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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程  序 

時   間 議    程 

14:30~15:00 報到 

15:00~15:50 
政府部門與多元性別族群「對焦」

工作坊 成果說明 

15:50~16:30 109 年度列管事項討論 

16:30~17:00 110 年同志公民運動討論 

17:00~17:30 臨時動議 

17: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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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間：110 年 4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第 3 頁至第 21頁)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政府部門與多元性別族群「對焦」工作坊成果說明。(請參

閱第 22頁) 

 

    報告案二、 

    案由：謹將高雄市 109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

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鑑。(請參閱第 23頁) 

肆、討論提案： 

    討論案一、 

        案由：110 年同志公民運動討論。(請參閱第 30 頁)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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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次會議紀錄 

高雄市 109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2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主席：高雄市政府張副秘書長家興                                                                                                    

                                                       紀錄：李靜冠 

    出席單位： 

              社團法人高雄市性別行動協會 劉育豪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陳威竣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顏任儀 

              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 林彤 

              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王玉心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王紫菡 

              彩虹平權大平台政治倡議暨教育 陳玉珂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黎璿萍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蔡易儒 

              愛教會 劉子喜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劉子涵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楊佳羚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研究所 郭洪國雄 

    列席委員： 

              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歐秋琴、譚蕙娟、郭正鵬 

              高雄市人權委員會  陳清泉、吳靜瑜、李衣婷、林春鳳、楊幸

真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王介言、林怡均、譚陽、郭家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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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局處：  

               衛生局 林秀勤 

               教育局 李黛華、施麗琴、徐淑芬 

               文化局 李淑月 

               社會局 蕭惠如 

               警察局 許文淵 

               觀光局 曾瑋悅 

               勞工局 陸秀如 

               法制局 張淑美 

               人事處 林坤燁 

               都市發展局 張簡玉真 

               經濟發展局 黃芝妤 

               客家事務委員會 張瑞芳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陳孟寧 

               運動發展局主任 應海勇 

               民政局 陳淑芳、林清益、陳毓君、李靜冠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各相關局處 

    案由：謹將高雄市 108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請公鑑。  

    決議： 

       一、編號 1除管，同志公民運動辦理時程及方向，歡迎各社團於會報中

提案討論。 

       二、修改列管追蹤表格式，依委員及性平團體意見，以簡要具體方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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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應辦理事項，辦理局處直接明確回復辦理內容。 

       三、編號 2繼續列管，教育局依中央函釋規定再檢視相關表單內容。 

       四、編號 3繼續列管，請民政局轉知並督導區公所，未來將多元性別課

程納入里鄰長、調解委員教育訓練中，彙整本會議之成果以同志為

主，其他宣導內容無需列入。 

       五、編號 4除管，參採李衣婷委員建議，市府、區公所及勞工局就律師

諮詢服務表單，增列 LGBT欄位，加以搜集並分析諮詢範疇。 

       六、編號 5除管。 

       七、編號 6除管。 

       八、編號 7繼續列管，請法制局儘速完成法規修訂程序。 

       九、編號 8除管。 

       十、編號 9除管。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各相關局處 

    案由：謹將本府營造友善環境實施計畫辦理情形，報請公鑑。     

    決議：第二案業務報告與第一案討論內容雷同，免予報告並予以備查。 

 

肆、討論提案： 

    討論案一：                                      提案單位：民政局 

      案由： 為促進彩虹經濟，請研議對於國外同志伴侶至高雄觀光或參加活

動，可否發給紀念證書，以提升認同感。 

      說明： 

        一、鄭孟洳議員於本市議會第 3屆第 4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質詢事項，

因事涉觀光景點擇取、單位執行及辦理事項等事宜，相關權管單

位如觀光局、文化局、經發局及民政局等局處。 

        二、108年 5月 24日同性結婚登記上路，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同

性結婚合法化的國家，有鑑於新興彩虹經濟商機可期，舉凡從婚

前規劃、求婚場景設計、婚宴布置到參加親友旅行團等等，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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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婚宴場地、旅館住宿、餐飲消費及海內外旅行等經濟有助益，

如何辦理執行提起討論。  

     決議：請觀光局結合彩虹地景，規劃同志經濟旅遊路線及友善商家認證，

會後與性平團體及委員諮詢辦理方向，並參考台北市作法。 

  討論案二、                     提案單位：與會十一個出席團體共同提案 

      案由：建請修正「高雄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第參條第二

項第二款有關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相關條文。 

      說明：經 109/04/08性別主流化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109/07/29高雄市

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5屆第 3次「社會參與小組」會議、

109/09/15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5屆第 4次委員會議、

109/10/30同志業務聯繫會報臨時會等會議，討論同志業務聯繫會

議之功能角色，相關建議彙整詳如下方說明： 

        一、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每年會議次數： 

               109年 10月 30日「高雄市 109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臨時會」經會

議主席裁示，未來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每年召開三次，並正式列入

會議紀錄，建請將其決議修正至「高雄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

實施計畫」內文。 

        二、會報組成成員： 

         1、為提升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功能，會報組成成員由業務相關各局處

之外，應由友善性別、積極投入倡議之民間團體為固定成員，參

與每年度會報。 

         2、民政局應彙整固定參與之團體成員名單，各團體亦得推薦團體列

入組成成員。 

          3、未來若有其他相關團體欲加入會報，新增團體名單是否需要經過

會報提案通過，亦請交流討論。 

        三、會報討論事項之列管機制： 

            每次會報需由主席裁示列管事項，並明載於每次會報紀錄中；於

下次會報議程中追蹤列管事項進度。如列管事項完成，則主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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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解除列管。  

   決議： 

      一、聯繫會報召開次數已於上次會報決議每年召開三次。 

      二、請業務單位召開會議一個星期前提供會議資料，通知單、提案單及

會報資料電子檔傳送性平團體及委員，會議紀錄於簽核完畢後一個

月內公開於網站上。 

      三、就如何增加新團體，會後另再審酌辦理方式，例如研議學校社團或

青年學子加入會報事宜。 

      四、明年開第一次同志會報前，評估邀請學校召開工作坊。 

 討論案三、                                         提案單位：民政局 

   案由：建議教育局可研議與關注同志議題之民間團體合作，於婚育課程中看

見同性伴侶需求，或開辦同志婚姻需求相關課程，就同志婚育議題，

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健康維護小組」第 5屆第 4次小組會

議決議辦理。 

   決議：請家庭教育中心依各性平團體建議持續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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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歷次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

表 

編

號 

年別                

(會議

日期) 

指示事項摘要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建議 

除

管 

續

管 

1 
108 

(108/ 

11/27) 

請民政局明年度邀集第

一線服務之府內同仁參

加性別意識教育訓練

時，視課程內容及參加對

象，評估安排性別友善團

體參與講座課程，並參酌

其他縣市的經驗或以透

明公開的方式，如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招標作業，請

廠商提供企畫書辦理評 

1審。 

民政

局 

一、與市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於 109

年 9月 1日、23日及 10月 20日

辦理 3梯次「婚姻平權、尊重多

員教育研習班」，研習對象為民政

局暨所屬機關(戶政事務所、殯葬

管理處、兵役處)、本市區公所及

社會局機關員工，共計 150人。 

二、辦理「109年高雄市尊重多元性

別短片製作」：為消除性別刻板印

象舊習，攝製一支影片長度為 3

分鐘(以上)短片，影片風格係以

高雄市在地街景、風土民情及城

市建築物為背景，探討多元性別

者生活上處遇及性別平權議題，

呈現高雄市友善城市之獨特風

貌。本影片運用於市府及本局官

網，並可於國內多元媒體通路播

放，宣導性別平等及婚姻平權。 

ˇ  

2 
108 

(108/ 

11/27) 

108/11/27主席裁示： 

一、有關教育部訂定現有

統計表格、請相關團

體提供需要調整項

目，供教育局彙整，

並建議教育部調整。 

二、請教育局對學校有關

校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案件進行統計、

督導與追蹤，倘涉個

人資料保護法疑義，

請提案至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討論。 

 

109/12/23主席裁示： 

請教育局依中央函釋規

教育

局 

109/12/23辦理情形： 

一、本案會後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

協會及簡煥宗議員提供需調整

項目略以：現行高雄市校務系

統介面，學生「學籍管理」項目

登錄「父親、母親」，建議修改

成「家長一、家長二」，以去性

別化的思維。 

二、本局業於 109 年 2 月 6 日高市

教特字第 10930671800 號函(諒

達)予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

及簡煥宗議員，經檢視本市國

中小及高中職校務系統之家庭

資料部分皆具「監護人」欄位，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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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再檢視相關表單內容。 此欄位為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稱謂有父親、母親、祖父、祖

母及其他等，選擇其他者，採

開放繕打或於備註中自行輸入

稱謂名稱。 

3 
108 

(108/ 

11/27) 

108/11/27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轉知區公所未

來舉辦里鄰長教育訓練

或其他適當場合時，將性

別友善與多元性別納入

宣導內容。 

 

109/12/23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轉知並督導區

公所，未來將多元性別課

程納入里鄰長、調解委員

教育訓練中，彙整本會議

之成果以同志為主，其他

宣導內容無需列入。 

民政

局 

109/12/23辦理情形： 

詳如附件一 (P26)。 
 ˇ 

4 
108 

(108/ 

11/27) 

一、請人事處持續加強宣

導府內同仁性別主流

意識與多元性別的尊

重，請教育局持續督

導各級學校辦理性別

平等教育，並針對校

長、學務處及教務處

等不同單位，進行教

育講習；請勞工局對

相關企業辦理勞檢

時，宣導性別平等知

識。 

二、請衛生局研議辦理醫

事人員與跨性別會

議。 

人事

處、教

育

局、勞

工

局、衛

生局 

《人事處》： 

一、本(109)年度向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提訓機關計有： 

1、衛生局(3場次)： 

 (1)「同志議題及 EAP 研習班」，

於本年 3月 12日辦竣，計 49

人參訓。 

 (2)「同志議題和 CEDAW 研習班

(一)(二)」，於本年 4月 16日

辦竣，計 58人參訓。 

2、民政局(4場次)：「戶政人員實務

研習班(一)(二)(三)(四)」，於本

年 8月 17日至 10月 19日辦竣，

計 195人參訓。 

3、法制局(1 場次)：性別與法律研

習班，於本年 11月 23日辦竣，

計 80人參加。 

二、另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自辦 1 場

次「幸福，從家開始經營-從多元

性別到多元成家(含 CEDAW)」研

習班，於 109年 11月 20日辦竣，

共計 84人參訓。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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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一、本市各級學校 109年度 1月至 9

月份(以季為單位)辦理學生之

宣導如下： 

(一)情感教育： 73 場次， 1 萬

6,404人次參加。 

(二)性教育：222 場次，4 萬 5,990

人次參加 

(三)防治教育：311場次，16萬347

人次參加。 

(四)認識性別多樣性：242 場次，4

萬 8,312人次參加。 

二、本局辦理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執行秘書(學務主任)及

主任委員(校長)之知能研習，共

計 5場次，說明如下： 

(一)針對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執行秘書(即學務主任)、

承辦人員或委員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知能研習」計 3 場

次，國小教育階段：北高雄地

區於 109年 8月 17日假蔡文國

小辦理，南高雄地區於 109年 8

月 10日假文華國小辦理，國中

及高中階段於 109年 8月 21日

假中正高工辦理，邀請參加，

共計 213 人參加，男性 114 人

(54%)，女性 99人(46%)，本研

習提升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組織與運作知能，藉由案例

分享、實際演練及研討以發展

符合性別平等精神之委員會運

作模式。 

(二)針對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主任委員(即各級學校校

長)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知能研習」計 2 場次，分別於

109年 10月 23日及 11月 9日

假中正高中及新興高中辦理，

共計 173 人參加，男性 93 人

(54%)、女性 80人(46%)，研習

中研討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運作模式，增進各級學

校校長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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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知能及實務運作能力，並透

過案例研討提升校長之性平敏

感度，以期營造無性別歧視之

友善校園。 

三、109 年度將針對各處室辦理性

別教育相關之知能研習，說明

如下： 

(一)針對教務主任辦理「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融入經驗分享研討會」

計 1 場次，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假龍華國中辦理，共計 54人

參加，男性 12 人(22%)、女性

42 人(78%)，協助教師瞭解性

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的精神與

內涵，藉由課程設計與授課經

驗分享蒐集教師性平教育實務

教學之疑惑，進行有效教學及

多元評量之研究，提升教師教

學內涵、專業素養，提供解決

策略，以落實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與教學。 

(二)針對學務主任辦理「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法令

知能與處理(以新聞媒體事件為

例)研習」計 1場次，於 109年

11月 25日假前金國小辦理，共

計 89 人參加，男性 37 人

(42%)、女性 52人(58%)，透過

研習增進性別平等之觀點、釐

清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之

相關法規與處理流程，並藉由

案例說明，提昇學務主任面對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處理機制

及程序方法之正確性。 

(三)針對輔導主任辦理「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輔導

知能與後續處遇研討會」計 1

場次，於 109年 8月 7日假新民

國小辦理，邀請本市各級學校

輔導主任、輔導組長或輔導教

師參加，共計 109 人參加，男

性 28 人(26%)，女性 81 人

(74%)，本研習以案例研討方

式，增進輔導人員面對校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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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雙

方當事人的生態輔導策略與後

續處遇知能，並協助釐清校園

性別事件之相關法規與處理流

程。 

(四)針對總務主任辦理「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防治與

校園空間安全研習」計 1場次，

於 109年 8月 20日假勝利國小

辦理，邀請各級學校總務主任參

加，共計 97 人參加，男性 52

人(54%)、女性 45人(46%)，本

研習增進總務人員性別平等與

校園安全規劃相關之法令知

能，提升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

劃、設計及應用能力，以期建立

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勞工局》： 

為加強本市事業單位對性別平等法

觀念之宣導，辦理「防制就業歧視

促進性別工作平等宣導會」、「性別

工作平等法令暨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宣導會」及「職場平權及性騷擾防

治研習會」，共計 7 場次，492 人次

參加。 

《衛生局》： 

一、本局 109年 2月 19日函請醫院

辦理性別教育課程並納入多元

性別、同志議題。 

二、醫事人員肩負全民醫療、防疫、

預防保健等不分性別之全民重

責大任，平時需參與中央地方等

多個單位的多項評鑑、考核、認

證，需參加多項醫療專業的教育

訓練，要求醫護人員參與跨性別

會議，將排擠上述全民照護工

作。建議本項修改為由本局提報

教育訓練課程場次，或請主辦單

位提供需求或問題由本局向醫

事人員宣導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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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局尚未接獲具體需求或問題

須向醫事人員宣導或溝通，又考

量醫事人員於目前疫情期間，健

康照護及防疫工作繁重。爰建議

本項修改為由本局提報教育訓

練課程場次，各醫院辦理成果如

下說明：109年 2月至 11月，

共 89場次，合計 8,656人參加

（男性 1,912 人 22.1%，女性

6,744人 77.9%  ）。 

5 
108 

(108/ 

11/27) 

請家庭教育中心加強宣

導，以利有需要的同婚家

庭可以運用，並針對提供

諮詢服務的志工(含委外

團體)加強教育訓練；另

請家庭教育中心及社會

局將府內現有服務資

源、專線及工作站地點，

發文予性別相關團體，以

利相關團體轉知同性伴

侶知悉。 

家庭

教育

中

心、社

會局 

《家庭教育中心》： 

一、為強化志工性別平等意識及敏

感度，於 109年 7月 6日辦理在

職訓練，主題為：「性別與婚

姻、家的多元樣貌」，參與人數

34人次。 

二、為協助本市市民家庭教育之諮

詢服務，除在各相關機構、團

體發放 412-8185 全國家庭教育

諮詢專線之 DM，並運用「中國廣

播電台」及「警察廣播電台」進

行相關家庭教育議題時廣為宣

導，且在家庭教育中心的「臉書

粉絲頁」等多元管道，宣導諮詢

專線。 

三、已於 109年 12月 1日高市教家

字第 10970267900號函送家庭教

育諮詢專線 4128185宣傳單予性

別相關團體知悉。 

《社會局》： 

109年2月份已寄送本市社會福利簡

介予性別相關團體知悉。 

ˇ  

6 
108 

(108/ 

11/27)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

釋施行法》第 20條規定，

同性伴侶得辦理繼親收

養，其他收養模式，於中

央法規未修正前，仍依照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

釋施行法》及「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

相關規定執行。執行法院

交查收養調查訪視案件

之承辦社工團體等人

社會

局 

一、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

法已於 108 年 5 月 22 日經總統

公布，並自同年月 24日起施行，

賦予同志婚姻權。該法規定同性

伴侶可準用民法親屬編婚姻章

規定結婚，同性 2人只要年滿 18

歲就可成立婚姻關係，依現行法

規規定同性伴侶結婚後得辦理

收養，惟僅以收養另一方之親生

子女為限，準用民法中繼親收養

之規定。已婚同志不得辦理共同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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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請加強性別平等及多

元性別的教育訓練。 

收養非血緣關係子女或近親子

女；婚前曾辦理收養者，因該子

女非屬親生，與同性伴侶結婚後

配偶無法收養其養子女。另為單

身同志者，可辦理單身收養無血

緣關係子女。 

二、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規定，辦理收養須經政

府許可之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

者進行收養適任性評估及資格

審查，其評估內容含收養家庭對

於生活狀況、居住環境、經濟能

力、健康情形、親職能力與照顧

計畫、收養動機、支持系統及刑

事紀錄等各面向進行審議調

查，且必須完成親職準備教育課

程，再由各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

者協助媒合，並向法院聲請認

可。爰無論同志伴侶或一般夫

妻，均受相同法律規範。 

三、市府為建構友善家庭育兒環

境，亦重視同婚育兒需求，相關

作為與友善措施如下： 

1、收出養諮詢服務：本局依據司法

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規定

配合辦理同婚收出養服務，並透

過本局委辦兒童及少年收出養

資源服務中心設置之收出養諮

詢專線(07)3497885，提供同志

收出養相關諮詢服務。 

2、收出養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107 年已針對收出養服務專業人

員進行友善同志收養之教育訓

練共計 2場次、54人次參訓，108

年 6 月 28 日辦理 1 場次同志收

養之教育訓練(同志收養法令與

會談技巧研習)。 

3、辦理多元宣導：透過本市兒少收

出養資源服務中心辦理收出養

影展、電台廣播、臉書官網等多

元宣傳管道向大眾宣導同志收

出養議題。 

4、友善育兒福利措施： 

(1) 同志辦理收養子女過程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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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收養認可前的試養階

段，雖未取得兒童之法定監護

權，惟已實際照顧該兒童，亦

可申請相關育兒補助。 

(2) 為營造友善托育環境，本市公

共托嬰中心收托作業原則於

108年 11月 11日修正通過，放

寬收托對象資格：法院裁定收

養認可前(試養階段)，準收養

人於報名登記日向前推算已連

續設籍本市滿 6 個月以上，收

養童不受設籍限制。 

5、高雄市收出養服務資源 

(1)本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資源服

務中心：07-3497885 

(2)本市轄內收出養媒合服務團體： 

 A.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

盟文教基金會 

   電話：07-3501959#1              

地址：左營區博愛三路         

12號 6樓 

 B.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

金會 

   電話：07-2237995 

   地址：苓雅區凱旋一路 3號 3樓 

 C.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

園   

   電話：07-2237995 

   地址：路竹區自由街 132 巷 13

號     

7 

108 

(108/ 

11/27) 

108/11/27主席裁示： 

請本府各法令及業務權

管機關檢視權管自治法

規及行政程序，如有涉及

未將《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第 2條規

定併予規範，則應於 3個

月內，將檢視結果報法制

局。如需修法或修改行政

程序者，辦理期程請一併

函報，另後續辦理情形請

法制局協助，並由民政局

綜整辦理結果。 

 

法制

局 

109/12/23辦理情形： 

一、本局已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函

請各機關檢視權管自治法規及

行政程序，如有涉及未將《司

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

第 2 條規定之「為經營共同生

活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

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者」併予

規範者，於期限內，填覆檢視

結果資料函送本局彙辦。 

二、案經統整後，經各機關檢視結

果為有涉及前揭情形者計有 2

件，分別是民政局權管「高雄

市軍人忠靈祠管理辦法」第 3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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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23主席裁示： 

請法制局儘速完成法規

修訂程序。 

條第 2 項、第 7 條第 1 項，及

經濟發展局權管「高雄市攤販

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餘機關均表示無

涉及。本局業以 109年 3月 16

日 高 市 法 局 秘 字 第

10930233900號函，將辦理情形

函報予民政局以利綜整。 

8 

108 

(108/ 

11/27) 

請本府各局處辦理性別

訓練或活動時，視議題關

連性，提供海報或文宣予

相關權責單位協助宣

導，提升多元性別的智

能；另請相關團體提供認

識同志之摺頁內容等資

料，供民政局參考及研

議，以利採行透過摺頁或

手冊等方式，讓市民認識

同志。 

民政

局 

一、「認識同志」摺頁文宣主題「婚

姻平權」、「認識同志 Q&A」、

「LGBT 名詞小辭典」、「名詞小

百科」，內容引用及改編自「社

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編印之認識同志摺頁及手

冊，相關內容經該協會協助校

正，並同意授權使用。 

二、摺頁印製 4000份已分送本市各

區公所、戶政事務所、衛生所、

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所屬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兒童福利服務中心、長

青綜合服務中心及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所屬社會教育館、家庭

教育中心等機關，並擬於本局

辦理之「同志議題及性別意識」

教育訓練時，發送參訓同仁。 

ˇ  

9 

109 

(109/ 

10/30) 

同志業務會報 1年召開 3

次，並請業務單位提請修

訂「高雄市政府營造友善

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其

餘性平團體及婦權會委

員所提寶貴意見，會後再

審酌研議。 

民政

局 

一、本局已於 109年 12月 4日向本

市 109 年度第 4 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提案，提案內容為修

訂高雄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

境實施計畫第三點、第二項營

造性別友善環境、第二款「召

開同志業務聯繫會報」之召開

次數，由每年至少一次改為每

年至少三次。 

二、本市 109 年度第 4 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將於 109年 12月 25

日召開，俟會議決議續辦 110

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ˇ  

10 

109 

(109/ 

12/23) 

請修改追蹤管制表格

式，依委員及性平團體意

見，簡要具體羅列。 

民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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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9 

(109/ 

12/23) 

建議民眾申請法律諮

詢，律師填報表單可增列

LGBT欄位，諮詢資料分類

並分析內容涉及婚育、醫

療、職場或霸凌，且諮詢

系統請包含區公所及勞

工局之律師諮詢服務，由

市府搜集此等資訊，俾利

未來政府規劃同志相關

政策。 

研考

會、民

政

局、勞

工局 

   

12 

109 

(109/ 

12/23) 

請觀光局結合彩虹地

景，規劃同志經濟之旅遊

路線及友善商家認證。 

觀光

局 
   

13 

109 

(109/ 

12/23) 

請業務單位召開會議一

個星期前提供會議資

料，通知單、提案單及會

報資料電子檔傳送性平

團體及委員，會議紀錄於

簽核完畢後一個月內公

開於網站上。 

民政

局 
   

14 

109 

(109/ 

12/23) 

就如何增加新團體，會後

另再審酌辦理方式，例如

研議學校社團或青年學

子加入會報事宜。 

民政

局 
   

15 

109 

(109/ 

12/23) 

明年開第一次同志會報

前，評估邀請學校召開工

作坊。 

民政

局 
   

16 

109 

(109/ 

12/23) 

請家庭教育中心針對同

性族群需求，開辦同志婚

育課程。 

家庭

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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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團體及委員發言重點摘錄： 

   王介言委員： 

              1、上次會議紀錄建議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開放給本市性平團體

申請舉辦，辦理情形內容未說明是否邀請高雄市團體共同參

與。 

              2、建議每年同志公民運動辦理時間固定，讓民眾有預期心理，

將同志公民運動辦理方式納入同志會報議程討論。 

              3、CEDAW已進行全國法規及表單檢視，建議教育局修正新的校

務系統稱謂。 

              4、建議將同志、跨性別及性別友善課程列入里鄰長教育訓練，

此等課程一併列入現有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5、建請社會局提供辦理收出養人員相關培訓統計資料，以利後

續辦理派訓事宜。 

              6、建議報告案二採重點分工表方式，將友善同志計畫四大項辦

理內容，逐項討論後明確羅列，載明各項具體工作項目。 

              7、建議結合同志友善商家認證。 

              8、建議會報成員固定及未來新成員有加入機制，並建議成員可

分為 4類，第 1類性平團體、第 2類委員會代表、第 3類學

校代表及第 4類為學生社團等。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1、建議於會報說明每年同志公民運動舉辦時間及辦理方向。 

             2、行政院性平處於 109年 6月 17日函請各機關檢視權管表單，

應在 10月底完成，可否在下次會報將其他局處檢視內容一併

陳報；另建議列管表單依據案由進行填報具體內容。 

             3、建議列管事項，由主責局處簡略報告說明，列管事件內容如

有未明瞭處，建議直接與提案單位於會後討論。 

             4、建請社會局提供收出養評估培訓資源及資訊予相關單位。 

             5、建議編印認識同志家庭摺頁，並在摺頁上連結在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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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議檢視目前開辦性平教育課程，就同志婚育部分，優化講

師或課程內容安排加入同志婚育課程。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1、建議明年會議討論同志公民運動，以讓在地團體方有充足時

間準備。 

             2、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文宣，建議彙整納入其他資源及資訊，並

在家庭教育中心網站上提供同志團體相關資訊以供下載。 

             3、建議針對同志婚姻及同性伴侶，設計符合同志族群需求課程。 

             4、建議業務單位至少提早一星期前提供會議資料，在網路上提

供會議紀錄供參，另建議在明年第 1次同志會報開會前召開

工作坊，讓各局處、性平團體及委員就落實同志觀念進行討

論。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 

             1、建議各局處會報資料呈現具體明確，如紅布條內容、講師資

訊。 

             2、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文宣，諮詢專線內容為夫妻及伴侶相處，

建議修正相關文字，以讓諮詢專線服務同志朋友。 

    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 

             1、追蹤管制表及友善同志實施計畫填報內容未具體明確。 

             2、建議性平團體推薦新成員加入同志會報，經會議審核通過，

於下次會報邀請出席，並建議提早收到會報通知單及提案單。 

    譚陽委員： 

             1、針對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狀況，此與表格欄位中之稱謂

父親、母親、祖父母等並無相關。 

             2、建議對里鄰長訓練時加入區公所調解委員。 

    性別公民行動協會： 

            1、新的校務系統於今年 8月上線，其基本欄位有父親、母親等，

建議修正校務系統，以符同婚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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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志會報重點為同志及多元性別，請各局處不需將性別平等

資料列入，如需列入，請清楚提供講師或題目內容。 

            3、建議規劃旅遊行程與性平團體開會討論，針對國外遊客，請

評估導覽人員能力。 

            4、建議教育局就性平繪本培訓教師具備導讀能力。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1、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部分，未針對 LGBT族群回應，並未

提供相關統計數據。 

              2、建議明年初邀集各局處實際承辦同志業務同仁召開工作坊，

讓同仁知悉 LGBT涉及內容，討論權管業務與同志及多元性別

相關議題，並設計呈現表單。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請教育局掌握各年度同志、跨性別、多元性別族群在性別事

件上統計數據，重要案件可提至會報討論。 

    陳清泉委員： 

                編號 3主席裁示加入「或其他適當場合」，致各區公所陳報宣

導內容各類場合，建議回到里鄰長教育訓練，刪去其他適當

場合。 

    譚惠娟委員： 

                友善同志實施計畫涉及國中小部分，請尊重公投民意「國中

小不應實施同志教育」，反對同志化校園。 

    李衣婷委員： 

              1、建議民眾提出法律諮詢，律師填報表單可增列 LGBT欄位，諮

詢資料分類並分析內容涉及婚育、醫療、職場或霸凌，且諮

詢系統請包含區公所及勞工局之律師諮詢服務，由市府搜集

此等資訊，俾利未來政府規劃同志相關政策。 

              2、建議認識同志家庭摺頁放置市府一樓諮詢服務中心，以供民

眾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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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教會：建議於會報提供認識同志家庭摺頁，讓性平團體得以提供建議。 

    彩虹平權大平台： 

              建議同志友善商家認證，且旅遊景點及行程的規劃與高雄市在地

性平團體串聯。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建議開會通知、提案單及會議資料於一星期前提供電子檔，另

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的討論及招標事宜，建議年初列入同志會報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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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政府部門與多元性別族群「對焦」工作坊成果說明。 

說明： 

一、 109 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參與團體建議於召開 110 年度同志業務聯

繫會報前辦理工作坊，以提升市府同仁對同志與自身業務相關性之

認知及敏感度，經主席裁示請民政局評估辦理。 

二、 民政局於 110年 4月 12日上午 9時至 12時，於鳳山行政中心 4樓

防災通報中心辦理「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作坊」，由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楊佳羚」副教授擔任主持人（講師），主

持人特邀請 7 位性平團體代表共同參與；當日本會報主持人張副秘

書長家興及市府 15 局處派員全程參與。(當日工作坊辦理情形如附

件 1，第 31頁至第 32頁) 

三、 主持人請當日參與團體於本會報中協助報告當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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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裁示暨決議事項追蹤管制表 

編

號 

年別                

(會議

日期) 

列管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

事項 

權

責

局

處 

最新執行情形 

決議 

除

管 

續

管 

1 
108 

(108/ 

11/27) 

教育局對學校

有關校騷擾、

性侵害、性霸

凌案件進行統

計、督導與追

蹤，檢討修正

現有統計表

單。 

請教育局依中

央函釋規定再

檢視相關表單

內容。 

教

育

局 

一、本局業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檢視所

管表單，並依行政院訂定

之參考指引修正「香港澳門

居民來臺就學申請表」、

「因父母或監護人避債申

請學生轉學籍不轉戶籍申

請表」及「高雄市所轄立案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兒

童托育津貼發給申請表」等

8項表單，並於 109年 7月

31 日 高 市 教 秘 字 第

10935932900號函填復檢視

結果予本府社會局，先予

敘明。 

二、本局業依委員建議及參酌

行政院訂定之參考指引檢

視並調整本市各級學校校

務行政系統，說明如下： 

(一)本市高級中等學校校務行

政系統 

學生基本資料介面之「父親

資料」及「母親資料」已調

整為「家長一資料」及「家

長二資料」，並均增設「關

係：□父親 □母親 □其

他」選項，可供勾選。 

(二)本市國民中學校務行政系

統 

學生基本資料介面之「父親

資料」及「母親資料」預計

110學年度調整為「家長一

資料」及「家長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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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國民小學校務行政系

統學生基本資料介面之「父

親資料」及「母親資料」已

調整為「家長一資料」及「家

長二資料」，並均增設「稱

謂：□父親 □母親 □其

他」選項，可供勾選。 

2 
108 

(108/ 

11/27) 

區公所舉辦里

鄰長教育訓

練，將性別友

善與多元性別

納入宣導內

容。 

請民政局轉知

並 督 導 區 公

所，未來將多元

性別課程納入

里鄰長、調解委

員 教 育 訓 練

中，彙整本會議

之成果以同志

為主，其他宣導

內容無需列入。 

民

政

局 

本局於 110年 1月 21日以高市

民政字第 11030180000 號函請

各區公所多元性別課程或宣導

納入里鄰長及調解委員，復於

110 年 3 月 10 日以高市民宗字

第 11030503200 號函請各區公

所提報執行情形，彙整資料如后

(附件 2)。 

  

3 

108 

(108/ 

11/27) 

本府各機關檢

視權管自治法

規及行政程

序，就涉及《司

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

行法》第 2 條

進行法規修

訂。 

請法制局儘速

完成法規修訂

程序。 

法

制

局 

一、本案辦理自治法規修正之

權管機關，計有民政局及

經濟發展局，案經本局於

109 年 3 月 17 日函請上開

二機關填報修法進度如

下： 

(一)民政局所屬兵役處已完成

修正草案研擬，擬修正重

點如下： 

1.修正夫妻合厝之用語為

合厝，使其符合相同或

不同性別之中性用語。

（修正條文第三條） 

2.修正夫妻合厝之用語為

合厝及提供葬厝對象之

合法配偶用語 (修正條

文第七條)。 

3.修正夫妻合厝之用語為

合厝，使其符合相同或

不同性別之中性用語。

(修正條文第十條) 

4.兵役處業已提案於局務

會議中審議，並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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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4日局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續將循法制

作業程序辦理。 

(二)經發局所屬市場管理處研

擬修正草案，擬修正重點

如下：  

1.修正「設籍本市六個月以

上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得申請於主管機關

規劃設置或道路範圍內

之攤販臨時集中場經營

攤販。但同一戶中，除

夫妻於婚前已分別領有

攤販營業許可證或取得

攤販登記外，僅得由一

人申請：...」，修正為

「設籍本市者得申請於

主管機關規劃設置或道

路範圍內之攤販臨時集

中場經營攤販。」(修正

條文第十八條) 

2.市場管理處將配合其他

條文修正提交局務會議

中審議，審議通過後，

將循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 

二、本局將賡續協助此二局儘

速完成法規修訂程序。 

4 

109 

(109/ 

12/23) 

請修改追蹤管

制表格式，依

委員及性平團

體意見，簡要

具體羅列。 

 

民

政

局 

將追蹤管制表「指示事項摘要」

修改為「列管事項」及「上次會

議決議事項」(附件 3)。 

  

5 

109 

(109/ 

12/23) 

建議民眾申請

法律諮詢，律

師填報表單可

增列 LGBT 欄

位，諮詢資料

分類並分析內

容涉及婚育、

 

研

考

會

、

民

政

局

一、研考會 

(一)本會業已於法律諮詢案件

紀錄表上增加 LGBT 欄位

(如附件 4)。 

(二)諮詢資料分類依據民眾詢

問事項分類，包含居留設

籍、婚姻問題、親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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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職場或

霸凌，且諮詢

系統請包含區

公所及勞工局

之律師諮詢服

務，由市府搜

集此等資訊，

俾利未來政府

規劃同志相關

政策。 

、

勞

工

局 

養、家暴或離婚、子女監

護或收養、財產分配或繼

承、就業或工作、卡債或

債務、法律調解訴訟、其

他等項目。 

二、民政局 

本局於 110年 3月 30日以

高 市 民 政 宗 字 第

11030674900號函請本市各

區公所，倘公所有提供法律

諮詢服務，請就其申請表、

記錄表或預約表等表單新

增 LGBT 欄位，並提供統計

表參考格式(附件5)及本市

「認識同志摺頁」供參。 

三、勞工局 

已於 110年 1月 21日針對

勞工服務中心法律服務資

料紀錄表增列 LGBT 欄位

（如附件 6）。 

6 

109 

(109/ 

12/23) 

請觀光局結合

彩虹地景，規

劃同志經濟之

旅遊路線及友

善商家認證。 

 

觀

光

局 

一、本局業辦理「跟著彩虹遊高

雄」，結合彩虹地景推出

「繽紛海港之旅」，行程特

色為文藝時尚的戶外美術

館-苓雅國際壁畫區、新人

必拍濱海婚攝景點-旗津彩

虹教堂與網路熱搜-光榮碼

頭；另外「紫蝶仙境之旅」

為紫蝶幽谷、情人谷、龍

頭山小長程，係每年冬天

百萬紫斑蝶來高雄做客形

成全球唯二的自然景觀，

是東高雄必看的仙境美

景；及「漫步月世界」為阿

公店水庫、一線天、田寮

月世界、崗山之眼，田寮

月世界特殊的惡地地型，

有宛如在月球漫步的既視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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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結合婚攝景點本局亦提

供友善同志商家，包含高

雄餐飲、酒吧、婚攝產

業、理髮、娛樂、書店等

置於本局高雄旅遊網友善

專區-高雄彩虹遊程廣為宣

傳。 

7 

109 

(109/ 

12/23) 

請業務單位召

開會議一個星

期前提供會議

資料，通知

單、提案單及

會報資料電子

檔傳送性平團

體及委員，會

議紀錄於簽核

完畢後一個月

內公開於網站

上。 

 

民

政

局 

一、本次聯繫會報開會通知單

以高雄市政府 110 年 3 月

16 日高市府民宗字第

11030474900 號函發各單

位，並陸續寄予各出席團體

及列席委員；為避免寄送收

件延誤，會議手冊電子檔同

步置於民政局網站「民政大

家族＞書表下載＞民政業

務＞性別主流化＞同志業

務聯繫會報」。 

二、109年 12月 23日召開之同

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記錄

於 110年 1月 15日公佈於

民政局網站「民政大家族＞

書表下載＞民政業務＞性

別主流化＞同志業務聯繫

會報」，日後會議將比照辦

理。 

  

8 

109 

(109/ 

12/23) 

就如何增加新

團體，會後另

再審酌辦理方

式，例如研議

學校社團或青

年學子加入會

報事宜。 

 

民

政

局 

一、本次會報新增邀請一團體

「高雄市同志遊行聯盟協

會籌備會」出席，該團體規

劃申辦 WorldPride2025，

經市府單位評估邀請出席

與各團體及局處研商。 

二、民政局聯繫邀請「國立中山

大學性別友善社」、「高雄醫

學大學巴塞拉性別友善社」

及「高師大彩虹獨角社」(聯

繫時表示已停社)社團成員

參與本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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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9 

(109/ 

12/23) 

明年開第一次

同志會報前，

評估邀請學校

召開工作坊。 

 

民

政

局 

本局業於 110年 4月 12日辦理

「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

作坊」，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

別教育所楊佳羚副教授擔任主

持人(主持人另邀請 7團體共同

參與)；本會報主持人市府張副

秘書長家興及 15局處代表全程

參與(當日工作坊辦理情形如附

件 1)。 

  

10 

109 

(109/ 

12/23) 

請家庭教育中

心針對同性族

群需求，開辦

同志婚育課

程。 

 

家

庭

教

育

中

心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營造友善

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分工，

為加強民眾性別平等觀念宣

導辦理相關課程、活動情形

如下: 

(一)109年已完成「多元型態的

婚姻與家庭」、「從性別平

等教育觀點看多元型態家

庭處境」、「性別歧視不

見，幸福夢想無限」、「你

必須知道的愛情方程序：

談性別主流化中的法律與

性別」等認識多元型態家庭

之講座計 24 場次，及辦理

「性別平等電影欣賞討論

會」、「性別蹺蹺板成長團

體」、「性/別漫談系列講

座」、「我要事業，也要家

庭」電影欣賞討論會、「查

甫人ㄟ心聲」講座、性別意

識成長讀書會等性別平等

教育與成長課程及活動計

33場次。 

(二)110年預計辦理「跟著性別

故事旅行去」電影討論會、

「男言之隱」:男性性別意

識培力課程、「愛情青紅

燈」談親密關係中的浪漫、

困境與轉機、「Lady卡卡-

角色扮演家家酒」桌遊等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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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多元面貌家庭之性別平

等等成長課程計 42 場次，

及認識多元型態婚姻相關

議題講座 12場次。 

二、依前揭計畫本中心係針對一

般民眾辦理多元型態性平教

育， 110年已送審中央核定

在案。為協助本提案針對同

性族群家庭教育之需求，本

中心將額外自籌經費針對渠

等需求規劃辦理家庭(婚姻)

教育講座 1場次。 

三、未來倘需針對同性族群需

求，開辦同志婚育課程，建

請本會主政局處研議並邀請

本府各相關單位共同投入加

強民眾性別觀念宣導行列，

藉由跨網絡資源串聯，俾協

同性族群獲更多元化服務，

共同推廣友善同志環境。 

四、綜上，本中心將賡續辦理相

關課程活動，本案建請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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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討論案一、                 提案單位：民政局 

案由：110年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109年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參與團體建議於本會報中討論「高雄市同志

公民運動」相關事項。 

二、 查民政局辦理「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得運用經費約 37萬元，就辦

理內容及方式，依參與式預算概念，提請各團體及局處討論。 

決  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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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110年 4月 12日「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作坊」辦理情形 

 

圖 1.張家興副秘書長致詞及介紹工作坊主持人楊佳羚副教授。 

 

圖 2主持人引導參與人員腦力激盪，發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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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參與市府同仁踴躍發言。 

 

圖 4. 現場團體與各局處同仁交換意見，並提供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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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0年度高雄市各區公所營造友善性別環境宣導彙整表(1-3月份) 

區公所 日期或期間 宣導方式及內容 地點/場合 對象 人數 

三民區 

110/2/21 

宣導方式：口頭/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台東立麗大

酒店 
里長 70 

110/2/24 

宣導方式：口頭/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區公所 5樓

簡報室 

調解 

委員 
19 

大社區 110/ 2/26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友善性別互動，

營造和諧環境。 

區公所 3樓

會議室 
里長 9 

大樹區 110/3/11 

宣導方式：文宣 

文字內容：同志友善資源宣

導摺頁。 

區公所第二

會議室 

婦參 

委員 
20 

小港區 110/1/26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愛不分性別均能

廝守，娃無論男女皆是福

氣。 

區公所 1 樓

(小港區春節

現場揮毫贈

春聯活動) 

民眾 500 

仁武區 

110/3/12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不同性別取

向，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推

動多元性別認同，共同營造

友善環境。 

仁武區公所

(配合植樹節

栽植領取活

動) 

民眾 約 150 

110/1 月-3

月 

宣導方式：跑馬燈 

文字內容：尊重不同性別取

向，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推

動多元性別認同，共同營造

友善環境。 

仁武區公所 民眾 

不特

定洽

公民

眾 

內門區 110/3/11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大法官釋字第

內門區調解

委員會 

調解 

委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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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 號保障相同性別二人

為成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

民法婚姻章規定，持二人以

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

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甲仙區 110/3/12 

宣導方式：跑馬燈 

文字內容：尊重不同性別取

向，破除性別刻版印象。 

甲仙區公所 

民眾、里

長、鄰

長、調解

委員 

約 300 

那瑪夏

區 
110年 3月 

宣導方式：跑馬燈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那瑪夏區公

所 

民眾、里

長、鄰

長、調解

委員 

約

1,000 

林園區 110/1/26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同性婚姻合法

化。 

北部地區(里

鄰長文康活

動) 

民眾、里

長、鄰長 
約 200 

茄萣區 110/3/14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對於多元性別去

除偏見與歧視，營造多元融

合與相互接納、包容的友善

環境。 

嘉泰里辦公

處 

里長、鄰

長 
約 24 

梓官區 110/2/23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認識多元性別，

尊重彼此差異。 

南投 
里長、鄰

長 
150 

鳥松區 

110/1/8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愛不分性別均能

廝守，娃無論男女皆是福

氣。 

鳥松國小（校

園防災宣導） 

民眾(學

童) 
150 

110/3/11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愛不分性別均能

廝守，娃無論男女皆是福

氣。 

鳥松區公所

3樓禮堂（調

解案件現場） 

民眾、調

解委員 
40 

湖內區 110/1/10 宣導方式：紅布條 慈濟館保生 民眾 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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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館 

110/1/13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湖內區公所 民眾 約 200 

110/1/19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湖內區公所 民眾 約 150 

110/1/26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逸賢里里長

家前廣場 

民眾、里

長 
約 150 

110/1/28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湖內區公所 民眾 約 100 

110/3/3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湖內區公所 
里長、民

眾 
約 30 

新興區 

110/2/22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每個人在自我的

認同、角色的定義略有差

異，認識與理解同志的族

群，可以帶我們跨出步伐，

以無偏見的態度，正確認識

每個獨特的同志，無論他或

她是否正是您的朋友或家

人。 

新江里鄰長

會議 
鄰長 15 

110/3/13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每個人在自我的

認同、角色的定義略有差

異，認識與理解同志的族

群，可以帶我們跨出步伐，

以無偏見的態度，正確認識

每個獨特的同志，無論他或

她是否正是您的朋友或家

人。 

中東里鄰長

會議   
鄰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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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區 

110/2/3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心中有愛、性平

無礙；尊重不同性別取向；

擁抱多元愛。 

鼓山區行政

中心一樓騎

樓 

里長、鄰

長、民眾 
250 

110/3/17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支持平權，不分

異同；同樣是人，愛也相

等。 

鼓山區行政

中心三樓會

議室 

調解委員 20 

旗山區 110/3/4 

宣導方式：口頭/紅布條 

文字內容：讓愛無礙擁抱多

元擁抱愛、尊重性別的多彩

營造友善的未來 

中正社區活

動中心 

里長、鄰

長 
70 

旗津區 

110/1/25至 

110/3/12 

宣導方式：跑馬燈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平

等，友善同志，共同營造友

善性別環境 

高雄市旗津

區公所 

民眾、里

長、鄰

長、調解

委員 

約

3,000 

110/3/4 

110/3/10 

(2場次) 

宣導方式：口頭/紅布條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平

等，友善同志，共同營造友

善性別環境 

花蓮理想大

地渡假飯店 

里長、鄰

長、志工 
433 

橋頭區 110/3/12 

宣導方式：口頭 

文字內容： 

1.性別相關法案。 

2.性別多元平等。 

3.霸凌與性別刻板印象。 

4.認識同志。 

橋頭區調解

委員會辦公

室 

調解委員 9 

燕巢區 

110/1/30 

宣導方式：口頭/紅布條 

文字內容：平權有愛、性別

無礙。  

橫山里(環境

清潔) 

里長、鄰

長 
35 

110/2/7 

宣導方式：口頭/跑馬燈 

文字內容：平權有愛、性別

無礙。 

尖山里(環境

清潔) 

里長、鄰

長 
38 

永安區 110/1/30 

宣導方式：紅布條 

文字內容：讓愛無礙擁抱多

元愛。  

永安區公所

旗廣場 
鄰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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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埕區 110/2/8 

宣導方式：海報 

文字內容：尊重多元性別認

同共同營造友善環境 

本所 11樓大

禮堂於(「110

年期初會議

暨高齡者友

善社區環境

巡檢培力」課

程宣導) 

調解委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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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修正後追蹤管制表格式 

編

號 

年別                

(會議

日期) 

列管事項 
上次會議決

議事項 
權責局處 最新執行情形 

決議 

除

管 

續

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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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研考會－聯合服務中心新移民與多元性別法律諮詢案件記錄表 

 

附件 5：民政局－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區公所法律諮詢 LGBT相關類別統計表(參考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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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勞工局 勞工服務中心法律服務資料記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