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年下半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 104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政府 6 樓交通局西北區 602 會議室
主席：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許副局長敏娟
出席委員：本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危委員芷芬及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許
委員秀雯、楊委員文山
出席人員：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蔡副秘書長瑩芝、理事喀飛、社工
主任許家瑋、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林秘書長以加、晶晶書庫楊發
言人平靖、性別人權協會王秘書長蘋、同志父母愛心協會趙召集人
正人、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行銷部林主任俊宏、賴專員弦志、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秘書長至潔、Bravo!台灣青少年
性別文教會江理事蘊生、民政局蘇科長詩敏、社會局石專員守正、
教育局田股長宜庭、張科員爰珏、蔡企劃師易儒、衛生局林皓雯、
林家新、李惠珍、公訓處朱編審佩琪、文化局許淑萍、江美誼、張
鈺苓、警察局胡組長玉磊、警務正游志文、廖警員唯均、邱警員昱
文、人事處賴股長英宏、郭科員承宗、體育局田佳泓、交通局交工
處王秘書子蓓、法務局林編審菱、市場處陳科員映琪、捷運公司王
課長佳文、性別平等辦公室陳研究員儀、葉靜宜
記錄：羅勝全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主席裁示：洽悉。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暨性別平等辦公室召開同志議題專
案會議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本次列管案件共計 13 案，列管等級為 A 級結案、D 級無法執行
案件共有 5 件解除列管。另 B、C 級案件計 8 案持續列管。
案號

與會者發言摘要暨裁示事項

1040707

交通局交工處

彩虹地景設置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辦理，
不宜進行繪製，敬請解除列管。

文化局

紅樓南廣場屬性為商家，其商品、客層及營業時間不僅限於同
志朋友，應由市場處及自治會研商設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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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703

1040704

1040702

主席裁示

本件列管案依權責局處分案列管。

性別平等辦公室

有關同志議題專案會議決議「同志伴侶醫療代理權」一案，請
衛生局說明辦理情形。

衛生局

已發函民政局詢問同性伴侶註記系統及表格，了解相關權益後
協助宣導註記權益。有關同性伴侶資料的查詢方式、戶政事務
所是否有提供證明、假日查詢窗口及緊急情況如何處理仍有疑
義。

民政局

104 年 7 月 30 日女權會人口婚姻及家庭分組會議討論中，已建
議衛生局將衛福部見解及本局同志伴侶所內註記之作業函發醫
療院所並進行宣導，提供醫療院所作事實認定。

許委員秀雯

1.建議衛生局向醫療院所第一線人員宣導同性伴侶、同居伴侶
可簽署醫療手術同意書之權益，並修改手術同意書，增列說明
同性伴侶得依事實認定符合關係人身分。
2.同性伴侶註記不應只是證明關係人唯一方式，第一線醫療人
員應回歸醫療法本身依職權作關係人的認定。

性別平等辦公室

1.以臺大醫院手術同意書格式為例，本市聯合醫院是否能提供
本市的手術同意書格式。
2.依女權會第 6 屆第 1 次大會決議，同志伴侶醫療代理權一案
請衛生局於 10 月底前有具體作為。

社團法人台灣伴
侶權益推動聯盟

未辦理所內註記之同性伴侶亦應保障其權益。

社團法人台灣同
志諮詢熱線協會

市府提供同性伴侶所內註記公文，可提高醫院認定符合關係人
身分並簽署手術同意書的機會。

主席裁示

有關同性伴侶所內註記作業，戶政事務所已製發公文以資證
明，無身分查詢的問題，請衛生局針對委員及性別平等辦公室
意見研議後回應。

性別平等辦公室

請人事處說明公務人員同志伴侶權益一案，銓敘部及人事總處
後續回復情形。

人事處

銓敘部函復情形：
1.喪假：依民法規定，無法核給同志伴侶喪假。
2.家庭照顧假：可以依個案事實認定，技工、工友及約僱人員
也將比照簽辦中。

許秀雯委員

建議市府秉持憲法平等精神，在尚未法制化前，以彈性方式權
宜給假。

主席裁示

請人事處針對委員建議研擬回復。

性別平等辦公室

單方設籍北市的同志伴侶得否申請，請問目前民政局研擬情形。

台灣性別平等教

1.是否提供跨區註記及目前註記對數為何?

育協會

2.本次聯合婚禮將納入同性伴侶，新人講習會講師及內容應符
合多元性別平等，建議民政局做好事前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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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秀雯委員

高雄市政府已開放單方設籍者即可註記，臺北市是否也能開放?

民政局

1.已請本市家庭教育中心注意講習內容應符合性別平等概念。
2.目前註記伴侶對數為 16 對。
3.同性伴侶開放單方設籍者註記一案，本局已在研議中。於 9
月底前回應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有關單方設籍北市者得否辦理所內註記一案，於 9 月底前回應
辦理情形。

報告案二：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 104 年 1 至 6 月辦
理情形。
與會者發言摘述
台灣性別平 整體已逐漸聚焦同志教育的方向，但是在國中小的相關課程開設比例並不高，
等教育協會 建議教育局應加強教育人員知能訓練，並具體支持具有性別友善觀點之教師。
教育局

學校開設性別平等或多元性別課程已融入包含同志教育內容，彙整表僅填列辦
理同志課程項目。本局設有資源中心學校及重點學校，會針對同志議題持續推
動。

許委員秀雯 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的承租對象，仍不承認同性伴侶資格，僅認定為單身資格，
建議修改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主席裁示：許委員意見列入紀錄，函請都發局回應。
報告案三：
「ANIKi World of Wonders 遭密集臨檢，請市府調查是否為刻意針
對同志空間之不合理措施」報告案。(報告單位：警察局)
警察局：本局針對 ANIKi World of Wonders 臨檢部分皆依警察職權行使法，
該場所曾在 104 年 2 月份查獲多名顧客使用毒品，因此列為本局
臨檢指定場所。至於臨檢次數部分，相較於轄區內其他場所，並
無臨檢次數過於頻繁情事。
與會者發言摘述
許秀雯委員 1.實務上，警方如何決定臨檢標準?
2.臨檢民眾個資在登錄後，將如何保管?
警察局

1.針對被檢舉、有發生違規情事的場所，得列為指定場所，經簽准後進行臨檢。
2.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留存臨檢資料，不會外洩。

社團法人台 1.警方過度臨檢已經帶給業者生存壓力，傷害同志朋友的活動空間，臨檢是否
灣同志諮詢 過當、是否逾越釋字 535 號解釋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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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協會

2.針對警局不符合比例地臨檢次數，市府是否有稽查的機制自我監督。
3.警察局應提高出席層級，由督察人員處理，而非基層承辦同仁。

婦女新知基 警察局臨檢有無依比例原則執行，請就臨檢標準作回復。
金會
警察局

相較於其他大型營業場所，本案健身房臨檢及搜索次數，並無過多的情形，且
接獲民眾檢舉噪音、色情，也遭查獲毒品，本局臨檢未有違比例原則。

許秀雯委員 列出原則自我檢視是否出現偏見。
Bravo!台灣 應有直接快速有效的辦法可以與市府溝通，而非等到事後救濟已無實益才來解
青少年性別 決。
文教會
財團法人台 建議本案處理情形提前至 9 月底前回復給出席者。
灣紅絲帶基
金會
性別人權協 會報應提供解決問題的功能，而非淪為意見交流的平台。
會
許秀雯委員 應拉高層級讓市府長官了解民間團體訴求。另外想請問內政部針對家屬登記的
會議結論。
民政局

內政部將俟法務部查復後再行評估研議。

晶晶書庫

有關同志空間遭市民濫用 1999 市民熱線檢舉者，是否有篩選的管理機制?

民政局

1999 市民熱線針對重複檢舉、未具名或無具體情事的案件已有處理的相關規
定。

主席裁示：
一、請警察局書面提供執行臨檢的標準，並建請警察局督察室協助處理。
二、建議警察局可以和相關團體召開協調會面對面溝通。
三、9 月底前回復各項議題處理情形，並彙整出席團體回饋意見後，簽報市
府長官核示。
四、會前有提案者，應由相關權責機關(單位)先行提供具體處理與回應書面
資料，
俾於會報上充分說明及討論。
肆、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有關關心同志議題之民間團體申請出席本會議案，提請討論。
與會者發言摘述
台灣性別平 為利跨局處的裁示，建議能提高層級。
等教育協會
婦女新知基 建議由府層級長官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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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
許秀雯委員 建議能提高開會的頻率。
同志父母愛 同志議題具較高的敏感度，應該由府層級來處理，甚至可針對特定議題召開主
心協會
題式的會議。
晶晶書庫

1.可將會議縮短為 4 個月召開 1 次。
2.應展現市府的高度與態度及召開本會報的初衷，如屬不友善團體應直接拒
絕，不宜於會中討論。

社團法人台 104 年 3 月性別議題公共論壇，性別平等辦公室執行長已公開承諾由府層級主
灣伴侶權益 持會議。
推動聯盟
Bravo!台灣 建議 3~4 個月召開會議。
青少年性別
文教會
許秀雯委員 可區分社會及校園團體，建議校園同志團體可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管道加入
參與討論，相反立場的團體則不宜列席。

主席裁示：
一、本局將依出席代表及委員建議修訂實施計畫，針對府層級長官主持，
以及會報召開期程等作檢討修正；另有關會報召開時間不限於制式
化，針對緊急案件亦可召開臨時會，以主題式方法討論。
二、對於校園的同志團體可透過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管道參與，友善
同志議題之社會團體且曾具體投入倡議者，則可以邀請至本會報。
柒、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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