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上半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 101 年 2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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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淑雯、林委員綠紅、高委員松景、
陳委員採卿、張委員耀中（陳惠娟代）
、洪委員世昌、許委員永佳
出席人員：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會蔡副秘書長瑩芝、文宣部林主任昱
君、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羅副秘書長惠文、晶晶藝廊楊發言人平
靖、陳經理靜儒、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郭媽媽、GLCA 幸福生活站陳
負責人敬學、財團法人紅絲帶基金會林社工垠瀚、社會局石專員守
正、教育局吳股長青娟、教育局蔣企劃師瑞娟、何科員茂田、衛生
局周股長美華、游組長川杰、公訓處王輔導員瑞華、文化局姚股長
丹鳳、勞工局黃股長雅玉、警察局 偵察佐錦榮、人事處曾專員金
涼、民政局黃呂局長錦茹、民政局江主任秘書慶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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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案，各局處業已充分說明最新辦理情形，編號
1000204、1000801、1000802、1000804、1000805（衛生局和社會局
除外）
、1000807 列 A 級解除列管，其他列 B 級賡續列管：
(一) 編號 1000803（有關是否指定區公所人文課作為同志議題窗口，
請民政局縮短期程規劃，並著手邀請相關同志團體及區公所作
進一步商議）
：列 B 級賡續列管。
(二) 編號 1000805（各相關單位於明年初討論 101 年時將數據與百分
比列入具體措施中）
：請衛生局針對林委員綠紅建議就同志業務
如何擬訂年度執行成果考核指標部分具體臚列，並於會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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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各委員參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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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擇定適當地點，邀集相關機關研商建置示範性
性別友善廁所部分，請建築管理處一同加入會議討論，希望今
年度即能顯現成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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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衛生局於 101 年 8 月前完成同志
醫護手冊編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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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積極營造臺北市友善同志環境，本府於 99 年 11 月 10 日以府民人口字
第 09933723100 號函頒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為符上開
實施計畫「每半年邀請同志團體進行研商討論」規定，並了解各局處 100
年下半年對計畫之辦理情形，特彙整各局處填報資料，並於會上提供與會
代表參考。
與會者發言摘述：
林委員綠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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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臚列學校 100 年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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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對象及人次，各級學校統計數據比例偏低，尤
其是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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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僅有 7.06%，其他項高中、高職、國中亦
有此偏低現象，在教育局方面有無因應改善之道？
教育局蔣瑞娟企劃師：上開部分是透過校內調查，參與人次由有辦理相關活動
之學校提供後統計，關於偏低部分，本局將於各會議等場合加強宣導促使落實。
林委員綠紅：教育局未來是否會針對某些數據偏低項目提供具體改善方法。
劉委員淑雯：建議教育局針對低於 5 成部分加強宣導，並就量化或質化方面具
體說明成效。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針對上開統計數據低於 5 成數據項目列入下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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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2011 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社區巡迴講座」成果報告，報請
公鑑。
（報告單位：民政局）
說明：詳見會議補充資料。
主席：本府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民政局黃呂局長每次參加，代表對同志業務之重
視，今日會報民政局江主任秘書及游科長等同仁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同志業
務之支持，在此予以表達肯定之意。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1 年同志公民活動規劃方向，提請 討論。(民政
局)
說明：
（一）民國 89 年起市府為了讓臺北晉升為一個尊重基本人權的城市，辦理第 1
屆同志公民運動，透過不同的活動型態給予市民認識的機會及接觸的管
道，讓參與活動的人們感受到臺北的豐富與友善。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民國 101 年將持續推動辦
理本項活動，並增編經費至 150 萬元，以達到尊重多元性別之城市願景，
建立友善社區環境，規劃方向為辦理宣傳記者會、成果展覽、論壇、印
製活動海報、摺頁文宣等項，請各同志團體及局處給予建議，作為後續
標案規劃內容之參考。
與會者發言摘述：
高委員松景：建議將今年「同志公民活動」名稱改為「同志公民行動」
，因為行
動是一種由下而上，亦為一種教育的歷程，給民政局參考。
主席裁示：請民政局納入參考。
GLCA 幸福生活站陳負責人敬學：同意高委員將今年「同志公民活動」名稱改為
「同志公民行動」的建議，因為今年為同志行動年。
劉委員淑雯：去年民政局辦理走入社區的巡迴講座成效良好，走入社區讓市民
認識了解同志，相較過往嘉年華式的形式，有助市民認識同志族群。建議
可檢討去年辦理經驗，今年可朝更深層方向著手，增加市民接受度。
民政局黃呂局長：去年巡迴講座，走入社區普遍受到社區民眾肯定。同志議題
應是本局與教育局、衛生局、社會局等本府各局處共同重視與齊力推動，
今年同志活動朝向以論壇等形式規劃，竭誠歡迎同志團體來承辦。
GLCA 幸福生活站陳負責人敬學：民政局編列經費 150 萬元辦理公民活動，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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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將編列之經費作為區公所常年經費，取代目前多場次論壇或講座？
林委員綠紅：今年同志公民活動是要針對公民權益抑或論壇部分提出討論，民
政局黃呂局長已明確指出將以論壇方式辦理，即可以針對論壇形式提出討
論。
同志父母愛心協會郭媽媽：我自從 93、94 年即參加民政局每年舉辦的同志公民
活動，對於民政局活動由同志圈圈，到去年走入社區角落辦理巡迴講座的
努力，應給予肯定，同時讓異性戀族群對非異性戀族群有初步的認識。建
議可針對去年參與講座者辦理進階形式課程或深度討論方式進行，因為未
對同志族群有認識，是很難認同同志婚姻合法化的。
民政局黃呂局長：民政局舉辦同志公民活動已為常態性，走入社區辦理同志講
座，不會只舉辦一次，性別主流化課程各局處也都在舉辦，教育應從小紮
根，府內各單位皆已常態性執行，本市里長、鄰長訓練每年 2 次，今年公
民活動會採進階方式進行，不再著重邀請某些特定人士，亦不會僅辦理 1
場，將以多方面、多角度討論，亦會結合其他活動，若有經費不足會再由
其他經費補助。
GLCA 幸福生活站陳負責人敬學：肯定民政局的用心，希望活動不再趨於僵化，
同志就是一般人，去標籤化是必要的，也肯定去年同志巡迴講座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各區公所，以及各場次講師的付出，希望今年同志公民活動更
落實於生活層面。
主席裁示：若在場各位委員或團體代表對於民政局今年同志公民活動有更進一
步建議，亦歡迎於會後向民政局提出建言。
案由二：建議下次會議報告議題為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建構多元族群友善醫療
環境意見交流研討會」之專案報告。(民政局)
說明：101 年下半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預定於 101 年 8 月舉行，預擬下次會議
報告，提請 討論。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林主任昱君：去（100）年 12 月我第 1 次參加衛生局
舉辦的「建構多元族群友善醫療環境意見交流研討會」
，感覺上天數和時段
安排上較為緊湊，聽衛生局游組長川杰說，今年 6-8 月時會舉辦 1 次，希
望是規劃不同時間（天）
、不同時段、不同議題，以避免出現議題被擠壓情
形。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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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 6-8 月衛生局舉辦之「建構多元族群友善醫療環境意見交流研討
會」，請衛生局參考熱線文宣部林主任建議方向規劃。
2. 另外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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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CA 幸福生活站陳負責人敬學：今年民政局編列之 150 萬元預算，建議實際應
用於需要幫助之同志團體，今日為網路資訊時代，網路書店充斥，對於某
些默默耕耘的同志實體書店應多給予支持、繼續存在。
民政局黃呂局長：納入方向參考。
主席裁示：請民政局在適法原則內予以協助。
林委員綠紅：請衛生局提供去（100）年 12 月舉辦「建構多元族群友善醫療環
境意見交流研討會」的活動成果。
主席裁示：請衛生局將上開研討會成果與會議中發放的資料，提供予今日與會
的委員、單位與團體。
陳委員採卿：護理人員為第一線醫護服務人員，需具一定程度的同志概念素養，
建議第一線醫護人員（同仁）應參與同志教育訓練課程，讓同志朋友感受
醫療服務之友善性。
主席裁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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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臨時動議
一、GLCA 幸福生活站陳負責人敬學：建議各局處應多參加同志友善課程，以即
時了解同志需求，便於就近服務，例如同志伴侶往生會尋求協助之殯葬處、
同志朋友會借書之圖書館、同志朋友約會的公園之管理機關-公園路燈管理
處、同志朋友搭乘捷運系統的大眾捷運局、捷運公司、處理交通事故之交
通警察、商業處……。
主席裁示：請殯葬處、圖書館、公園路燈管理處、捷運局、捷運公司、交通警
察、商業處等執行公務同仁，加強參與學習。
二、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文宣部林主任昱君：前些日子，我們熱線在市立動物園
辦理義工聯誼，透過解說，知道動物亦是有多元性傾向，希望動物園獸醫、
解說人員、動物管理處同仁能有學習性別敏感度機會，讓入園者、寵物主
人知道可愛的動物們亦是有多元性傾向，寓教於樂。
林委員綠紅：有關林主任建議部分，目前動物園已有辦理此部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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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請動物園獸醫、解說人員增加此部分推廣課程訓練。
三、晶晶藝廊楊發言人平靖：以下三項觀點給各位參考：
（一）希望民政局同志預算有完善績效考核機制，不再淪為數字。
（二）請就公部門立場，全盤考量，非著墨小處，應更加完整。
（三）有關去標籤化，個人認為，為同志議題溝通並非本身一定要具同志身分，
不要急著貼標籤，每個人均可討論或評論，同志也是需要被教育的，和異
性戀一樣，愛是不分性別的。
民政局黃呂局長：本局運用行政資源辦理，規劃整體活動以營造友善彩虹城市，
也希望同志朋友不刻意隠藏與刻意暴露，本局將持續教育同仁，讓同志朋
友感受到所有服務者均是友善，為營造友善城市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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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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