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年第1次同志業務聯繫會報紀錄 
 

時間：民國108年4月30日（星期二）下午2時00分 

地點：臺北市政府2樓 N202會議室 

主席：臺北市政府蔡副市長炳坤 

出席委員：本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鍾委員宛蓉、危委員芷芬、劉委員淑雯、

葉委員阿松、吳委員宜倫、蔡瑩芝(代理彭委員治鏐) 

出席人員：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行銷企劃部主任阮美嬴、社團法人

台灣伴侶權益推動聯盟專員徐文倩、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政策倡

議部主任曾嬿融、晶晶書庫發言人楊平靖、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

蘋、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召集人趙正人、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金會

諮商心理師呂昌榮、同光同志長老教會幹事莊育旺、台灣同志家庭

權益促進會執行秘書黎璿萍、台灣青少年性別文教會理事長黃義筌 

、民政局黃主任秘書雯婷、民政局吳專員重信、民政局林股長峯裕、

民政局陳股長怡琳、民政局陳科員桂瑋、社會局石專員守正、輔導

員羅于捷、教育局楊專門委員淑妃、教育局蔡專員秋珍、教育局徐

企劃師煒勛、衛生局執行秘書宋偲嘉、衛生局管理師李依穎、公訓

處郭輔導員政修、文化局李股長咏萱、文化局林規劃師威廷、勞動

局詹股長曉慧、警察局鄧警員雅文、警察局黃警務員昭慈、人事處

張股長秀梅、體育局劉科員宜庭、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陳儀、性

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葉靜宜、家庭教育中心助理研究員唐厚婷、就

業服務處唐主任敏真、就業服務處陳科員無邪 

紀錄：張瑜庭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上次會議紀錄確認(略) 

參、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案號/案由 與會者發言摘要暨裁示事項 

1050102/ 
1.優化各機
關 LGBT 服務
內容(民政
局) 
2.警方多元
性別意識精
進(警察局) 
3.企業友善
職場宣導(勞

就業服務處 預計下半年針對本處全體同仁進行 LGBT 的教育訓練，5月下旬會
再開會討論細節。 

勞動局 有關同志友善職場宣導，預定5月底會請相關同志團體與協會開
會，來蒐集同志夥伴在職場上遇到的困難與困境，譬如涉及歧視
的部分，資料蒐集完可能會製作成 DM；另下半年度針對企業端
會進行性別平等教育訓練課程，再將相關資料提供給企業因應，
未來可能會邀請相關協會擔任師資，直接對雇主及人資人員進行
教育訓練。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1. 警察局除了上課外，希望實際課程內容對於同志族群更瞭
解，工作坊也許現階段無法進行，後面希望可以持續。 



動局)  熱線協會 2. 少年服務中心開了一次會後，未再繼續進行，希望社會局可
以瞭解未持續進行的原因。 

社會局 有關少年服務中心的部分會配合執行。 

警察局 現階段上課時都會留時間給老師和員警交流，考量工作坊目前有
困難，將來可以的話會朝這個方向走。 

主席裁示 有關優化各機關 LGBT 服務內容及企業友善職場宣導2案持續列
管；警方多元性別意識精進1案解除列管。 

1070801/本
府「不分性
別廁所設置
參考原則」
設置規劃調
查 

民政局 1. 有關本府所轄機關構廁所涉及不分性別設計(含性別友善廁
所)設置情形調查，現況部分共有655座，其中單間式561座、
多間式84座、複合式10座；請性平辦協助檢視廁所標誌，其
中不符合的有63座，若標誌是男女人像圖示並列且區分藍、
紅色者，均建議修改，如男女圖示均同一顏色，可不修改，
尿布臺如採「女性換尿布」之圖示，亦建議修改。 

2. 本次調查未檢附照片的機關構，會另案函請提供照片，標誌
不符合的機關會建議一併修改；有填復未來設置規劃的機關
則建議依設置參考原則進行評估規劃。 

性別平等辦
公室 

規劃重點是因地制宜，希望下次會議前檢視出來標誌不符合的機
關可以修改，或是沒交照片的機關可以提出照片以便重新檢視，
全部標誌處理完，民眾對這件事情是會有感的，後續有問題都可
以問性平辦和民政局。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列管，請未交標誌照片及標誌需改善的機關於下次會議
前完成。 

 

報告案二：臺北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108年1至4月辦理情

形。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報告案三：有關108年臺北市同志公民活動規劃辦理內容。 

與會者發言摘述 

晶晶書庫 臺北的交通號誌上可否發揮創意，過馬路等紅綠燈時號誌有男男女女等各
種組合，歐洲很多城市都這樣做，是否藉由一兩個月的主題性活動，讓臺
北市在生活層面出現這樣有趣的創意。 

台灣青少年性 
別文教會 

針對20週年紀念展，除了這20年來臺北市在同志相關地景及政策的改善
外，可以針對性別及同志事件的回顧，與事件之後所做的事情與調整，在
靜態展上用其他方式呈現。 

社團法人台灣
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 

今年是活動20週年且婚姻平權將過，除了民政局外，文化局或觀傳局等其
他局處是否可以有更多配合的地方？ 

文化局 民政局有初步接洽文化局協助20週年展的場地與展覽部分，後續再跟民政
局確認需要協助事項來配合；另文化局場館都會有同志相關展覽活動，後
續會再和場館宣導。 

性別人權協會 請問展示的內容是什麼？有些運動不是一張圖可以理解，背後有很多社會
衝撞和與民間的對話，若以靜態展示為主要怎麼呈現？希望多一些互動交
流，和臺北市民產生關係。 

民政局 紀念展大概想法是以一個同志朋友從10歲到30歲臺北市發生什麼事情為主



軸來串連，不會是20年來的活動辦了什麼，而是臺北市這20年來在同志議
題的大事記，公私部門一起為這議題做了什麼，從求學階段、成年到今年
可以結婚來呈現，屆時會有六個字母 T-A-I-P-E-I 大型裝置藝術用不同面
向去呈現，細節和內容還要與策展人討論。 

危委員芷芬 有關多元性別主題活動，可以針對同志伴侶登記及之後的家庭生活所需適
應和面對的問題來討論，從運動開始走到法律層面，全臺北市民與社會大
眾都進入新的階段需要去正面面對，同時呼應第1個524活動，作為20週年
的里程碑。  

劉委員淑雯 建議多元性別主題活動除了電影座談和名人講座，更期待有論壇讓臺北市
民往下展望方方面面有更友善的未來，譬如公部門會推出哪些友善措施。 

鍾委員宛蓉 是否可以多一個多元性別服務資訊的攤位或管道，如表單或解說人員，從
社會、醫療及相關法律資訊等，讓對這個議題比較瞭解的人去提供服務。 

性別平等教育
協會 

請問教育局會如何在校園內做同志友善的活動？同志學生和同志家長的孩
子要如何面對這個議題？另外同志公民活動除了信義威秀是否還會在其他
地區擴散？讓大家知道市府推廣的同志議題。 

教育局 我們在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辦了非常多的教育
訓練，國中小是4小時性平課程，高中是採融入式教育，對校長、主任、家
長及ㄧ般民眾亦辦理研習，對於整個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可說非常多元，
性別平等教育在校園也都非常落實。 

民政局 有關地點部分，除了活動時在威秀廣場，後續會跟文化局或相關單位討論
臺北市是否還有其他空間繼續做裝置藝術的展示。 

社團法人台灣
同志諮詢熱線
協會 

同志公民活動20週年，希望各個局處可以一起支援，像觀傳局之前做過同
志小旅行幫忙宣傳、產發局可以做同志友善商家的串聯及宣傳，整個市容
看起來會更友善同志。 

台灣青少年性 
別文教會 

除了文化局的場館，教育局也有很多場館，譬如圖書館、青少年發展處、
家庭教育中心及動物園，尤其是圖書館可以辦性別及同志相關書籍的書展
做結合。 

晶晶書庫 活動辦很好，但需要多宣傳，是否可以透過捷運站的影片及跑馬燈宣傳，
像芬蘭 LGBT 友善觀光傳播的官方網站有不同語言，若能常態式來做會很
好，大家對於20週年很多期許，在這裡肯定北市府民政局，希望民政局多
勞心取得一個平衡。 

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依照既定期程辦理，並參考各位委員及團體代表的意見統籌規
劃。  

 

 報告案四：524同婚合法化當日，臺北市各區戶政事務所結婚登記因應作為。 

與會者發言摘述 

同光同志長老
教會 

想要請問民政局若配偶是外國人要如何登記？登記時是否一定要用到戶口
名簿？因為很多同志尚未跟家人出櫃，若要用到戶口名簿可能會引起家庭
革命。 

民政局 與外國人結婚登記涉及到涉外民事法律的規定，須待司法院、陸委會等相
關主管機關訂定相關作業規範，目前有受理到外國人預約的部分，後續會
再跟同志朋友通知；若沒有戶口名簿還是會先行受理，但戶口名簿資料一
但有異動，戶政事務所皆會主動通知戶長更換。 

鍾委員宛蓉 建議民政局開設專人服務窗口及專線回應同志團體的疑慮，針對原有 QA 外
的問題可先預備。 
 



危委員芷芬 若有事前的教育訓練講義，可以放在首頁上網查詢，比較複雜的問題再提
供諮詢，比較節省人力。 

台灣青少年性 
別文教會 

民政局網站原有同志專區，新增 QA 可上傳該專區網頁。 

社團法人台灣
伴侶權益推動
聯盟 

現在很多跨國同性婚姻的伴侶詢問，之前辦過的單身證明或是婚姻狀況證
明拿去做同性伴侶註記，像這樣的狀況是否可以用原先的同性伴侶註記或
是驗證過的單身證明直接拿去做婚姻登記？因為重新認證單身證明，較曠
日廢時。 

民政局 有關國人與外國人可否辦理結婚涉及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及相關規定，目
前仍無法確定可否登記，必須等內政部頒布後才能確定。 

性別人權協會 建議 QA 可以先蒐集相關問題準備。 

性別平等辦公
室 

有關 QA 和專線已和民政局深度討論，現在民政局網頁的同志專區比較是會
議紀錄和文件，524後不光是婚姻登記，伴隨更多青少年出櫃及職場現身等
相關問題，希望整理同志服務資訊專區，若今天團體有相關具體問題可以
提供給民政局，性平辦會蒐集提供給局處回應。 

晶晶書庫 會考慮做實體手冊嗎？很多年長同志不一定會用手機，還是可以有部分資
源做規劃。 

性別平等辦公
室 

可以請設計師做小卡或 QRCODE 單張，或是提供檔案請團體幫忙印製張貼，
有剩餘經費可以規劃。 

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妥善規劃辦理，在原有網站專區上新增 QA 並公布專線號碼，並請
儘快完成。 

 

肆、 討論事項：無 

 

伍、 臨時動議 

案由一：關於524同婚通過後，同性伴侶註記制度是否考慮保留或是擴大給異

性伴侶註記？很多同志伴侶基於經濟和家庭等各種原因，包括面臨歧視，很多

人在同婚通過後不一定會馬上做結婚登記，但依舊需要這方面的保障及身分認

可。(提案人：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益推動聯盟) 

與會者發言摘述 

民政局 同志伴侶註記是同婚合法化前各縣市政府提供保障同性伴侶權益的配套措
施，因為不是戶籍登記，不會顯示在身分證、戶口名簿等資料上，無完備
法律權益。有關524後是否要擴大到異性，前於4月24日已發文請內政部依
照相關法令做統一規範，等內政部規範後再做相關事宜。 

鍾委員宛蓉 同志伴侶註記是無婚姻登記時的過渡，是否要保留可研議，但是否擴大到
異性伴侶可登記是法律問題，不是行政機關可決定，有無違反一夫一妻制
或單一伴侶的法律，若貿然進行這些人都來打配偶權或重婚會很多糾紛，
伴侶和婚姻的權利義務有何差別？不然會延伸繼承、遺產、親子關係等爭
議，必須要很嚴謹。 

台灣青少年性 
別文教會 

除了現有同志專區，未來同婚通過後會很多問題，像是民政局網站的婚育
人口專區有出生、結婚、離婚、死亡等實用手冊及資料，同志都應該被納
入這些專區討論，而不是只放在同志專區。另外社會局的網站有很多服
務，但老年、少年及青少年的同志都有很多內容應該被納入。 

民政局 除同志專區資料外，其他專區資料也將進行檢視。 



社會局 社會局提供福利時不會去做區分，只要民眾符合都可申請，不建議在網站
上區分同志的權益。 

台灣同志家庭
權益促進會 

之前和民政局以及關心的議員討論過親子註記的問題，過去同志家庭都是
透過同性伴侶註記去向學校證明孩子和家長的關係，但目前無法知道同性
伴侶註記是否保留，一旦同性婚姻成立後，繼親收養必須透過法院流程，
依社工說法目前制度下至少必須3~6個月，若大量同志家庭一起申請繼親
收養，這個時間可能會再延長，所以是否可能針對這個問題，保留同性伴
侶註記或是有親子註記，在法院判決收養之前提供保障。 

民政局 親子註記涉及到專法內容，可能還是要等內政部規範出來再討論。 

鍾委員宛蓉 以家長身分執行強制權益還是要等法律或法院判決比較安全，目前擁有親
權的人可以寫委託書來處理。 

台灣同志家庭
權益促進會 

1. 寫委託書的部分很多家長已經在做，但實際上300多組同志家庭還是會
遇到生活上的困難，舉另外的例子來講，若孩子去看醫生或是做重大
手術，當一方有親權的家長無法行使時，另一個法律上無親權的同志
家長卻無法行使權利。很多家庭有做戶政的委託監護，但這個監護事
項是限縮的，很多重大權益都無法做。 

2. 是否有可能在同性婚姻登記後申請繼親收養階段，在等社工評估和法
院判決這段空窗期有親子註記或是同性伴侶註記可以保留，以達到同
志家庭保障。 

性別平等辦公室 繼親收養可以等法案狀況再討論，其實這個等待期及評估期和異性戀伴侶
一樣；但共同收養的部分可否於下次會議時提出需要親子註記的實務需求
和困境，讓市府評估是否有推親子註記的效益。 

主席裁示 有關同性伴侶註記是否保留或擴大到異性伴侶及親子註記等問題，請民政
局俟內政部統一規範後報告。 

 

伍、散會：下午4時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