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下半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 101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9 樓中央區 901 會議室
主席：黃副秘書長榮峰
出席委員：本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危委員芷芬、高委員松景、劉委員承武
出席人員：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會蔡副秘書長瑩芝、晶晶藝廊楊發言人
平靖、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郭媽媽、財團法人紅絲帶基金會金副秘書
長家玉、同光同志長老教會林幹事小恩、社會局石專員守正、教育
局廖科長文靜、教育局蔣企劃師瑞娟、衛生局游組長川杰、公訓處
朱專員佩琪、文化局張規劃師鈺苓、勞工局吳科員炎烈、警察局陳
組員興建、人事處曾專員金涼、民政局黃專門委員振昌、民政局游
科長竹萍、民政局方股長英祖
記錄：陳瓊瑤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主席裁示：洽悉
參、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各局處報告略）
主席裁示：
一、 上次會議共計列管 11 案，各局處業已充分說明最新辦理情形，編號
1000803、1000805（社會局除外）、1010201、1010203、1010204、
1010206、1010207 列 A 級解除列管，編號 1010203 雖解除列管，惟仍
請持續辦理社區同志據點講座，讓同仁認識周遭默默耕耘的同志實體
書店並給予支持肯定，其他列 B 級賡續列管如下：
(一) 編號 1000805（各相關單位於明年初討論 101 年成果時，將數據
與百分比列入具體措施中）：請社會局依規劃期程實施。
(二) 編號 1000806（公廁規劃、設計方面是否考慮性別平等問題，因
涉及相關不同局處、單位，請民政局協調研議在標誌或規劃設
計上改善）：請民政局繼續研議規劃。
(三) 編號 1000808（衛生局之「友善同志醫療意見交流研討會」
，可
集結編印成同志醫護手冊）
：請衛生局依規劃期程於 101 年度執
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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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編號 1010202（編號 1000808 列管案，請衛生局於 101 年 8 月前
完成同志醫護手冊編製作業部分，為配合下半年同志業務聯繫
會報預定 8 月召開，請提前於今年 7 月底前舉辦研討會）
：列管
情形同編號 1000808。
(五) 編號 1010205（請衛生局於下次「建構多元族群友善醫療環境意
見交流研討會」擴大第一線醫護服務同仁參與）
：請衛生局依規
劃期程執行。
肆、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報告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辦理情形。
說明：為了解各局處 101 年上半年對計畫之辦理情形，本局前於 101 年 7 月 19
日以府授民人口字第 10132272000 號函請各局處回報，提供與會代表檢
視。
與會者發言摘述：
衛生局衛生局游組長川杰報告：有關執行列管表一、辦理教育訓練（三）公務
人員「開辦同志議題與性別敏感度語意學課程．．．」執行內容更正為：本
局 101 年 7 月份結合教育局針對國中小、國高中職輔導教師、一般教師辦理
青少年性別認同與協助課程，總計 112 位心理師與輔導教師與會參訓。
警察局補充報告：本局第 3 季辦理基層警佐及中級幹部學科講習，亦納入性別
敏感度與語意學課程，另 7、8 月針對 20 個外勤單位（分局、大隊、隊）
實施，中級幹部調訓 1,070 人次，基層警佐計調訓 5,272 人。
人事處曾專員金涼補充報告：有關工作權之維護部分，作以下口頭補充報告：
我們各機關人員之任用陞遷係屬各機關首長之權責，至於人事任用、陞遷
等相關法令並未就人員性別、性傾向予以規範。爰此，市府機關同仁之任
用及陞遷均立基於相同之基準點，並一體適用各相關規定。
危委員芷芬：有關執行列管表三、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第三項「營造性別友善校
園環境」中臚列各級學校 101 年 1-6 月參與有關（一）檢視校規及制服規
定，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精神、
（二）檢視校園環境及廁所標示，符合多元
性別之需求、
（三）提供多元性別發展之校園環境，對於校內社團給予鼓勵
及協助建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場域的實施比例是有較上年度提高，有些數
據在國中小部分是超有過百分之百，顯示活動是辦理得很密集，但是覆蓋
率有多少？是集中在少數較有興趣、積極的學校，而其他較無興趣則較少
辦理？是否所有學生均已納入？是否可統計有多少學校辦理而不只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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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次表示。而目前校內社團實際上有多少是真正跟性平議題教育或活動
有關？
教育局廖科長文靜：目前本局提供之數據人次比例，可以看出國小比例是最高、
其次是國中，接下來才是高中、高職，顯見我們辦理活動之難易度。目前
國小、國中部分，是採取全校性、全年級方式宣導，其活動規劃及時間是
較容易的，相對於成果亦較易顯現；可是到高中、高職部分，因為時間之
侷限性，加上課程較緊湊，故有此不同。至於委員所提是否會有些學校辦
理很多，有些學校不辦理某些活動部分，在此和委員說明並不會有此情形
發生，國中、國小均會依規定辦理 4 個小時以上的性平教育課程，而本局
也會督請各級學校確實執行。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報告案二：
「建構多元族群友善醫療環境意見交流研討會」之專案報告，報請 公
鑑。（報告單位：衛生局）
說明：詳見會議補充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報告案三：
「100 年 7-12 月各級學校提供多元性別發展之校園環境，對於校內社
團給予鼓勵及協助建立無性別歧視之教育場域」統計數據低於 5 成項
目之專案報告，報請 公鑑。
（報告單位：教育局）
說明：詳見會議補充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建議下次會議報告議題由各局處輪流就同志業務之執行項目提出專案
報告，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民政局）
說 明：為充實每次會議議題，建議除與會代表另有提案外，由各局處輪流就
同志業務之執行項目提出專案報告，下次建議 1.由本局報告友善性別
廁所建置案、2.社會局自訂議題報告。
與會者發言摘述：
社會局石守正專員：有關下次報告案，本局針對性平、同志議題並無專門業務
單位辦理相關業務，主要都是在婦女議題，雖然青少、兒少、老殘與各科
業務都可能牽涉，將回去請示，無法立即於會議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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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基金會金副秘書長家玉：西門紅樓南廣場已經營為同志文化展示及活動
空間，建議觀光傳播局和文化局針對年底同志大遊行部分作一多元文化城市
之推廣，同時為臺北多元文化作露出與推廣，可否列為下次會議專案報告議
題？
主席裁示：
1、下次請民政局報告「性別友善廁所建置案」。
2、下次一併請觀傳局和文化局，以「臺北市多元文化城市之行銷與推廣」為題，
提出專案報告。
伍、臨時動議
一、晶晶書庫楊發言人平靖：建議下次聯繫會報開會通知單可提早發文，以便
出席代表可事先閱讀檢視，以利會議上討論與建言。
民政局游科長竹萍回應：關於這部分先和各位委員致歉，下次開會時本局會提
早函請各局處提供執行成果以利陳判，並留意發文時間，謝謝楊發言人之
指教。
二、危委員芷芬：有關執行列管表二、推動性別友善環境第五項「強化社會大
眾尊重多元性別之概念」文化局所列「本局 101 年上半年第一期藝文補助因
無同志相關議題申請案，故無補助。」，不知是否有進行宣導或鼓勵各單位
申請此經費，以提高經費執行率，今天出席各民間團體也很多，希望大家可
協助宣傳，讓下半年度本案能有更多成果；另外從書面資料可知，外界對於
同志宣導有些不是那麼正面，建議宣導方向應從正面、積極著手，讓大眾知
道同志族群是和大家一樣的生活，也能追求自己的理想，用這種方式形塑同
志形象，讓大眾更能接受同志。
文化局張規劃師鈺苓回應：有關委員所提議，因涉及本局他科室業管事項，會
後會將委員意見轉達主辦科室，以更正面、積極方式，讓更多團體申請補
助。
主席:關於本部分請確實轉達，希望下半年能有積極之績效。下次會報請危委員
及各位檢視文化局下半年執行績效。
三、劉委員承武：今天我也帶著我們理監事會議的決議而來，目前我是臺北市
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總會長，他們一直在問一個問題，現在我們對於同
志本身的態度，從單純尊重，已經進到支持，或積極促成?（舉美國副總統
錢尼女兒案例說明）現在家長們從小孩教科書、補充教材所看到的，不曉
得局裡目前政策為何？先不論婚姻合法化，這是立法問題，但剛才聽到危
委員的「積極」是指尊重、支持，還是促成？
主席：請民政局和教育局回應。
民政局游科長竹萍：本局有編列同志預算，編列預算的目的是為讓大家認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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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同志，這幾年來的活動亦是基於此理念出發，後面的支持與促成部分
即有不同面向，如同剛才劉委員所說的婚姻部分，是屬中央立法權限，這
部分就較無法辦理；實務上，民政局負責的是社區部分，如去年本局即透
過社區巡迴講座方式，邀請同志朋友現身分享生命故事，讓對同志族群不
是很了解、冷漠的朋友，有進一步認識同志的機會，知道同志朋友不方便
的地方在那裡，同時也讓我們知道同志的需求，要怎麼做，讓整個環境更
趨友善。而我們也發現對同志議題做得愈多時，相對於性別平等議題也做
得更多，例如目前推動之性別友善廁所，先前教師會有人提到，若在國中、
國小原有男廁、女廁所再另設置性別友善廁所，即可能發生有人在性別友
善廁所被欺負的情形。可是我們發現高齡化社會中，一位高齡爺爺和女兒
一同就醫時，當如廁時就會因性別產生困難，女兒是要扶爺爺進男廁或是
女廁？若此時有一性別友善廁所即可一起進入，免除異樣眼光與心理負
擔，也不用擔心爺爺的安全。也就是當尊重多元性別概念出來時，形式也
不是那麼重要了。目前我們在推動的性別友善廁所也是朝此邏輯在走。我
再舉個例子，在校園裡，就家長而言，可能學校的繪本比較屬於「當公主
遇上王子」的繪本，如教學上有像國外更友善的教學環境時，例如「當公
主遇上公主」的繪本，從小讓小朋友知道這個社會的多元性，應可避免如
陰柔氣質小男生的刻板印象被言語或肢體霸凌之情形。
教育局廖科長文靜：有關委員特別指導之尊重、支持部分，教育局都有在各級
學校一再推動，要對同志有尊重與支持；至於是否促成，按教育是要跟整
個社會脈動同步一起走的，家長的各種觀念，教育局是否要用更積極的去
推，目前我們希望能以更多的論壇或透過議題討論方式來處理，我們不預
設，但是我們一定會做到尊重與支持。
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郭媽媽：很多家長可能誤會了，同志不是被促成，並不會有
人會被同志教材促成，應是要更多了解尊重、看見，對於可能後來發現自
己是同志的小孩可以早點認同自己，可能是同志的父母親，因為之前未學
習同志教育課程能更了解自己的孩子，若學生在學校有更多性平教育學
習，能學習到彼此尊重。
劉委員承武：
「促成」這二字我也是引用別人說的，如郭媽媽說字眼是有點重，
但他們很害怕這是雙性戀者可以選擇的權利，有些人是雙性戀，有選擇時
就會害怕，害怕是對或錯沒人知道，因為還沒走完，我們目前無法看到，
而我們完全支持多認識、就多尊重，就不再冷漠，價值觀開始往多元走，
環境變友善，其餘就是立法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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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政局游科長竹萍：本局 101 年 8 月 15 日辦理同志論壇，活動會場的與談
人提及之前至本市某國小演講時遇到的個案（當時未具名哪間國小，建議
會後請教育局查明）
，同仁反映該校輔導室輔導內一位娘娘腔的小男生，因
怕那位小男生被欺負，所以中午時特別撥時間教導他如何保護自己，但方
法是輔導如何站的時候像個男生之類，雖然那名輔導老師的立意是好的，
但是教育的方法是有點疑慮的。本局已編印同志摺頁並於網站上開放下
載，各級學校輔導室應提供相關性平或同志文宣資訊，讓有需要之學生取
閱，同時也讓學生知道輔導室是友善空間，提供諮詢。同志摺頁（A3 及 A4
二版）已請各區公所及戶政事務所於大廳明顯處提供市民索取，若家長會
有需要，本局亦可配合提供。
五、晶晶藝廊楊發言人平靖：首先肯定二位性平委員的觀點，提出以下二項觀
點跟各位分享：
（一）有關文化局 101 年上半年第 1 期藝文補助，無同志相關議題申請案部分：
獨立書店因規模較小，經費較不足，所以獨立書店是較難成為一個獨立接
案或提案的中心，但是我們很努力，也樂於參與，更應該是溫柔內斂的，
做為一個文化人，讓文化有更進一步的演進，而非立竿見影。如我們晶晶
書庫會透過大型書展、展覽等形式推廣多元文化，提出新概念，我們也很
樂於行銷臺北、行銷臺灣，像晶晶書庫就提供具英語、日語等接待人員提
供服務，我們還有更多空間可做，而我們是很樂意這樣做的，如果文化部
門真的支持這樣的一個獨立書店，希望政府部門能減少作業流程，讓大家
更認識多元文化。
（二）去除刻板印象、去標籤化每次會議均會被提到，個人認為，應尊重每個
個體之自主權，而非對立。
主席裁示：感謝各位團體、代表與會建議，希望半年後能見到各局處提供更詳
實執行成果，一併再請各位委員、團體繼續指教。
陸、散會
下午 3 時 23 分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