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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110年第1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110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2時0分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2樓北區 N202會議室 

主席：黃副市長珊珊、黃主任秘書雯婷(15：30至：15：40代理主持) 

                  紀錄：張瑜庭 

出席委員：杜委員思誠、蔣委員念祖、鄧委員筑媛、黎委員璿萍、簡委員至潔、

劉委員家豪、游委員宜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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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監事陳明彥、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國

際交流主任曾慶倫、晶晶書庫發言人楊平靖、同志父母愛心協會召

集人趙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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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權益推動聯盟執行秘書張筑婷、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專員曾吉

祥、臺灣彩虹公民行動協會秘書長蔡雅婷、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理事長楊智群、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常務理事賴文偉、台灣彩虹

平權大平台協會政治倡議教育專員陳玉珂、民政局黃主任秘書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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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吳專員亞凡、社會局林科員雨潔、社會局羅輔導員于捷、教育局

李科長素禎、教育局陳股長沛玟、教育局支援教師賴婷妤、衛生局

執行秘書謝樂可、昆明防治中心管理師林家新、公訓處輔導員張芷

瑄、文化局邱科長稚亘、文化局規劃師林威廷、警察局劉副隊長志

剛、警察局鄧警員雅文、人事處陳股長渤潮、體育局管理師林欣儀、

性別平等辦公室研究員葉靜宜、觀傳局洪科員依欣、觀傳局林研究

員新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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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01/ 

未換證之跨性別男

女於就醫時的困境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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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紓解之可能性 

(衛生局) 

10090801/ 

有關幼兒園多元性

別教育觀念溝通 

(性平辦、教育局)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1091201/ 

臺北市寄養家庭實

施狀況及招募同志

家庭宣傳 

(性平辦、社會局) 

性別平等

辦公室 

據了解接受寄養家庭業務有台灣世界展望會及台北家

扶中心這兩個單位，像家扶中心網頁上的用詞還是有

夫妻之類的異性戀家庭用詞，可以請社會局作為主管

單位積極聯繫家扶中心，修改成中性用詞。 

主席 後面範本也有出現寄養父、寄養母的用詞。 

社會局 
寄養家庭範本是中央制定的版本，我們可於相關會議

向中央建議。 

黎委員 

璿萍 

1. 過去不只是寄養家庭的統計，應該所有統計都不

會刻意去勾選性傾向，2019/5/24前尚未開放同婚

前，同志只能以單身身分申請寄養家庭，相較於

家戶具有比較高度的照顧知能，同志家庭尚無法

締結婚姻，審查過程中會遭遇比較多挑戰，不是

因為社工單位刁難，而是實際上以單身或家庭作

評估，成功機率落差很大，這種情況在無血緣收

養也常見。 

2. 現況法規已經修改，在做寄養家庭宣傳上可否展

現得更友善，歡迎多元家庭申請，讓同志朋友知

道寄養也是一個選擇，可以去照顧需要的孩子

們。現在寄養家庭的數量全臺都在減少，想照顧

子女的同志家庭過去也沒有收到相關資訊，希望

社會局可以和同志團體合作，召開說明會或是文

宣設計可特別註明歡迎多元家庭，相關活動細節

及分享方式，同家會都很樂意幫忙。 

3. 台灣世界展望會及台北家扶中心可能好奇同志家

庭是否具備照顧知能，對於同志家庭的子女身心

發展狀況不是很了解，同志團體都很願意和社工

分享及培訓，協助社工放心媒合。 

劉委員 

家豪 

法令上不是阻礙，寄養家庭戶數減少，不代表有需求

的人數減少，希望未來可以吸納更多社群能量支持這

些小朋友，也可以看到臺北市作為領先各縣市的角

色，能提出數據或正向回饋去影響中央作法。 

杜委員 

思誠 

過去做親密暴力議題，它一直都沒排斥同性可以申

請，但同志朋友不知道這個制度適合他們，所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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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寄養家庭，讓更多同志朋友知道可以去申請，宣

傳上除了消極的不限性傾向，可以更積極和同志團體

合作，歡迎同志家庭申請，將資訊推廣出去。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請社會局、性平辦與同志團體合作，

進行相關宣導。 

 

報告案二：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110年1至4月辦

理情形。 

與會者發言摘述 

簡委員至潔 
會議資料 P.27青少年發展處辦理「旅行教會我的事」及「心裡的那一

座山」，想了解主題與性別及性平的連結？ 

教育局 

青發處的活動目的是透過講師的職涯分享，讓年輕學子認識各行各

業，了解興趣及性向，找到未來的道路及建立自我價值，透過系列講

座讓所有青少年了解不會因性別而受限，所以才列進來。 

游委員宜瑄 
我在性平教育委員會社教小組也提過，有一些青發處的課程看不出來

與性別的關聯，建議可以重新審視評估資料是否要放到同志會報。 

鄧委員筑媛 

上次會議勞動局有報告職場性別平等指標，但會議資料 P.31執行情形

填無，會議資料看得到教育局及社會局執行情形，但職場及商業這部

分也很重要，希望會議資料可以看到。 

主席裁示 
本案准予備查，請教育局填列資料時確認課程與性別及同志議題的關

聯性。 

 

報告案三：臺北市110年同志公民活動規劃辦理內容。(報告單位：民政局) 

與會者發言摘述 

簡委員至潔 

1. 肯定民政局的規劃方向，延續去年的提議，希望透過同志業務聯繫

會報平台，讓團體腦力激盪，拋盪可能與市府公私協力合作的想

法，進入實質討論過程前，想了解提出的建議可否改變目前方向？ 

2. 民政局對於臺北市跨性別的人數及相關友善政策是否有掌握？可否

先瞭解。 

民政局 

這部分數據沒有官方統計，友善政策會後可盤點，但目前因這部分幾

乎空白，所以希望可以和大家合作做這個議題，讓社會大眾更加關注

性少數。 

杜委員思誠 

第1屆或第2屆同志公民活動有一個演講是針對警察局的，因為當時還

有惡意臨檢的事情，警察與同志團體是互不信任的。現在很多局處都

在努力熟悉同志議題，是否不只包含在同志公民活動本身，可藉由這

次機會對其他局處有跨性別議題的進修，不只民政單位，也可以對社

會局、教育局、衛生局、警察局等相關局處辦理講習。 

同志父母 我也是跨性別者的媽媽，我的孩子在去年完成手術成為女跨男，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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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協會 年主題也在幫助更多跨性別者的家人及家長，很多跨性別朋友對於一

般同志議題也不是非常理解，是非常特別的一群人。 

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 

同志公民活動對象比較是針對市民，建議市府內部局處也可以針對跨

性別議題加強培訓。 

劉委員家豪 

教育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每年都有探討主題，教育局範疇的其他小

組委員、資源及人才是否也可以有相關培訓，在就學一開始就有正確

觀念，是否可建構聯繫？ 

教育局 

除了性平教育委員會推動主題外，今年也會針對教育局同仁及第一線

老師進行多元性別培力研習的座談會，會考量是否可將跨性別議題納

入，或再針對跨性別議題另外安排研習。 

鄧委員筑媛 
講習推廣不只公務人員，也可以到里鄰長；商業處有統計 LGBT 友善商

家，今年活動的跨性別友善摺頁也可以發放到這些商家。 

台灣青少年 

文教會 

1. 過去講座談多元性別，跨性別往往不會融入其中，但跨性別議題是

需要去關注累積，不是同志公民活動可以一次達成，希望認識跨性

別議題後續在教育局、社會局、警察局、商業處等其他局處，都積

極檢視現在做多元性別或同志教育中，跨性別的比例佔多少，使工

作人員及老師都有足夠知能。 

2. 有些跨性別青少年在學校的表現不想被家長知道，如何處理這個議

題會造成很大衝突，家長和孩子也不知道如何適應及面對，這些都

需要非常多時間努力，希望這只是開頭，後續各局處在跨性別認

識、協助及教育上都可以提供幫助。 

台灣伴侶權

益推動聯盟 

1. 贊同其他委員說法，將已經推動的勞動、商業及醫療衛生等相關提

案整合成手冊指引參考，甚至彙整成入口網站，讓大家在認識跨性

別議題時，有比較整合的資源。 

2. 另相關研習課程也可以把目前團體在做的研究或國外法制作為研習

內容，像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教育政策，允許跨性別人士使用他們

認同的性別，不用做相關手術，例如臺北市可以先從這邊做起，未

必要先做手術，而是讓他們使用自己認同的姓名，做為自我認同或

他人認同的第一步。 

台灣性別不

明關懷協會 

1. 我們協會主要針對跨性別者、性別不明者或雙性人做關懷，補充一

下跨性別者可能遭遇的困境，這個職責可能不是臺北市可以處理，

我們遇到很多個案，在免役過程會感到強烈憂鬱，但要免疫需要提

出性別不安的證明，軍方系統只承認軍醫院開立，但軍醫院醫生的

觀念相較外面醫院醫生較不友善，跨性別群體會自己更新性別友善

醫生的清單，跨性別者有醫療需求時可以參照清單找比較友善的醫

生看診，比較不會看到證件性別跟外表不符就質疑不是本人，跨性

別者很高比例是父母不支持，職場上也很難找到工作，整個人生經

歷遭受很多反對，所以很多人有身心狀況問題，我們自己就醫時若

被醫生說怎麼跟證件照不一樣，可能覺得不是多大的問題，但對他

們來說是很憂鬱的問題，今天強迫跨性別者去軍醫院開免役證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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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很不友善的制度。 

2. 我們協會有很多跨性別者及相關經驗，未來若希望理解跨性別者相

關困境或想法時都可以找我們。 

簡委員至潔 

1. 大家都認同公務系統的教育訓練很重要，這個案子在伴侶盟跨性別

小組討論時，有跨性別朋友反映他曾經在臺北市立圖書館工作，報

到第一天就要求他不要去上女廁，怕嚇到別人，這恐怕是市府要做

跨性別友善必須先正視的問題。 

2. 強烈建議市府要邀跨性別朋友溝通，上回民政局有邀請我做跨性別

教育訓練，當時有位非常積極且友善的一線公務人員，他說他通知

一位跨男的跨性別朋友，因為更改身分證要當兵，雖然應該是免

疫，但光通知這件事就被掛電話並失聯，這位公務員他盡力表現友

善但不清楚有做錯什麼，這些過程應該可以透過邀請跨性別朋友與

第一線人員溝通及交流，思考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使溝通更加順利，

這不一定要在同志公民活動裡，而是如何提升整個市府團隊對跨性

別的認識及瞭解。 

3.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改名不是很容易，但公立學校願意讓學生或跨性

別學生使用他們認同的名字，學校公開系統上都顯示「認同姓

名」，「法定姓名」只出現在隱私資料，這個學生就不會被曝光跨性

別身分，或被叫不喜歡的綽號，是否可提案請教育局研議在某個學

校試辦？ 

4. 跨性別友善是需要跨局處合作，相關資源也很匱乏，是否有可能除

了做跨性別手冊，另外做跨性別入口網站，像醫療手冊更新、臺北

市性別友善廁所地點等都可以放入，不論是家長、老師或一般民眾

都可瀏覽相關資源；另建議展覽內容可以數位化放入網站留存。 

蔣委員念祖 

1. 今年不如把110萬拿來徹底解決基本人權問題，例如做性別友善廁

所，或是教育軍醫院的醫生，應該要找出活動亮點，務實的做一些

事情比較重要。 

2. 與軍醫院溝通協調時，若需要國防部出面，可以幫忙協調。 

台灣同志運

動發展協會 

我們協會今年有參加行政院性別之眼的微電影活動，也是以跨性別主

題拿到首獎，我們下半年和北市府有合作國際賽會項目，10月底針對

跨性別也有策展，希望有機會可以合作；另我們針對跨性別族群有選

美或表演、體育項目在健美的部分有非二元性別組，希望可以讓社會

大眾看到，也希望臺北及臺灣之後對跨性別族群更友善。 

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 

目前針對市民有同志公民活動，針對市府內部，是否下次會議有討論

案可以盤點各局處與跨性別議題相關的內容，有提供什麼資源或需要

相關培訓，目前各團體的資源也可以做連結，像熱線有做跨父母的支

持服務及跨性別演講，民政局目前有 LGBT 專區，相關資訊也可以放在

上面。 

民政局 
民政局下半年於公訓處有多元性別的課程，可邀請相關局處人員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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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 有關兵役部分涉及中央法規，請衛生局協助與三總等軍醫院開立性

別診斷證明的醫生溝通，並向中央建議醫生需要相關訓練。 

2. 市府目前很多單位推動性別友善廁所，可做性別友善廁所的 Google 

Map供查閱。 

3. 跨性別入口網站及展覽請以常態性的方向去研議，相關摺頁及講習

請邀請團體討論，可以採工作坊的方式進行討論聚焦。 

4. 請性平辦統整調查各局處可推動跨性別友善的設施或措施。 

5. 請教育局研究學生在學校使用自己認同姓名的試辦可行性。 

 

肆、 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敬請北市府於本年度臺灣同志遊行舉辦的前4個月，與本單位

召開跨局處協調會。(提案單位：台灣彩虹公民行動協會) 

主席裁示：請民政局主政召開協調會，若有其他需求可一併提出，市府盡

量協助。 

討論案二：協助宣傳「LGBT平權博覽會暨 TSG亞洲同志運動會」。(提案單

位：台灣同志運動發展協會)  

與會者發言摘述 

觀傳局 
有關宣傳方面會盡量協助，但目前檔期已經有其他活動申請，我們再

盤點是否有更提前的時間，網路露出會比較可行。 

體育局 
有關平權彩虹地景因會前未收到相關資料，可將資訊帶回去由承辦科

室跟協會聯繫，再透過我們內部協調協助。 

民政局 

TSG 運動會之前裁示是由體育局召開跨局處協調會；另有關建議設置

彩虹地景地點是體育局所轄場館旁，本案建議在體育局主政的 TSG 運

動會溝通平台做細部討論。 

主席裁示 
相關宣傳及彩虹地景請觀傳局及體育局帶回去研議，並在體育局專案

會議做後續確認。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3時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