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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109年第2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109年8月24日（星期一）下午2時0分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2樓北區 N202會議室 

主席：蔡副市長炳坤                      紀錄：張瑜庭 

出席委員：黃委員馨慧、張委員惠美、杜委員思誠、簡委員至潔、蔡委員易儒、

張筑婷(代理胡委員勝翔)、于委員政民、周委員亦宣；劉委員淑雯、

危委員芷芬、羅委員燦煐、鍾委員宛蓉、游委員宜瑄、陶委員蓮生、

葉委員阿松、劉委員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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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彥律師、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國際交

流部主任曾慶倫、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婦女新知基金會開拓

部主任林秀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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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黎璿萍、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常務

監事黃義筌、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常務理事黃靜雅、臺灣彩虹公

民行動協會秘書長蔡雅婷、第18屆臺灣同志遊行總召鄧霆、台灣同

志運動發展協會理事長楊智群、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副執行長

鄧筑媛、台灣彩虹平權大平台協會曹承羲、民政局吳科長重信、民

政局劉專員嘉鳳、民政局林股長峯裕、社會局陳專員佩琪、教育局

楊專委淑妃、教育局陳股長沛玟、衛生局執行秘書謝樂可、衛生局

郭股長月雲、衛生局輔導員葉曉涵、衛生局技士葉曦之、昆明防治

中心管理師林家新、公訓處輔導員張芷瑄、文化局科長邱科長稚亘、

文化局規劃師林威廷、勞動局詹股長曉慧、警察局曾副隊長逸群、

警察局鄧警員雅文、人事處陳股長渤潮、體育局袁科長守方、體育

局洪科員翊云、體育局管理師林欣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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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處王副處長妙鶯、

觀傳局闕科長玉玲、觀傳局鍾專員齡玲、觀傳局黃股長筱雯、觀傳

局林研究員虹伶、工務局藍主任秘書舒凢、捷運公司王副處長秋惠、

商業處周科長盈芬、商業處翁股長誌麟、公園處王主任淑雅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略) 

參、 報告事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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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各機關 LGBT

服務內容 

(民政局彙整) 

簡委員至潔 

1. 民政局 LGBT服務優化方案做得蠻好的，分享會當

天是由秀雯律師出席，同婚通過後優化是否要只

限於家庭教育中心、就業服務處等，有無其他局

處要加入優化服務，可評估是否擴大舉行。 

2. 就業服務處是與伴侶盟合作，有些遺憾無法對接

起來，就業服務處如果願意繼續做，伴侶盟很願

意繼續推動，民政局優化服務若有第二波方案，

可一併考慮。 

就業服務處 

今年上半年因為防疫沒對接起來，下半年預計再和

伴侶盟合作，邀請至就業服務處做教育訓練，這部

分會持續再努力。 

主席裁示 
本案民政局解除列管，就業服務處優化服務持續列

管。 

1081201/ 

未換證之跨性別

男女於就醫時的

困境與紓解之可

能性 

(衛生局) 

台灣伴侶權

益推動聯盟 

1. 想知道友善醫療環境指引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方

向？ 

2. 另有關衛福部回函內容，有些地方受限於中央法

規，一時要更動很漫長，衛福部106年函示提到

屬病人通知提醒性質文件，得朝免填載方向推

行，這部分可否調查哪些文件一定要記載性別，

哪些文件不需要記載，例如病床辨識牌是否可以

不用記載性別，希望細緻化處理。 

簡委員至潔 

1. 請教跨性別友善醫療環境指引規劃進度為何？ 

2. 伴侶盟所提病床卡是舉例，想知道排除掉法定一

定要記載性別及身分證字號，可否盤點其他細項

是不受限於中央主管機關法令，臺北市可以先做

調整的。 

衛生局 

1. 謝謝委員建議，病床卡的確可以不用特別去註記

性別。 

2. 跨性別友善醫療環境指引尚在研議，預計12月前

會召開友善醫療環境指引會議，於下次同志會報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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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 有關性別法規適用部分，醫療法與藥師法有明文

規定，短期內較難突破，先解除列管。 

2. 有關研擬跨性別友善醫療環境指引持續列管，請

衛生局邀請相關團體及委員提供意見，於下次會

議報告。 

1081204/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

法》通過後同志

家庭正式法制

化，請加強政府

服務體系中會與

同志家庭（特別

是第二代）接觸

之第一線服務同

仁相關知能 

(性平辦彙整)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1090401/ 

「代表臺灣申請

2026 GayGames 

Taipei主辦城

巿」及「明年與

臺北巿政府共同

主辦 2021 TSG 

in Taipei亞洲

同志運動會暨 

2021 LGBT亞洲

平權運動博覽

會」 

(體育局) 

體育局 

1. 2026世界同志運動會申辦因疫情關係，出國報告

行程取消，目前已由20個城市進入到8個城市的名

單當中，8個城市分屬不同州別，明年1月會公布3

個入選城市。 

2. 2021亞洲同志運動會要等8/31國際總會和亞洲總

會來台灣訪視，因疫情關係，還在等待確認。 

3. 協會來函希望文化局協助預框明年台北流行音樂

中心閉幕式檔期及華山文創園區展覽檔期，希望

文化局預框檔期，再請協會循文化局程序申請。 

4. 協會規劃明年亞洲同志運動會籌備處有揭牌儀

式，預計9/21-9/25這禮拜，會再請府級長官或局

級長官出席。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因應2021主辦亞洲同志運動會，可否再多安排幾場培

訓演講，加強體育局同仁性別敏感度。 

體育局 體育局可配合安排演講。 

文化局 北流需再確認，華山場地是文化部 BOT場地。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請體育局按既定期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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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2/ 

建請市府協助

2020台灣同志遊

行籌備事宜 

(民政局) 

台灣彩虹

公民行動

協會 

1. 請問專簽是否已核定？ 

2. 因應疫情影響，想知道遊行的防疫措施需要做到

如何，需要衛生局協助。 

3. 有關遊行結束觀傳局規劃光雕閉幕式一事，有與

觀傳局廠商做場地及時間協調，如何接場、場地

使用及舞台費用分配等還未有頭緒，希望觀傳局

召集光雕廠商與我們召開協調會。 

民政局 專簽已經下來，再請主辦單位依規定申請。 

衛生局 防疫是由疾管科負責，會再提供相關資料。 

觀傳局 
市府光雕原預定是在10/26-10/31，會再和遊行主辦單

位討論舞台銜接時間。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請各單位保持聯繫。 

 

報告案二：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109年5至8月辦

理情形。 

與會者發言摘述 

周委員亦宣 
教育局講座課程相關宣導年齡層最低只到國小，請問幼兒園是無法進去

宣導嗎？ 

教育局 
性平課程教學要符合學生身心認知發展階段，幼兒園階段還未到達可以

理解程度，其身心發展的主要任務相對來說並不在此。 

蔡委員易儒 

1. 幼兒園的課程大綱裡，性別相關議題在社會等領域有關，不是幼兒

園小朋友年紀小就不能教性別平等教育，臺北市幼兒園做得蠻用心

的，教育局也有性別平等教育幼兒園資源中心。 

2. 多年來的執行成果統計很可惜看不到臺北市的4所特殊學校及幼兒

園，不論是教育人員或家長的教育訓練場次和性平教育活動宣導都

看不到數據，早期可能還看得到辦理情形。另機關場次看不出來實

質內容，建議教育局可參考會議資料第16頁勞動局辦理情形，將教

育訓練內容、主題、講師等資料放入。 

3. 會議資料第19頁第2點，有關109年5-8月各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共

382場，但檢視附件3，其場次是27場，資料數據對不上來。 

4. 1-4月學校辦理多元性別平等及同志議題課程共201場次，本次會議

5-8月共27場次，相較1-4月資料比較籠統，5-8月資料填寫品質有上

升，看得出課程及活動與多元性別及同志議題關聯，不知道資料是

否有篩選過，造成場次上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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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課程比較少看到與多元家庭相關主題，不管是教職員、老師、

家長或學生，同婚通過後有許多同志家庭學生進入體制內學校，學

校是否已經準備好，超前部署在相關人員教育訓練開始做起，希望

臺北市可以多做點準備。 

教育局 

1. 幼兒園沒有特別實施多元性別或同志教育，但幼兒園老師依照課程

綱要規定，會配合推動家庭教育和親職教育活動；高國中小則是依

照性平法及施行細則推動性平教育，國中小每學期有4小時，高中職

採融入式。幼兒園也有提到性平，但主要是以家庭教育為主軸。 

2. 第19頁寫的是各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活動的所有場次及課程，附件3

是將多元性別平等及同志議題另外列表出來。 

黃委員馨慧 

1. 有關教育局第12頁寫到針對家長與一般民眾執行成果，之後可否比

照學校的呈現方式，除了呈現場次，可以更清楚呈現同志議題關聯

性，並加強家長性別平等及同志教育相關研討。 

2. 有關社會局老人服務中心與同志諮詢熱線合辦廚藝大賽辦理情形，

建議資料說明清楚與同志議題關聯性。 

社會局 會回去宣導請各科室填列列管表時寫清楚。 

教育局 未來家長親職性別平等教育，會將同志議題分開呈現清楚。 

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補充說明老人服務中心廚藝大賽是由內湖老服中心和熱線合辦，這是包

含在 LGBT 優化服務，內湖老服中心非常用心，規劃很多互動內容可以

讓老人在生活中瞭解同志議題，我們是帶義工去老服中心用廚藝方式作

互動，當然也有在中心的硬體及軟體建議許多改善措施。 

周委員亦宣 

第12頁教育訓練最小只到國小，幼兒園園長是否接收到相關多元性別訓

練？小朋友開始認識到這些其實是在幼兒園階段，若幼兒園缺乏相關教

育訓練，家長和園長不知道如何回應小孩，國小時就會有刻板印象，臺

北市在推非營利幼兒園，是否有給這些教育人員充分意識？ 

教育局 

教師研習中心每年會辦理各項研習活動，性別平等教育是其中一類，會

調訓新進老師，除了校內辦理，老師也可以依興趣及時間報名，幼兒園

老師也是。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1. 剛剛討論中可以發現性別平等教育及多元性別教育是混著用，當我

們想瞭解幼兒園現場是否針對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議題有做相關培

訓，教育局同仁回復聽起來是有做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但從這次統

計數據可以發現，針對多元性別平等及同志議題的課程佔性別平等

相關研習不到1成，是否有加強空間？ 

2. 想瞭解教育現場老師是否有瞭解多元性別及同志家庭概念，很難用

受有性別平等相關研習時數就能驗證他們有多元性別知能。實際上

同志家庭與幼兒園溝通過程，幼兒園會對家長說我們對你們這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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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不瞭解，我們沒有這種經驗，我們理念不合，請他們去找別家，

想瞭解幼兒園相關人員調訓課程是否真的與多元性別及同志議題相

關？ 

張委員惠美 衛生局109年5-8月教育訓練參與人數很多是1-2位，請問是什麼原因？ 

衛生局 
這邊資料是台大醫院附設的癌醫中心，人數本來就不多，因疫情需要，

課程是採線上課程進行，看到1人的是只有1人點擊此課程。 

鍾委員宛蓉 

1. 我每年講非常多場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學校若遇到性平事件也會找

我調查，依性平法施行細則，性別平等相關課程涵蓋情感教育、性

教育、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特徵、氣質、不同性傾向教育、性侵

害、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學校課程標題不可能全部包含，但課

程內容會帶到，課程名稱特別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及多元的部分

會比較少的原因是因為融入。我自己孩子就讀是非營利幼兒園，對

家長辦理研習有教導對孩子身體接觸的性平教育及性侵害相關防

治，幼兒園主要是老師和家長互動上的溝通，比較是身體尊重及界

線，小學以上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直接要求，幼兒園的課程比較是遊

戲或說故事，比較不是要直接宣導什麼，但他們對家長有相關宣導

和課程。 

2. 建議教育局函知各校性別平等教育施行範圍，提醒老師講授性別平

等教育時要講到這些相關議題，這樣可以將同志相關議題納入性別

平等教育研習。 

教育局 

針對幼兒推性別平等教育 OK，但要推多元性別或同志議題課程，幼兒

園的身心發展認知階段，從認知上我覺得他們不會懂；中小學則依學生

能力指標，由老師經由課發會及性平會規劃每個年級推動的性別平等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不只有多元性別及性別認同，包含情感教育、性教

育、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有入法

要求小學和幼兒園要特別注意包括體罰、虐待、性騷擾與性霸凌，這些

比較是要優先通報注意事項，我覺得多元性別或同志議題在幼兒園階段

應該還不是很重要的關鍵發展任務。 

簡委員至潔 

剛剛教育局講了2次幼兒園階段，性別認同及多元性別不是發展要務，

這部分蠻震驚的，如果瞭解兒童發展在性別認同上，5、6歲差不多定

型，孩子會認同自己性別，跨性別孩童的發展在5、6歲會很清楚意識到

自己和別人不太一樣，如果幼兒園說這不是重要發展階段，我們不能同

意，不知道這是否為教育局代表的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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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

諮詢熱線

協會 

我們自己在機構裡很多人的認同從幼兒園就開始，我隔壁同事說他小學

睡午覺就想偷親隔壁男生，幼兒園就開始有喜歡人這件事情，我們可以

討論幼兒園要怎麼談這個議題，但不能接受教育局代表預設前提認為多

元性別議題在幼兒園是不符合他們身心發展所需。 

台灣同志

家庭權益

促進會 

1. 建議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發的認識同志家庭摺頁，小朋友一直有被教

如何認知多元性別，針對同志多元性別及同志家庭的部分，在市政

業務上是否可做得更好，過去教育局表示每季有上百場訓練，這次

很認真篩選這27場符合同志業務聯繫會報討論重點，好奇是否過去

上百場統計方式根本是錯誤的，實際上只有1/10可以在標題上明確

看見。我理解性平教育有包含其他類別，但因為這是同志業務聯繫

會報，我們就是要瞭解在這一季當中，相關培訓課程是否包含多元

性別，如果今天課程有包含多元性別，只是在名稱上無法顯示出

來，導致教育局篩選上有困難，填寫時是否能請學校或講師授課前

告知課程是否包含多元性別，協助教育局統計資料。 

2. 針對幼兒園教師及行政人員，是否能看到多元家庭，剛剛已有舉例

同志家庭，幼兒園園方及行政人員沒有足夠知能應對，希望針對幼

兒園行政人員及校方有認識多元性別及同志家庭相關培訓，當老師

或其他家長不認識同志家庭，他們的態度會影響同志家庭小孩在教

育現場處境，今天討論的不是幼兒園教科書和教學，而是校方和行

政人員有無足夠知能。 

同志父母

愛心協會 

同志家長也需要教育單位的協助，多年來知道孩子是同志時已經很晚，

但從幼兒園開始，家長都未從各級學校老師得到足夠支持跟開導，所以

同志孩子出櫃時，父母親會面臨很大困境。我的孩子是跨性別，國內外

很多2、3歲到7歲發現自己的性別認同，所以很希望能從老師那邊得到

第一手正確的資訊。 

鍾委員宛蓉 
我常去學校講課，會因為學校需要，所以課程副標題很長，建議做表格

給講師勾選議題，同時讓講師檢視，是一個折衷作法。 

台灣紅絲

帶基金會 

我是心理師，碩士論文寫同志性別認同，有些訪談對象在幼兒園就知道

他喜歡男生，從性心理發展來談，這是4、5歲的任務，會有撫摸自己性

器或他人性器的行為，雖然大多數成人並不記得，但這是小時候就開始

的事情；另從社會心理發展上來講，4、5歲就在做性別認同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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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辦公室 

不管從何階段開始，都要去認識和自己不一樣性別氣質、性別特徵的

人，彼此學習互相尊重，剛剛都在討論何時開始需要，很多幼童不是那

麼清楚，他會去詢問周遭長輩、家長及老師，但針對家長或一般民眾的

課程有在做，卻不確定效果如何，釋字748號法令通過後，我們積極與

民政局和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做了「認識同志家庭摺頁」，希望可以協

助第一線面對學生提問或家長疑問的人員先做好準備。除此之外，更希

望衛生局及教育局可以針對第一線人員開設相關課程培訓，不只是性別

平等這部分，因為認識同志家庭和多元性別這主題比較缺乏，這部分需

要更加強。 

危委員芷芬 

1. 建議教育局研習活動資料整理時要做兩部分統計，一個是全體，一

個是包含多元性別及同志議題。 

2. 幼兒園老師有無教多元性別，從教材或活動等資料上很難看出來，

與老師直接對話或溝通是有必要及助益的。 

3. 建議能讓家長更瞭解社會多元化樣貌，鼓勵各級學校可以跟家長一

起面對校園裡可能有同志家庭，為學生做到更好的環境。 

4. 希望家庭教育中心針對同志家庭提供更多服務，例如管教孩子及培

養專業親職能力等，鼓勵將同志家庭列入宣導範圍。 

劉委員淑雯 

1. 幼兒園及特教都可以再投入，臺北市立大學有幼教系及師培，都是

可以著力的地方。 

2. 不確定教師研習中心的研習次數及頻率，是針對園長還是幼兒園老

師？若不是臺北市主要推動主題，融入是必要的，要長期推動。 

3. 建議在北市幼兒園分區研習，若輪到多元性別議題時可以成為題

目，研習課綱可以做檢核表，幫助行政同仁及老師相互提醒，臺北

市幼兒園定期有親職家長場也可考量納入。 

4. 建議幼兒園老師若需要支持，有很多材料及文本可以提供給老師，

由老師提供給家長進行親子共讀。 

台灣青少年

性別文教會 

期待下次開會能看到幼兒園的資料；另外請教社會局，第14頁資料只看

到老人服務中心及家防中心辦理同志暨多元性別議題課程，好像沒看到

青少年服務中心。 

社會局 可能是5-8月沒宣導，1-4月有辦理，會再回去宣導。 

羅委員燦煐 

(補充) 

可以理解教育局看法和大家期待有差距，性平法對學校定義沒有包括幼

兒園，但對教育部來說，性平法精神會希望可以延伸下去，認識多元家

庭對於幼兒園是有必要的，小朋友可能會有多元家庭同學，如何讓他們

不要歧視，是要準備的。 

游委員宜瑄 

(補充) 
看到很多課程及研習場次數字，大家關心的是課程有無做到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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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 請性平辦就幼兒園多元性別教育與教育局討論，邀請相關人員溝通

觀念。 

2. 這個議題回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委請黃馨慧委員正式在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案，作為議題探究，以形成教育局正式政策。 

 

報告案三：有關109年臺北市同志公民活動規劃辦理內容。 

與會者發言摘述 

簡委員至潔 

1. 民政局自2000年編列預算辦理同志活動至今，請問民政局每年編列

預算要如何配置，讓預算執行更有效率？晚輩圖產生器看起來是載

體，使用者可以把想說的話打上去，加上同志友善意象符號，同志

很難對長輩開口並不是因為欠缺這樣的晚輩圖，而是因為台灣社會

對同性戀的偏見與歧視很深刻，這需要更多有實質內涵的說理或故

事來打動，口號式的東西是否可以翻轉我持問號，民政局能否說明

這樣的方案達成效果是什麼？可以理解疫情期間很多方案受限制，

但舉例像行政院邀請老師做多元性別公開教學，並錄製成影片，可

以做為教學資源；另外捷運公車、戶政事務所、里辦公室等都有影

音宣傳廣告牆，短短的影片但效果非常好，讓市民朋友知道同志可

以結婚和日常生活。 

2. 晚輩圖產生器民間團體和私人機構都可以做，什麼東西是需要透過

公部門力量來推廣，例如同志團體接觸不到里民或長輩，民政局就

有做各里相關宣傳，做得很好。 

3. 針對同志公民活動預算能否於下次會議討論，透過同志團體共同腦

力激盪研究明年可執行計畫，與參與式預算理念相同，知道執行成

效發展延續性計畫的可能，確定後再發包。 

民政局 

1. 我們都知道最大困難是對長輩開口，同婚法通過後希望讓一般民眾

知道同志及同志家庭生活和一般民眾是一樣的，晚輩圖產生器的概

念是希望進入長輩生活圈，透過潛移默化方式讓他們漸漸接受。 

2. 產生器設計完會存在於網路上，可以適時依照需求更新問候語或相

關圖案，不像其他活動辦完後留下紀錄，明年又重新規劃新的。 

黃委員馨慧 

贊成公務資源要做的是民間無法完成的事情，機制建立可以再討論；另

第30頁文案寫到「同志可以結婚你還不結喔」，對於同婚通過表示肯

定，但不宜因此對異性戀逼婚，建議可以修改為正向表述。 

羅委員燦煐 
這次案子或未來都可以納入同志或多元性別家庭，讓他們處境、困境及

需求可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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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伴侶

權益推動

聯盟 

同志公民活動就字面上是對同志辦的活動，但內涵不明確，每年會有不

一樣面向或主題，我們不否認世代溝通重要，但今年主題不明，可以執

行到什麼程度，解決什麼困難？建議這部分公務預算朝制度化的處理。 

台灣彩虹

平權大平

台協會 

臺北市同志公民活動這幾年不是針對臺北市的同志辦的活動，而是透過

公務預算讓全體市民有機會瞭解同志是什麼，像107年是做國際家庭

日，希望將同志家庭包含在內，使用較不明顯的同志意象的名稱或包

裝，希望吸引更多異溫層的臺北市民進入這個場域或使用載體，生活融

入同志或多元性別。 

游委員宜瑄 

這個案子設計是符合現在年輕世代，如果目標是世代溝通，可能跟長輩

習慣的長輩圖有一些差異，比較像我這個年齡層會接受並使用的，希望

之後行銷再做其他受眾分析及預期效益。 

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將委員意見納入參考修正，爾後同志公民活動於年度第1次會

議提出討論。 

 

報告案四、有關本市推動彩虹經濟可發展項目規劃情形 

與會者發言摘述 

工務局 
有關水利處河濱公園及新工處橋梁納入彩虹意象，會帶回去轉達工程處

同仁知悉。 

周委員亦宣 
明年國際扶輪社的年會是在台灣舉辦，建議明年6月份可以將同志議題

結合宣導到國際。 

台灣彩虹

平權大平

台協會 

1. 市民廣場的彩虹地景和公仔有請相關團體會勘，當時說明放置位置

會在路樹中間，位置是否會再調整？ 

2. 有些商家張貼同志友善店家標章，但實際上並未感受到 LGBT 友善，

商業處是否有發放標章的檢核流程，例如是否有放置相關文宣或針

對員工有 LGBT 友善認知相關培訓，若現行無法做到，未來是否有規

劃期程，讓制度更完整。 

觀傳局 公仔會再與公管中心協調市民廣場放置位置。 

商業處 

友善店家標章是針對臺北市店家願意提供譬如語言友善、便利支付、行

動腳踏車等，其中一塊是性別友善，主要是店家願意尊重多元性別、性

傾向，打造無性別偏見、安全友善空間，就可以成為友善店家，後續各

單位若有宣傳文宣，可以協助詢問店家是否有意願發放。 

臺灣同志

遊行總召 
我們有與光雕廠商討論，提醒觀傳局公仔預定位置將被左側硬體擋到。 

台灣伴侶

權益推動

個人經驗進去商家消費，出來後才發現有貼同志友善店家，但感覺不出

來有對 LGBT友善的地方，希望同志友善店家有具體查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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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 

簡委員至潔 如果消費空間不友善，但貼了標章，負面反應會比正面多。 

黃委員馨慧 
捷運公司或捷運局可以主動與觀傳局或商業處合作，推動活動及彩虹意

象。 

主席裁示 

1. 請相關單位參考委員及團體意見辦理，積極思考如何推廣彩虹經

濟。 

2. 有關性別友善標章認證，店家教育訓練是否足夠及具備友善態度

等，請商業處加強相關宣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4時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