 368 (57%) 277 (43%) 645 (100%) 

107學年 342 (59%) 235 (41%) 577 (100%) 

  （單位：人） 

  另從傳統刻板印象層面探討，本專題認為樂生係屬於演奏樂器性質表演，因

傳統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的行為所抱持的標準或期望，產生不同性別認知的觀念，

即社會文化對於男性或女性，各應表現什麼樣的行為，所抱持的標準和期望，當

學生進入學校學習環境中，傳統的社會價值與性別刻板印象中，認為男生選擇籃

球、足球、棒球，而女生適合舞蹈、閱讀、音樂欣賞，進行產生樂生性別比例之

不同。 

 

  訪談重慶國中帶隊老師過程中，可得知樂器本身的特質於早些年的確會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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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分的影響，例如笛與簫、彈琴及彈瑟等一職，較多女同學參加，男同學反而

較為抗拒，認為該性質較屬靜態且文雅，但觀察學生近年來選擇樂器結果（如表

3）已相較無此認知，皆選擇自己所偏好及適合之樂器，例如琴與瑟皆有男性選

擇，而笛與蕭也由男女各半擔任。另外，部分樂生位置上確屬有男女限制的情況，

如歌生部分，由於男生正值青年期變聲期，易影響演出品質，故多由女生擔任，

以及較大型的打擊樂器仍限制與高大的男同學擔任，此限制為樂長經過多年評估

後，認為大型的打擊樂需要一定身高限制與體力，多年來皆屬男性較符合該條件，

未來若有女同學有意願爭取，亦不排斥讓女同學嘗試。 

表 3：107年釋奠典禮樂生樂器配置表 

晉鼓

1- 
男  

建鼓

1- 
男  

應鼓

1- 
男  

鏞鐘

1- 
男  

特鐘

2- 
男  

鎛鐘

1- 
男  

搏拊

3- 
男 男 男  

鼗鼓

2- 
男 男  

柷 1- 男  敔 1- 男  
特磬

1- 
女  

編鐘

1- 
女  

編磬

1- 
女     

笙 10-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笛 20-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歌 10-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麾 3- 男 男 男 

琴 3- 女 女 男  瑟 2- 男 女  

簫 3- 女 男 男  
鳳蕭

2-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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塤 2- 男 男   篪 2- 男 女  

 

  訪談數名參與訓練的樂生表示，其參與意願及樂器的選擇，並無因性別而產

生選擇的偏好問題，主要依據學生各自的喜好及樂長依據個人專長安排。最重要

的是樂生認為參與釋奠典禮的演出是一件具有榮耀感的事情，雖然訓練過的過程

較辛勞，為了完美的演出均努力練習，表演結束後獲得的成就感是無限的。 

 

  因此可發現近年來男女性別比例差距逐漸縮小，本研究認為學生參與樂生意

願，已逐漸破除傳統刻板印象，而未來樂生性別上的差異將源自於目前現況學校

學生性別比例差距的因素，至於大環境的學生性別比差距不在本專題研究範圍內。 

二、 佾生 

  佾生自從臺北孔廟開始辦理釋奠典禮時就與大龍國小合作，由大龍國小成

立佾舞隊受訓，至今已 89屆，自民國 82年起，開始晉用女同學表演佾舞，目

前招募對象為大同學小三至五年級學生，條件改採不拘男女、不限成績，有意

願且願意接受挑戰的同學皆可報名參加，自放寬性別擔任條件起，教練表示佾

生在性別組成比例上由女生佔多數，佾生近年來招生約 50人左右，本專題將近

五年佾生性別人數統計如下：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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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男 14（39%） 32（47%） 20（41%） 29（56%） 32（58%） 

女 22（61%） 36（53%） 29（59%） 23（44%） 23（42%） 

總數 36（100%） 68（100%） 49（100%） 52（100%） 55（100%） 

圖 4：釋奠典禮佾生近五年性別人數統計 

  分析佾生近五年性別統計，可得知男同學擔任意願逐年提升，女同學參與

意願則維持。本專題認為佾生如同上述樂生存有類似問題，即傳統刻板印象，

認為女性在表演上較為體面且舞蹈表現上可以呈現較精緻的動作，隨著近年國

民教育的加強及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推廣下的成果，打破傳統刻板印象，使學生

參與佾舞活動不再因舞蹈表演性質而有影響，排除舞蹈表演僅適合女性參與，

男性也可以呈現佾舞中的精神。 

 

  訪談佾生教練觀察近年學生參與佾生的情況，由於男女同學身心發育狀態

不一致，因此男女同學在不同面項皆有各自表現良好之處，如記憶舞蹈動作及

體能上的表現，在此情況下，男女同學各有優缺互補的情況，近年來平均男同

學參與人數有所增加，但總數還是少於女同學，以目前最新108年度招生結果為

例，男同學為46名，女同學為55名，最後能上臺演出的佾生會依照舞蹈動作純

熟度及體能狀況去做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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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 4統計圖分析，103年男女差距為最大，近年來逐漸差距縮小，甚至

到 106年及 107年男同學參與比例大於女同學，且差距幅度略為 10%，本專題依

據教育局統計報告（如表 4）分析目前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小全校學生人數與近

年參與佾生學生性別對比，107 年度大龍國小學生共計 801 人，男生計 412 人，

女生計 389 人，比例約為男生 52%及女生 48%，可得知整體男女比上，男生比例

歷年均大於女生，故在男女平等參與的前提下，男性參與比例必比女性高。訪談

大龍國小佾舞隊教練表示，招募過程上近年較無男女性別差異，亦無刻板印象的

存在，擔任意願較多原因來自家長學業、安全考慮及福利，故本研究歸納佾生從

原先限制男性參與，至開放女性後，反而由女性參與比例較高，至近年來佾生於

性別比上已逐漸趨近平等狀態，使得釋奠典禮上的佾生呈現多元且平等狀態。 

 

表 4：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小 107年全校學生人數統計 

性別 男性 女性 總和 

全校人數 412 389 801 

百分比 52% 48% 100% 

三、 禮生 

  禮生係釋奠典禮中的執事人員，貫穿整場典禮活動進行，負責司儀、服務或

引導走為等任務，目前臺北孔廟禮生組成分為資深禮生及學生禮生，比例約為八

比二。 

 

  資深禮生早年擔任條件限制嚴格，需父執或家屬具備功名者才可以擔任，均

選自教育界人士、當代尊孔文人、以及保安宮與地方德高望重之仕紳家族等，早

期限制男性擔任，至今雖無限制男女擔任，惟現今資深禮生組成仍以男性為主，

為使傳統禮生制度有效傳承，本會與市立明倫高中聯合招募年輕有志的學生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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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加入禮生行列，對象為高中一年級學生，早期明倫高中招募學生禮生的對象

亦以男性為主，臺北市孔廟因應性別主流化趨勢，與資深禮生積極溝通協調後，

於民國 106年釋奠典禮中的禮生開始招募明倫高中女同學擔任，突破以往祭孔大

典僅限男性擔任禮生的慣例，以下本研究統計近五年禮生組成性別比： 

表 5：釋奠典禮禮生近五年性別人數統計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男性資深禮生 71 (78%) 73 (88%) 79 (86%) 78 (82%) 75 (81%) 

女性資深禮生 0 (0%) 0 (0%) 0 (0%) 0 (0%) 0 (0%) 

男性學生禮生 20 (22%) 10 (12%) 13 (14%) 12 (13%) 14 (15%) 

女性學生禮生 0 (0%) 0 (0%) 0 (0%) 5 (5%) 4 (4%) 

小計 91 (100%) 83 (100%) 92 (100%) 95 (100%) 93 (100%) 

   （單位：人） 

  資深禮生的部分，雖目前仍無女性資深禮生加入行列，主要原因為資深禮生

制度係一套傳承的制度，各資深禮生皆由年輕時擔任至今，囿於早年皆限制男性

擔任，導致現今資深禮生為皆為男性，故為了傳承禮生制度與培養具有儒教素養

的禮生，臺北孔廟與本市明倫高中聯合固定招募學生禮生，希望藉由每年的訓練

成果累積，使禮生的組成不僅是男性限定，而是更多元化的發展。 

 

  由於資深禮生目前無女性擔任，故本專題針對學生禮生部分進行分析，近年

來招募學生禮生需求數皆為 15至 20人，自 106年開放女學生擔任後，皆有女同

學表示有意願擔任，如圖 5。得知 106年招募 17名學生，男學生 12 人，女學生

5 人，107 年招募 18 名學生，男學生 14 人，女學生 4 人，女同學參與比例約為

25%。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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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釋奠典禮學生禮生近五年性別人數統計 

  訪談近兩年參與的女同學，表示原先抱持著嘗新體驗的心態，參與過後均

認為典禮具有非凡意義，尤其在現今男女平等的價值觀下，認為女性亦可擔任

祭祀中的執事人員，宏揚儒學精神。明倫高中指導老師表示往後也將針對女性

學生禮生加強招募，體驗傳統儒家文化，持續依據禮制規範執行且執禮位置亦

不分男女，一律皆可以適任。 

 

圖 6：107年女性禮生執禮現況照 

肆、 臺北孔廟祭典性別平等獨占鰲頭 

  臺北市孔廟長年持續推動祭典性別平等，從各司職僅由男性限制擔任，至

今已達成祭典全面性別平等，不限男女，屬全國孔廟獨一無二的創舉，各地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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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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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因應不同的文化習俗與政策考量皆有各自針對各司職性別上不同之方針，以

下就依據全台孔廟及海外祭孔習俗情況加以分析。 

一、 全國各地孔廟祭典現況 

全國各地孔廟之祭孔習俗有些依循傳統古禮限制男性參與，有些因應現今

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趨勢，不限男女參加，其中負有盛名的臺南孔廟至今仍

依循古禮，其佾生僅招募男同學，主要由臺南市忠義國小四、五年級學生擔

任，樂、禮生皆由以成書院擔任，長期以來臺南孔廟的祭祀禮制都由以成書院

傳承，以成書院院生多為父子傳承，目前年齡平均在五十歲以上。 

 

近年來許多孔廟亦開始朝向祭典性別平權之路，例如彰化孔廟的佾生由中

山國小、民生國小、南郭國小、平和國小輪流擔任，佾長由佾舞老師擔任，早

期之佾生亦皆由男同學中挑選，直到民國 85年開始才挑選女同學擔任佾生。嘉

義市孔廟於民國 102年亦突破傳統，佾生不再侷限由男學生擔任，首度開放女

學生加入六佾舞行列，以顯示性別平等。 

二、 海外祭孔效仿 

目前儒學思想文化遍布全球各地，包含日本、韓國等國家均設有孔廟，並

辦理祭孔典禮以表達對孔子的敬意，各國祭典規模與形式依據傳統習俗與當地

民俗風情因地制宜，例如於 2012年臺北孔廟辦理祭孔典禮時，敬邀韓國曲阜孔

氏漁村公宗會會長孔天植觀禮，其中孔會長表示臺北孔廟祭孔與韓國孔廟祭孔

方式大致相同，唯獨韓國沒有女性禮生，並讚嘆臺北孔廟祭典性別平等意識的

實踐，讓莊嚴典禮增添柔和美，這次訪臺經驗亦使韓國往後效仿提升祭孔典禮

的性別平等價值觀。 

三、 臺北孔廟祭典成為標竿對象 

臺北孔廟釋奠典禮以隆重的傳統三獻禮、雅樂、佾舞、盛饌祭孔，據以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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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尊師重道，宏揚儒學精神，同時，透過釋奠典禮的舉辦及各界的參與，達到

儀典傳承、社會教化與活化古蹟等面向的功能，目前釋奠典禮中各司職皆達成

全面的性別平等，沒有男女性別上的限制，又孔廟對學生的影響較為深層，可

藉由釋奠典禮的與祭人員不限制性別的面向中，廣播性別平等教育種子，深化

整體社會性別平等的觀念，最後，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思維，更透過本會提倡釋

奠典禮全面化的性別平等中，發揚得更為透徹。 

 

臺北孔廟成為全國首創於釋奠典禮中招募女性禮生，可藉由開始招募女性

禮生後，讓其他遵循傳統禮俗的典禮，皆可參酌與引導的效果。隨著時空環境

的演變，古禮除了延續其重要精神與傳承先賢教誨外，也應配合現今環境，使

台灣在傳統與現代中，展現出多元化的一面，另臺北市孔廟釋奠典禮為目前保

存最完整的三獻古禮國家祭典，額外具有重要影響力。 

伍、 結論與建議 

  臺北孔廟釋奠典禮每年吸引約兩千名海內外遊客參與，係嘗試結合傳統與創

新的儒學活動，更將儒學的深度、廣度及高度推向新境界，讓參與典禮的人均感

受到臺北孔廟的突破。臺北孔廟祭典目前已實踐全面性的性別平等，為了使釋奠

典禮更加周臻且達成實質的性別平等，本專題提出以下三大面向策略與建議，以

供未來精進方向。 

一、 擴大各機關學校與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推動祭典 

釋奠典禮中的「禮、樂、佾、歌、饌」5大元素，即是代表樂生、佾生、歌

生、饌生、禮生五種職司，本會典禮中各司職目前與本市大同區附近學校合作，

未來更推向臺北市各國中小、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共同為發揚儒學文化。 

 

樂生目前與重慶國中合作，未來將考慮具有專業音樂背景的成淵國中音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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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聯合校訓廣納音樂人才；佾生目前與臨近的大龍國小合作，將持續加強合

作與深化訓練模式；饌生早期由大同大學協助，目前由開平餐飲學校協助專業祭

品製作作業；資深禮生係由大龍峒的地方仕紳擔綱，年輕化的執事禮生係由臺北

市立明倫高級中學學生擔任，今年度開始擴大招募禮生，採取重點單位或團體方

式招募，包含臺灣大學中文系、輔仁大學宗教系、淡江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以及

中華儒道研究協會等，期望改善禮生中青年代上之不足。 

 

臺北孔廟多年辦理釋奠典禮除了管委會同仁努力付出外，祭典層層環節皆仰

賴各界人士的支持與當地仕紳的協助，包含本市市長支持、本市民政局與教育局

提供人力支援、孔廟志工與大同區保安里志工提供專業外語導覽與服務、大龍峒

地方仕紳的挹注等，協調各地方團體與各里區，為求祭典當天表現完美無缺，共

同為儒學文化的發揚與傳承盡一份心力。 

二、 持續招募女性禮生 

誠如前章節所言，目前資深禮生尚無女性擔任，學生禮生於 106年嘗試招募

女學生擔任禮生後備受嘉許，臺北孔廟未來辦理釋奠典禮將持續與臺北市立明倫

高級中學合作，以及擴大招募各大專院校學生，並將性別平等重要概念納入招募

評選條件之一，加強招募女性禮生，期以多元化禮生之組成，打破性別窠臼，不

僅限於男性，凡是對傳統儒家文化感興趣之男、女學生皆可加入執禮禮生，年輕

禮生大部分皆以學生為主，而學生家長樂意表示孩童參與隆重又莊嚴的祭典是一

種自我期許的榮耀，孔廟亦由衷特別感謝學生家長常年支持本會，使祭典每年更

加完善。 

 

另目前資深禮生老師皆以男性為主，部分資深禮生表示認同孔廟因應現今性

別平等的趨勢，開始招募女性禮生，期待孔廟以從執禮學生禮生中招募女性，使

女性禮生的經驗能延續下去，勢必可創造儒學文化的傳承效果，有朝一日期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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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性禮生進而成為資深禮生老師行列，讓釋奠典禮的樣貌更加多元化，跳脫出

傳統的印象。 

三、 持續打破刻板印象及建立實質性別平等的祭典文化 

傳統祭祀文化中的性別刻板遵循著主從、尊卑的性別觀，採取男主外、女主

內的性別分工，公領域為男性專擅範疇，女性涉入時往往遭受各界評議，甚至因

性別而否定其能力，有如早期孔廟祭典活動亦為僅由男性擔任祭祀者，禁止女性

參與之情事。因此，可發現社會與祭祀文化係影響性別平等意識與營造友善的性

平環境關鍵因素，然而傳統民俗習慣範疇往往都是較難突破的性別障礙類型，需

要透過各界加強推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CEDAW）和「男

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孔廟祭典文化嘗試改變

男女在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努力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

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CEDAW第 5條），使與祭人員突破男女

框架，因此現今社會中性別平等的諸多負面現象在世界各國依然存在著，有待教

育當局重視性別平等教育，努力弭平文化結構中對性別的不友善現象。 

 

臺北孔廟釋奠典禮是台灣具有重要且珍貴性的文化資產，期望作為教育實

際現場的良好教材，從上述報告中，可發現臺北孔廟祭典從各環節持續打破傳

統刻板印象與偏見，廣納各方人才且不分性別，將性別平等觀念落實於生活之

外，同時也藉此改變觀禮的人及普羅大眾對於文化工作者的性別刻板印象，提

升民眾的性別平等意識。在建立性別平等的祭典文化之下，臺北孔廟期望未來

努力各司職推動與招募中強化實質的性別平等，最後，要如何能有效的改善、

傳統祭祀文化活動的性別平等？本專題認為關鍵在於「人」，只有消解人對於

傳統習俗與性別歧視的觀念，方得達成祭典文化的性別平等。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 

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性別分析報告 

 

壹、前言 

臺北市政府自 2014 年柯文哲市長上任後，積極推動參與式預算

（Participatory budget），一方面，期待藉由市民實質參與公共資源分配

之決策過程，喚起市民的公民意識，共同關心社區與城市的大小事務、集體

討論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市政府也能從市民的觀點解決市井小民的生活

大小事，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質與滿意度。 

在推動參與式預算的過程中，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下稱本局）除了開設

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以推廣參與式預算之概念外，也辦理住民大會讓

市民可以在這個場域討論公共議題並提案，另為進一步了解市民對於住民

大會辦理情形之意見，本局於 106 及 107 年度採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參與市

民的看法，作為未來持續推動此一政策的參考。而前述問卷資料之分析，不

僅可以了解市民對於住民大會之意見，更可一窺女性在參與式預算提案過

程中參與之狀況，再藉由錄案案件之性別分類，藉以通盤了解女性對於臺

北市市政議題關心之趨勢。 

 

貳、106及 107年度參與式預算住民大會參與者之性別分析 

一、106年度問卷調查概況 

(一)本局針對 106 年度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之「住民大會」參與者施予

問卷調查，採取受訪者自填的方式，共計發放 2,534份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數為 2,130 份，回收率為 82%。有效問卷數為 2,130 份，佔

100%。 

(二)問卷內關於性別之分析 

1、參與者性別分析：回收之問卷中男性佔38%，女性佔62%，如表

一。 

2、依據本局 106年度的統計資料中，本市性別結構：男性為

47.8%，女性為 52.2%。故以本市人口結構來看，住民大會女性

參與人數確實較多。 

 

二、107年度問卷調查概況 

(一)本局針對 107 年度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之「住民大會」參與者施予

問卷調查，採取受訪者自填的方式，共計發放 2,104 份問卷，回收

2,066份問卷，回收率為 98.2%，有效問卷數為 2,028份，佔 96.4%。 

(二)問卷內關於性別之分析 

1、參與者性別分析：回收之問卷中男性佔41.8%，女性佔58.2%，

如表一。 



2、依據107年度的統計資料中，台北市性別結構：男性佔：

47.7%，女性佔52.3%，故就人口結構來看，住民大會女性參與

人數確實較多。 

 

參、106及 107年度參與式預算錄案案件提案人之性別分析 

一、錄案係指經過參與式預算提案程序討論、審議後成案並透過 i-voting

網路票選之機制而產生之案件，凡在臺北市設籍、就學或就業之年滿

16歲之民眾皆可上網投票。 

二、住民大會所產出之提案，再經過審議工作坊，就適法性、公共性及預

算可行性三面向進行討論，通過這方成案即進入 i-voting之程序，提

案人性別非能否成案之影響因素。 

三、106 及 107 年度錄案案件各為 76 及 49 件，本局將案件分為 12 種類

型並與女性提案人進行交叉分析，惟提案人之原始基本資料未以性別

區分，故僅就其姓名初判其性別，分析如表一。 

四、106年度錄案 76件，提案人中有 46位為女性，佔 52.3%、42位為男

性，佔 47.7%；107年度錄案 49件，提案人中有 21位為女性，佔 43.1%、

33 位為男性，佔 56.9%(因有部分提案之提案人非僅 1 人，故提案人

數大於提案數)。 

五、106年度錄案類別中女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3者包括:社會福利、社

區教育及道路景觀；男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4者包括:公園設施、道

路景觀、田園城市及空間規劃利用，分析如表二。 

住民大會參與者(男性)

住民大會參與者(女性)

錄案案件提案人(男性)

錄案案件提案人(女性)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106年度

107年度

38.0%

41.8%

62.0%

58.2%

47.7%

56.9%
52.3%

43.1%

106及107年度住民大會參與者及錄案案件提案人

性別分析表(表一)

住民大會參與者(男性) 住民大會參與者(女性) 錄案案件提案人(男性) 錄案案件提案人(女性)



六、107年度錄案類別中女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3者包括:公園設施、社

會福利及道路景觀；男性關注之市政議題，前 4者包括:觀光文化、公

園設施、空間規劃利用及交通設施改善，分析如表二。 

 

 

 

 案件類別 

106年

錄案數

(件) 

106年女

性提案

人數

(人) 

106年男

性提案

人數

(人) 

107年

錄案數

(件) 

107年女

性提案

人數

(人) 

107年男

性提案

人數

(人) 

106-107

年案件

總數

(件) 

106-107年

女性提案總

人數(人) 

106-107年

男性提案總

人數(人) 

1. 公園設施 13 7 7 9 6 5 22 13 12 

2. 田園城市 6 0 6 1 1 0 7 1 6 

3. 社區教育 8 8 2 1 0 1 9 8 3 

4. 道路景觀 13 9 8 6 3 3 19 12 11 

5. 社會福利 10 9 4 4 3 1 14 12 5 

6. 空間規劃利用 5 0 6 6 2 4 11 2 10 

7. 交通設施改善 6 4 3 4 0 4 10 4 7 

8. 河川水利 6 5 1 3 1 2 9 6 3 

9. 觀光文化 5 2 3 7 1 6 12 3 9 

10.市場商圈 4 2 2 4 1 3 8 3 5 

11.環保公安 0 0 0 2 1 1 2 1 1 

12.橋梁 0 0 0 2 2 3 2 2 3 

  76 46 42 49 21 33 125 67 75 

 

肆、結語 

一、106及 107年度住民大會的女性參與者均高於男性參與者。 

二、106及 107年度之錄案案件總數，其女性提案人平均約佔 47.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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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106及107年度錄案案件提案人提案比例分析表(表二)

106年(女) 106年(男) 107年(女) 107年(男)



三、「社會福利」及「道路景觀」之議題為 106 及 107 年度錄案案件女性

提案人均關注之市政議題。 

四、「公園設施」及「空間規劃利用」之議題為 106 及 107 年度錄案案件

男性提案人均關注之市政議題。 

 

 

 

 

 

 

 

 

 

 

 

 

 

 

 

 

 

 

 

 

 

 

 

 

 

 

 

 

 

 

 

 

 

 

 

 

 

 



參考資料: 

 

106-107年錄案提案人性別統計   

年度 106 107 小計 106 107 小計 

男 42 33 75 47.7% 61.1% 52.8% 

女 46 21 67 52.3% 38.9% 47.2% 

合計 88 54 142       

106-107年成案提案人性別統計   

年度 106 107 小計 106 107 小計 

男 123 108 231 56.9% 59.3% 58.0% 

女 93 74 167 43.1% 40.7% 42.0% 

合計 216 182 398       

 

106及 107年度錄案案件類別預算規劃金額統計表 

類別 106年 107年 小計 百分比 

1. 公園設施 43,863,820  19,799,700  63,663,520  14.4% 

2. 田園城市 6,576,922  200,000  6,776,922  1.5% 

3. 社區教育 5,202,400  0  5,202,400  1.2% 

4. 道路景觀 30,942,960  7,772,798  38,715,758  8.7% 

5. 社會福利 18,985,872  6,240,000  25,225,872  5.7% 

6. 空間規劃利用 15,343,894  11,954,000  27,297,894  6.2% 

7. 交通設施改善 94,010,000  55,295,160  149,305,160  33.7% 

8. 河川水利 102,510,915  3,294,544  105,805,459  23.9% 

9. 觀光文化 3,861,734  4,296,500  8,158,234  1.8% 

10.市場商圈 1,100,000  2,604,130  3,704,130  0.8% 

11.環保公安 0  750,000  750,000  0.2% 

12.橋梁 0  8,005,000  8,005,000  1.8% 

合計 322,398,517  120,211,832  442,610,349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