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110110110110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 2222 次次次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會議手冊會議手冊會議手冊會議手冊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11110101010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會會會會  議議議議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時   間 議    程 

14:45～15:00 報到 

15:00～15:30 前次業務聯繫會報列管事項 

15:30～15:40 110 年同志公民運動討論 

15:40～15:50 提案討論 

15:50～16:00 臨時動議 

16: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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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議議       程程程程 

時間：110 年 8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3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貳貳貳貳、、、、確認確認確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上次會議紀錄上次會議紀錄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第請參閱第請參閱第請參閱第 3333 頁頁頁頁至第至第至第至第 11110000 頁頁頁頁))))    

參參參參、、、、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謹將高雄市 110 年第 1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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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頁） 

肆肆肆肆、、、、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討論案一、 

案由：有關「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草案）」，提

請討論。(請參閱第 13 頁) 

討論案二、 

案由：有關本市 110 年同志公民運動，提請討論。（請參閱第 14

頁） 

討論案三、 

案由：有關 111 年度同志公民運動辦理內容及時程，提請討論。（請

參閱第 15 頁）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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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前前前前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110110110110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 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0 年 4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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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翼景城 

                出席單位出席單位出席單位出席單位：：：：    

                                                        社團法人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 劉育豪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劉宇霆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王振圍 

              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 曾柏榮 

              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蔡欣妤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蕭維瑄 

              彩虹平權大平台 陳玉珂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陳境琳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藍貝芝 

              高雄市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 梁展輝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胡郁盈、劉子涵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吳偉成、謝佳玟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黃詠瑞 

              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 鄭庭伃 

    列席委員列席委員列席委員列席委員： 

              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林夙慧、王紫菡、黃秀霞、謝佩

珊、孫湄晴 

    列席局處列席局處列席局處列席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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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 林秀勤 

               教育局 李黛華、施麗琴、周珮樺 

               文化局 林瑞婕 

               社會局 傅莉蓁 

               警察局 林于暄 

               觀光局 蔡青育 

               勞工局 鍾佳宏 

               法制局 張淑美 

               人事處 林坤燁 

               都市發展局 張簡玉真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錢學敏、孔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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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海勇 

               民政局 陳毓君、李靜冠、翼景城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貳貳貳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參參參參、、、、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報告案一報告案一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政府部門與多元性別族群「對焦」工作坊成果說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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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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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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持人請當日參與團體於本會報中協助報告當日成果。 

        四、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代為宣讀：（略），工作坊記錄資

料如附件。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同意備查。 

     

    報告案二報告案二報告案二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報告單位：：：：各相關局處各相關局處各相關局處各相關局處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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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編號 1除管，請教育局發函學校說明修正意義，並請學校檢視現有

各項表單是否完成修正；有關幼兒園部分亦請同步檢視。 

       二、編號 2除管，請民政局彙整各團體提供之多元性別相關講師及教育

影音資源，並提供各局處及區公所辦理多元性別相關講習或教育訓

練參考使用。 

       三、編號 3繼續列管，並依法制局建議權責機關改為民政局及經發局。 

       四、編號 4除管。 

       五、編號 5除管，勞工局提供之表單係由勞工自填，請評估依團體意見

將 LGBT 欄位修正為「其他」。 

       六、編號 6繼續列管，請相關單位參考團體意見修正本案，並以「彩虹

地景」為核心向外推展。 

       七、編號 7除管。 

       八、編號 8繼續列管，請民政局研議相關機制並提案於會報中討論。 

       九、編號 9除管，請民政局每年度召開第 1次會報前辦理 1次工作坊。 

       十、編號 10 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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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討論案一討論案一討論案一討論案一：：：：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110 年同志公民運動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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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請民政局會後與團體研商徵詢相關意見。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議案一議案一議案一議案一：：：：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    

      案由：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說明申辦 WorldPride2025 事宜。 

     決議：若後續需協助部分可另為聯繫相關單位。 

   

          議案二議案二議案二議案二：：：：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案由：本市 2至 4歲育兒津貼申請表表單欄位，強調需填幼兒「父、母」、

「雙方」資料等文字，未能顧及本市多元家庭（單親家庭、同志家

庭）真實存在，以致於申請送件時遇上為難。本市未滿 2 歲兒童

育兒津貼申請表亦強調申請人雙方，未能考量單親家庭處境。 

     決議：請教育局會後檢視育兒津貼申請表欄位內容並評估修正。 

   

                議案三議案三議案三議案三：：：：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案由：確認各級學校是否仍辦理教職員同志輔導與諮商、認識同志伴侶

與家庭、多元性別認同、性傾向、性別特質等教育實施情形。 

     決議：請教育局於下次會報提供相關資料，列入追蹤管制案件。 

   

                議案四議案四議案四議案四：：：：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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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建議教育局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

訓增加認識同志課程。 

     決議：請教育局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相關建議。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555 時時時時 10101010 分分分分))))。。。。    

    

與會團體及委員發言重點摘錄與會團體及委員發言重點摘錄與會團體及委員發言重點摘錄與會團體及委員發言重點摘錄：：：：    

   林夙慧委員林夙慧委員林夙慧委員林夙慧委員：：：：    

              為增加律師性別平權概念，律師公會今年開始已有規劃一系列

性別與法律課程。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1、目前入學時填寫的表單(如資料表、活動報名表等)仍有部分

尚未修改，建議教育局通函各級學校配合修改，或請廠商於

相關系統上直接修改相關欄位。 

              2、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好性會）有建置性別友善機構的指

標，相關指標或評估可供參考；陽光酷兒中心長期收集高雄

同志友善商家及地圖，可請其協助提供相關資料；Google Map

上現可加註是否為性別友善空間。 

              3、建議同志公民運動可透過講習或課程方式加強鄰里長對於同

志及同志家庭認知及宣導；另可印製同志家庭等文宣給里鄰

長、民眾及學校使用。 

   台台台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1、建議各局處於工作坊發想的議題，如未來有相關成果可在會

報中報告或執行上有問題可於會報中討論。 

              2、建議區公所辦理里鄰長及調解委員多元性別教育訓練時，可

請講師講授，目前已有多個團體可提供無酬勞演講，可以參

考使用。 

   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    

              1、建議每年度於召開第 1次同志會辦前辦理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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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列管事項 6，建議民政局同志專區可以連結觀光局高雄旅遊

網本行程；另觀光局摺頁可以適時更新。 

   王紫菡委員王紫菡委員王紫菡委員王紫菡委員：：：： 

              建議民政局彙整各團體提供之多元性別相關講師及影音教育資

源，並提供各局處及區公所辦理多元性別講習或教育訓練時參

考使用。 

   謝佩珊委員謝佩珊委員謝佩珊委員謝佩珊委員：：：：    

              台北市曾辦理彩虹巴士，巡禮台北市的性別友善景點，於車上

配有導覽員供參加人員提問，觀光局可參考辦理。 

   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高雄同志遊行聯盟協會籌備會：：：：    

              1、彩虹地景設立在鹽埕區，建議觀光局可以彙整旗鼓鹽同志相

關景點、文化資源，統整為一觀光路線。 

              2、建議增加基層里鄰長多元性別認知宣導。 

   彩虹平權大平台彩虹平權大平台彩虹平權大平台彩虹平權大平台：：：：    

              1、列管事項 6，設定的觀光景點與同志關聯性低，建議增加駁

二景點，或增加說明景點與同志關聯性。 

              2、建議未來規劃相關行程或景點時可與性平團體討論蒐集意

見。 

              3、建議觀光局增加同志或性別友善商家認證流程，由店家向觀

光局申請，團體亦可提供相關培訓課程及協助。 

              4、先前行政院有要求各單位檢視表單內容是否配合修正，建議

可再次檢視；另新竹市有重新檢視並修改社福法規內容，有

父母、夫妻等字句者一併修改，可供參考。 

              5、建議會報加入各局處同志相關內容培訓課程（如教師、同仁

及一般民眾等）辦理情形。 

            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建議新增本會報新增團體機制。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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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中人員 (如里長、照服員)在執行相關業務溝通中扮演重要

角色，建議可增加該等人員性別友善意識之宣導。 

      社團法人愛之希望協會社團法人愛之希望協會社團法人愛之希望協會社團法人愛之希望協會：：：：    

              社區中服務業性別友善意識仍有待提升，建議勞工局可在勞工

職前訓練中融入多元性別相關課程。 

            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    

              有關列管事項 5勞工局修改後的表單 LGBT 欄位為必填，建議修

正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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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一一一一：：：：謹將高雄市謹將高雄市謹將高雄市謹將高雄市 110110110110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 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指示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指示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指示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會議主席指示

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鑑報請公鑑報請公鑑報請公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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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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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完成

修法繼續

列管，並

依法制局

建議，權

責機關改

為民政局

及 經 發

局。 

民

政

局

、

經

發

局 

一一一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高雄市軍人忠靈祠管理辦法」修

正案業於 110 年 7 月 27 日經市府

第 53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將簽

陳辦理刊登市府公報發布作業。    

二二二二、、、、經發局經發局經發局經發局：：：：    

修正草案業經本局局務會議通過

修正，並經本府簽准同意免召開協

商確認會議，已完成性別影響評

估，刻正辦理簽陳作業，後續將提

交法規會審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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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觀光局

會後參考

團體意見

修 正 本

案，並以

彩虹地景

為核心向

外推展規

劃。 

觀

光

局

、

民

政

局

、

文

化

局 

一一一一、、、、觀光局觀光局觀光局觀光局：：：：    

本局持續於高雄旅遊網宣傳「高雄

彩虹遊程」，除原有結合彩虹地景

推出之「繽紛海港之旅」、「紫蝶仙

境之旅」及「漫步月世界」，目前

正積極研擬結合亞灣區及團體建

議的鹽埕區彩虹景點，即將於近日

內推出「多元亞灣之旅」，既合乎

多元友善之意涵，亦能強化推廣亞

灣區之重點行銷方案，而且還能搭

配輕軌周遊 2 日好玩卡，充分傳達

高雄便利友善且新潮多元的概念。 

二二二二、、、、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文化局：：：：    

配合觀光局推展規劃活動辦理。 

三三三三、、、、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    

已將觀光局規劃之「高雄彩虹遊

程」置於本局網站「同志專區」，

未來將持續依觀光局提供之行

程，配合置於「同志專區」以進行

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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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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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續 列

管，請民

政局研議

相關機制

並提案於

會報中討

論。 

民

政

局 

擬訂「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

整機制(草案)」，並提案於本次會報討

論(詳如討論案 1)。 

  

4 
110-1 

(110/4/28) 

請民政局彙

整各團體提

供之多元性

別相關講師

及影音教育

資源，並提供

各局處及區

公所辦理多

元性別相關

講習或教育

訓練參考使

用。 

 

民

政

局 

一、業於 110 年 5 月 21 日函請各團體

提供「多元性別講師(影音)資

源」，經彙整後另於 110 年 7 月 19

日以高市民政宗字第 11031509100

號函，提供市府各單位於辦理相

關課程或講習時參考使用。 

二、委託「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製作本市【認識同志家庭】摺頁一

案，設計草案及文案內容請各單

位提供建議。（附件 1，請參閱第

請參閱第 17 頁至第 20 頁）。有關

【認識同志家庭】摺頁一案；除會

議現場建議，倘與會團體/單位尚

有建議事項，得於 110 年 9 月 10

日前，將建議內容寄至本局承辦

人信箱(caesar09@kcg.gov.tw)，

本局將彙整各團體/單位建議供執

行單位參考修正。 

  

5 
110-1 

(110/4/28) 

請社會局再

次發文各局

處檢視各類

申請表格是

否配合釋字

748號施行法

進行修正。 

 

社

會

局 

一、本局已於 110 年 5 月 28 日高市府

社婦保字第11034684900號函併同

提供行政院調整參考指引予本市

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務必檢視

提供予民眾使用之表單、資訊系

統及對外網頁內容合適性，以符

合同婚專法規範及實務所需。 

二、本案建請除管。 

  

6 
110-1 

(110/4/28) 

請教育局提

報各級學校

辦理教職員

同志教育、多

元性別研習

等活動相關

統計資料。 

 

教

育

局 

本市各級學校110年 1-6月份針對教職

員辦理「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

研習，共計 65 場次，共計 2,332 人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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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民政局 編號 1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草案草案草案草案))))」，」，」，」，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於本市 110 年 4 月 28 日召開 110 年度第 1 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主席裁

示請民政局就本會報如何加入新團體研議相關機制，並提案於會議中討

論。 

權管權管權管權管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民政局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擬辦擬辦擬辦擬辦    

一、 於本市110年 4月 28日召開 110年度第 1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主席裁示請民政局就本會報如何加入新團體研議相關機制，並

提案於會議中討論。 

二、 本會報目前出席成員：13 個民間團體、4 所大專院校、3 個大

學附屬社團及本市人權、婦女權益促進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3 委員會共 38 人)。 

三、 本會議每次出席人數約（含列席委員不含局處）約 20 至 30 人，

參考其他委員會外聘委員人數（人權委員會 8 人、婦女權益促

進會 17 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6 人及新住民事務委員會 13

人），本會報參與成員人數已達相當數量；本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成員以具「同志」、「高雄」及「年輕」三元素作為邀請出席對

象，為確立參與團體之代表性並有效召開會議，訂定各「人民

團體」、「大專院校」及「大學社團」之數量上限及邀請原則，

另明訂出席成員不予邀請之情形。（如附件 2，請參閱第 21 頁

至第 24 頁)。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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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民政局 編號 2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    有關本市有關本市有關本市有關本市 110110110110 年同志公民運動年同志公民運動年同志公民運動年同志公民運動，，，，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有關本市同志公民運動經於前次會議提請團體提供建議，本局目前接獲

1活動提案（如附件 3，請參閱第請參閱第 25 頁至第 28 頁），請各與會

團體提供建議。 

權管權管權管權管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民政局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擬辦擬辦擬辦擬辦    

視計畫需求經費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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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社團法人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社團法人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人權

促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社團

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

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編號 3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    有關 111 年度同志公民運動辦理內容及時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根據 109、110 年度「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的執行內容、公布

招標及辦理執行時間，提案民間團體認為活動立意良好但相關

時程較為倉促，建議討論未來調整「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的

辦理時程。 

二、 建請民政局於今年度第三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時，提出 111 年

「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之預定活動辦理辦法、內容和時程，

與各團體及相關局處討論。 

權管權管權管權管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民政局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擬辦擬辦擬辦擬辦    

於每年度第三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討論次年度「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

辦理事宜。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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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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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製作本市【認識同志家庭】摺頁(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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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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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路頭路頭路頭路・・・・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thâuthâuthâuthâu----llllōoooo    ssssììììngngngng----piapiapiapia̍tttt」」」」    

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 2021202120212021 年同志公民運動年同志公民運動年同志公民運動年同志公民運動    

1. 緣起： 

本年度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將主題聚焦於提高多元性別者的能見度，企

劃名稱訂為「頭路・性別」，在於所謂「食頭路」（tsi tsia̍h-thâu-l o），

也就是工作、上班－－指涉的是每位朋友在辛勤工作中，無論是性別氣質、多

元性別或性別環境友善氛圍等，都在其中產生影響。另外，「頭路」也取其「投

入」之諧音，期盼市民朋友藉由參與本活動的機會，與我們一同投入對性別議

題的關心。 

我們希冀透過世界咖啡館、專題演講、電影欣賞，以及桌遊、說故事等親

民形式，讓高雄市民更加了解多元性別之實質內涵。本次活動的「世界咖啡館」

論壇以期市民了解各行各業中多元性別者的諸多面向；專題演講藉由深具影響

力的學者專家引導市民浸淫性別與生物演化的科普知識；電影欣賞以勞工與性

別議題交織的佳片，加上與談人現身說法，促發市民思考並同理。此外，活動

也將透過桌遊帶領以及繪本說故事的形式，讓市民能輕鬆而深入地理解多元性

別者的生活日常。 

 

2. 活動對象：高雄市全體市民 

 

附件 3：本市同志公民運動活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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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期效益： 

認識多元性別認識多元性別認識多元性別認識多元性別：藉由各項活動讓一般民眾認識性別並非只有男女二分，而

是涵蓋各式各樣性別表現與性傾向，並且理解各行各業當中皆有多元性別者之

存在。 

建立正確觀建立正確觀建立正確觀建立正確觀念念念念：引導民眾建立正確觀念，瞭解多元性別並非生理/心理疾

病，以期能友善接納、尊重他人。 

落實性平生活落實性平生活落實性平生活落實性平生活：性平教育並非只是單指兩性相處，更多的是透過了解他人

與自身的不同，並且懂得尊重他人，進而使得整座城市在性別氛圍上更形祥和

友善。 

 

4. 活動內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預期人預期人預期人預期人

數數數數    

  世界咖啡世界咖啡世界咖啡世界咖啡

館館館館————————各行各各行各各行各各行各

業的多元性別業的多元性別業的多元性別業的多元性別    

以世界咖啡館的活動方

式，鬆動演講者與聆聽

者的角色劃分，暢聊

LGBTQ+、AIDSer、扮裝

者於各行各業的工作處

境，並吸納參與者的多

高雄文學館

1樓-山茁

咖啡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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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意見，嘗試凝聚共

識，並對未來的實踐產

生影響。 

  扮家家遊扮家家遊扮家家遊扮家家遊    以桌遊的形式，帶領活

動參與者進行換位的遊

戲與思考。以房屋卡、

角色卡、生活卡的多樣

組合，打破對家庭的刻

板印象，增加對「性別」

與「家庭」的豐富想像，

看見差異，進而可以悅

納自己。 

高性會辦公

室 

60 人/

共兩場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邀請國立中山大學生物

科學系顏聖紘副教授進

行「性別 v.s.v 生物」

專題演講，聚焦討論「演

化生物學理論能否支持

性別平等」議題。 

高雄市立圖

書館總館際

會廳  

250 人 

  繪本故事巡迴繪本故事巡迴繪本故事巡迴繪本故事巡迴    遠赴那瑪夏、六龜、茄 那瑪夏、六 1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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萣、林園、彌陀，共五

處偏遠地區進行性別繪

本巡迴。由志工講師以

親子同樂形式，讓受眾

更加了解何謂多元性

別。 

龜、茄萣、

林園、彌陀

區市立圖書

館 

共五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