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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程  序 

時   間 議    程 

13:45~14:00 報到 

14:00~14:30 前次業務聯繫會報列管事項討論 

14:30~15:00 110年同志公民運動成果分享 

15:00~15:20 提案討論 

15:20~15:30 臨時動議 

15: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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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間：110年 12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三樓第一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第 4頁至第 9頁)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謹將高雄市 110年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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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頁） 

報告案二、 

案由：謹將 110 年 4 月 12 日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作坊各局處相關

可執行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鑑。（請參閱第 12頁） 

報告案三、 

案由：110年同志公民運動成果分享。（請參閱第 17頁） 

肆、討論提案： 

討論案一、 

案由：建請經發局盤點並串連性別友善店家，並提供性別友善服務

訓練及性別友善認證。（請參閱第 19頁） 

討論案二、 

案由：有關辦理 111年同志公民運動及多元性別單身聯誼活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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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請參閱第 19頁）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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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次會議紀錄 

高雄市 110年第 2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8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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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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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任儀 

社團法人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 王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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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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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李雨晏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李詠晴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郭洪國雄、陳詠琪 

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 鄭庭伃、劉馨慧 

高雄醫學大學巴塞拉性別友善社 蔡宇捷 

列席委員： 

高雄市人權委員會 王政彥 

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林夙慧、王紫菡、謝佩珊、孫湄晴、梁淑芬 

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王介言、杜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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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局處： 

衛生局 林秀勤 

教育局 李黛華、施麗琴、傅思維 

文化局 李亦梅 

社會局 傅莉蓁 

警察局 林于暄 

觀光局 曾采薇 

勞工局 鍾佳宏 

法制局 張淑美 

人事處 邱琇雪 

都市發展局 張簡玉真 

經濟發展局 黃敏維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孔來香 

客家事務委員會 張瑞芳 

運動發展局 應海勇 

民政局 陳淑芳、陳毓君、李靜冠、翼景城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團體及委員提供之建議請盡量詳實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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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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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編號 1，民政局權管法案業於 110 年 8 月 24 日發佈，並刊登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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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解除列管；經發局已提報法規會，惟尚未完成發佈，繼續

列管。 

二、編號 2 繼續列管，請觀光局持續以駁二彩虹地景為核心向外推展

規劃相關遊程。 

三、編號 3 繼續列管，請參酌團體建議修正，並於下次會議再次檢

視。 

四、編號 4 除管，多元性別講師(影音)資源請每年度進行更新；有關

同志家庭摺頁請民政局彙整團體意見提供執行單位，整體內容及

排版再構思，盡量將在地資源納入，讓民眾可依指引找到相關資

源。 

五、編號 5 除管，請社會局持續追蹤；另與會團體日後倘有發現相關

表單未配合修正可向 1999 或相關局處反映處理；倘未來有嚴重疏

漏再評估進行全面檢視。 

六、編號 6 繼續列管，請教育局未來針對學校辦理教職員同志教育相

關研習之統計資料，一併提供相關內容，例如講師及講題。 

 

肆、提案討論 ： 

提案

單位 
民政局 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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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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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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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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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 有關以具「同志」、「高雄」及「年輕」三元素作為邀請出席對

象，語句請予以修正。 

二、 人民團體邀請原則「於本市社會局立案 2年以上……」，修正為

不限本市。 

三、 本機制規範訂定後，倘日後執行仍有問題得隨時提案修正。 

四、 請依團體建議修正，並於下次會議再次檢視。 

 

提案

單位 
民政局 編號 2 

案由 有關本市 110年同志公民運動，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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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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與會團體提供建議。 

權管

單位 
民政局 

辦理

情形/

擬辦 

視計畫需求經費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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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111年度同志公民運動辦理內容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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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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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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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 

議案一：             提案單位：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 

案由：有關協會設計「證件稱謂貼紙」希望於本市健康中心及醫院廣發，

並訂於 9月初辦理記者會，期衛生局給予協助。 

說明：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設計證件稱謂貼紙，可讓民眾依照自身喜好，

將貼紙貼在健保卡等證件上，以降低叫錯稱謂困擾，不僅可以減少彼

此困窘，也有助於提升醫病關係。 

決議：請衛生局協助辦理，並請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幕僚單位民政局協助溝

通。 

 

議案二：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案由：有關各局處於 110年 4月 12日辦理之「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作坊」

中，於主持人帶領下表達可執行之事項，期待可瞭解各局處執行或

規劃情形。 

決議：列入下次會議議程。 

陸、散會(下午 4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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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謹將高雄市 110 年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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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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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權

管法案業

於110年8

月 24日發

佈，並刊

登市府公

報，解除

列管；經

發局已提

報 法 規

會，惟尚

未完成發

佈，繼續

列管。 

經

發

局 

有關本府經發局列管「高雄市攤販臨時

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

例)第18條規定涉及《司法院釋字第748

號解釋施行法》有關夫妻一詞修正案，

經諮詢本府法制局，本自治條例修正尚

涉其他條文修正，影響層面甚廣，需多

方考量，爰待研議後，再提送法規會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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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局： 

本局持續於高雄旅遊網宣傳露出「高雄

彩虹遊程」，目前計有「繽紛海港之

旅」、「紫蝶仙境之旅」、「漫步月世界」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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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底，四大遊程累

積達上萬次以上點擊數。 

民政局： 

配合觀光局推展規劃活動辦理。 

文化局： 

配合觀光局推展規劃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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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續 列

管，請民

政局研議

相關機制

並提案於

民

政

局 

依團體及委員建議修正如附件(附件

1，第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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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或青年學

子加入會報

事宜。 

會報中討

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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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繼續

列管，請

教育局未

來針對學

校辦理教

職員同志

教育相關

研習之統

計資料，

一併提供

相 關 內

容，例如

講師及講

題。 

教

育

局 

本局所屬各級學校 110年 7月至 9月針

對校內教職員工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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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習共 17 場次，共

計 1,405人參加，男性 455人，女性 950

人。研習主題、內容及講師等資料(如

附件 2，第 27頁)。 

  

 



   12 

 

報告案二：謹將 110年 4月 12日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作坊各局處相關

可執行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鑑。 

編號 局處 與自己業務相關的同志議題 執行情形 

1 
研考會 

法制局 

1. 1999 專線出現同志相關法律諮

詢（親屬、繼承、財產等）可

統計出有哪些常見的同志諮詢

主題。 

2. 建議律師公會加強同志議題研

習。 

研考會: 

110年 1月至 10月底截止，1999專線無

進線同志相關法律諮詢案件，將持續於專

線話務人員在職訓練課程納入性別平等

及同志教育內容，以增進服務品質。 

法制局: 

「建議律師公會加強同志議題研習」經

查，高雄律師公會為增加律師性別平權概

念，業已規劃一系列性別與法律課程，積

極進行性別與法律專題系列研習活動，活

動訊息並公告刊登於高雄律師公會網站。 

2 文化局 
電影館播映同志相關影片及與民

間團體合作酷兒影展 

2021 高雄電影節採實體放映與線上觀影

播放，同志相關影片如下: 

1. 《酷愛自修室》:線上觀影計 190 人

次。 

2. 《驕傲粉天鵝》:線上觀影計 51人次。 

3. K series：《kiss》線上觀影計 1142

人次及實體放映觀影計 268位。 

4. 《聖慾》實體放映觀影計 162位 。 

3 衛生局 

1. 愛滋及藥愛文化。 

2. 性別友善醫療，建議醫療院所

舉辦同志/多元性別之友善醫

療研習。 

愛滋及藥愛文化 

本市民生醫院所屬 HERO 中心定期辦理藥

愛復元團體，1-11 月共計辦理 23 場次

(241人次)參加。 

性別友善醫療 

1. 因應疫情管制措施，本局鼓勵各醫療

機構疫情期間，建議以線上課程辦理

相關研習課程，並提供各醫療機構多

元性別講師及影音資源相關資料供各

院所參考使用。 

2. 自 110年 2月至 11月，本市醫療院所

共計辦理 44 場同志/多元性別相關議

題，11,148 人參與，其中邀請高師大

游美惠教授、高雄科技大學陳秋莉老

師授課，辦理方式包含線上講座、實

體講座及影片(如丹麥女孩)賞析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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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等多元方式。 

4 教育局 同志教育 

本局 110 年度針對各級學校教職員工及

志工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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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研習共 6場次，共計 376人參加，男

性 71 人，女性 305 人。研習主題、內容

及講師等資料(如附件 3，第 30頁)。 

5 民政局 

1. 戶政事務所（同性伴侶註記 688

對、同性婚姻登記 757 對）：

拍照及登記禮物納入彩虹意

象、降低一男一女的連結。 

2. 同志業務聯繫會報。 

3. 同婚釋憲後針對局處及戶政機

關進行三場同志教育。 

1. 截至 110年 12月 8日同性伴侶註記 688

對、同性婚姻登記 846對。 

2. 依據 110年 1月 18日修訂之「高雄市

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今年

度已召開 3次會報(4月 28日、8月 27

日及 12月 23日)。 

3. 為提升本市民政體系(區公所、戶政事

務所、兵役處及殯葬管理處等)第一線

人員對同志及多元性別之認知，本局於

110 年 9 月 27、28 日與本市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共同舉辦 2梯次「婚姻平權、

尊重多元」研習班，由高師大性別研究

所楊佳羚副教授、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

權益促進會王紫菡秘書長及同志家庭

家長王振圍老師擔任講師，與第一線人

員講述多元性別及分享同志家庭之處

境，共約 70人參與課程。 

6 社會局 

子女收養、身障同志照顧、青少

年性別認同、家暴或親密關係暴

力 

1. 在子女收出養服務方面，因應婚姻平

權議題，自 106 年起均於收出養業務

專業人員在職訓練、外聘團體督導等

納入多元家庭與性別概念、同志單身

或伴侶收養子女等議題，以增進性別

平等意識與服務知能，使服務更貼近

需求。 

2. 青少年培力部分，110年透過本市兒少

權益促進會提案「不得以特定性別為區

分學子服儀顏色之唯一標準」，以減少

因校服用顏色區分性別而造成性別標

籤化，並辦理 1 場兒少代表與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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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參與人數 21 人，提供兒少代

表與教育局對話之管道，協助教育局

檢視本市所屬學校服儀相關之規定；

另透過公民參與體驗營課程中，運用

玫瑰少年葉永鋕案例引導青少年了解

多元性別氣質的差異與消除歧視。 

3. 同志族群家暴或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服

務規劃部分： 

(1) 110年以「同志親密暴力個案處遇

與實務技巧討論」為主題辦理 2場

次社工在職訓練。 

(2) 另透過臉書發布貼文，宣導多元

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案件防治的重

要性，推廣多元性別相關活動，

促進社會大眾對多元性別議題之

理解與尊重，提升本中心防暴人

權立場與能見度。 

(3) 111年度配合衛福部社家署強化社

安網第二期計畫人力挹注後，將

配置專責人員處理本市全區同志

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並加強與在

地同志團體之交流與合作處遇案

件。 

4. 此外，本局將透過定期會議機制，邀

請身心障礙團體與專家學者關注身障

同志照顧議題，聚焦服務需求並研議

服務方案發展方向。 

7 勞工局 

1. 性工法：性別歧視、職場性騷

擾、性別平等措施（著重因性

傾向、性別特質及性別認同而

來的歧視或相應的支持措施）。 

2. 事業單位：宣導會（納入多元

性別/同志）。 

1. 性別工作平等法明定雇主不得對求職

人及受僱者有以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

有差別對待遇之情事。 

2. 為加強本市事業單位認識多元性別

（LGBTIQ），已於今（110）年研習會

及宣導講座融入性別光譜等教材，透

過講師宣講，讓事業單位能更認識多

元性別，避免雇主對多元性別產生先

入為主的歧視，造成多元性別者之身

心受創，而應注重職缺所需的本職學

能及相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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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事處 
公務員多元性別及同志相關之訓

練 

本處暨所屬人事機構結合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學習列車辦理多元性別及同志相關

訓練，110年截至 11月 30日止共 7場次，

課程時數合計 18 小時，完訓人數 1,128

人，並採多元形式辦理課程，如講座、電

影賞析、讀書會及座談會等(如附件 4，

第 32頁)。 

9 都發局 同志伴侶的住宅補貼 

110 年度住宅補貼業務(含租金補貼、自

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款利

息補貼)。租金補貼申請戶同性結婚統計

戶數為 24戶(男性 8戶，女性 16戶)。自

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戶同性結婚統

計戶數為 4戶(男性 2戶，女性 2戶)。 

10 經發局 

商業登記（如攤販資格「夫妻」

只能一人申請）檢視原來排除同

志伴侶的相關字眼 

辦理情形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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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內容。 

11 運發局 運動場所性別友善（如更衣空間） 

1. 考量不同使用者需求，本局場館公廁

(中正運動場會議室及中正壘球場公

廁)目前均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提供與

會人員、球友及民眾使用，使多元性

別的朋友能安心如廁的友善環境。 

2. 未來場館公廁有修繕或新建之需求，

將依場館設施、格局等賡續設置「性別

友善廁所」，落實性別平等觀點。 

12 圖書館 
同志相關書籍、繪本、跨性別書

展 

同志議題圖書購罝範圍涵蓋 LGBT、同性

戀、雙性戀、同志及跨性別等圖書。 

今(110 年)年度購入約 95 冊，採購金額

34,119元。 

13 觀光局 彩虹經濟，觀光產業 

本局持續於高雄旅遊網宣傳露出「高雄彩

虹遊程」，目前計有「繽紛海港之旅」、「紫

蝶仙境之旅」、「漫步月世界」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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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底，四大遊程累積達上萬次以上點擊

數。 

14 警察局 警察內部的同志相關教育訓練 

1.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竣未辦

理相關教育訓練，惟於 110年 11月 11

日本局性別平等執行小組會議(15人參



   16 

 

加)，播放民政局所錄製多元性別人權

線上影片(你剛剛其實傷到我了：一句

話冒犯 LGBTQIA)，增進對多元性別之

認識。 

2. 已規劃 111 年於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辦理 2 場次研習課程，班期

規劃如下： 

(1) 核心課程：男女之外還有「第三

性」？認識「多元性別」。 

(2) 課程名稱：多元性別-愛與包容。 

(3) 每場次人數 100人，共計 200人。 

15 原民會 增進不同世代對原民同志的理解 

1. 請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於轄區辦理

同志講座。 

2. 於本市 27 處文化健康站淺談同志議

題。 

說明： 

1、 「110年度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工作坊」於 110年 4月 12日辦理，由主持

人「楊佳羚」老師製作會議記錄(如附件)，並於第 1次會報中報告相關紀錄。 

2、 依據 110年 8月 27日召開之第 2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主席裁示各局處執行

情形列入第 3次會報議程(臨時動議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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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110年同志公民運動成果分享。 

說明：（內容參閱附件 5，第 33頁） 

一、 高雄市認識同志家庭摺頁： 

(一)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下稱：同家會）設計製

作，經於第 2 次會報中討論，民政局將團體及委員建議提供同家會

參考修正，於 10月 27日定稿。 

(二)本摺頁電子檔民政局於 11月 5日以第四類發行函文本市各單位參考

使用，並印製 8,000 份紙本摺頁分送社會局、區公所及本局所屬戶

政事務所、殯葬管理處及兵役處等單位使用。(分配表第 35頁)。 

二、 110年高雄市同志公民運動： 

由「社團法人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及「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

會」提案活動內容並擔任承辦單位，以「頭路˙性別」為主題，規畫

4大類系列活動，並於 11月 20日至 12月 19日間舉行，活動內容摘

述如下： 

(一)專題演講：由中山大學陳美華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並與跨性別者對

談，帶領市民認識在學術與實務上的多元性別議題。 

(二)世界咖啡館：藉由面對面對談方式帶領民認識各行各業的多元性

別。 

(三)扮家家遊桌遊：由專業人員帶領桌遊活動，打破對家庭的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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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四)繪本故事巡迴：由專業講師進行性別繪本巡迴演說，並深入偏鄉六

龜帶領孩童一同認識性別。 

(五)為讓更多市民參與活動，民政局於雄愛民粉絲專頁貼文宣傳、張貼

活動海報、申請市府新聞局 LINE發布及發送全市府員工電子信箱，

並以第四類公文發行請市府各單位協助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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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提案

單位 
觀光局 編號 1 

案由 
建請經發局盤點並串連性別友善店家，並提供性別友善服務訓練及性別

友善認證。 

說明 

案係黃捷議員於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五次定期大會有關提案，彩虹平權

大平台曾吸引金色三麥餐酒館、C.H WEDDING婚紗，及 Google、微軟、

Airbnb、聯合利華與花旗銀行等外商企業，及王道銀行、雲沛創新集團、

貝殼放大與肯夢國際等本土企業公司，共同打造性別友善正面形象，所

以為展現對所有消費者需求的尊重，吸引國內外旅客消費到該平台連署

企業消費，有關本市商家輔導認證及商圈行銷，係為經濟發展局職掌，

就性別友善服務訓練及性別友善認證事宜，請經濟發展局協助盤點串連

性別友善店家，並研擬相關輔導認證事宜及辦法。 

權管

單位 
經濟發展局 

辦理

情形/

擬辦 

一、本局辦理公司商業登記，依經濟部函釋營業場所管理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主責，爰性別友善店家輔導認證仍請依黃捷議員提

案，由觀光局主責辦理。 

二、是否為性別友善店家屬店家自主營運行為，本局予以尊重，將加

強宣導。 

決議  

 

提案

單位 
民政局 編號 2 

案由 有關辦理 111年同志公民運動及多元性別單身聯誼活動，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市 111 年度同志公民擬比照 110 年執行方式，開放各團體提案

(1月至 4月初)，本局將彙整提報於 111年第 1次本會報中(暫定

4月下旬)討論並決議辦理內容，5至 12月為執行期間。 

二、另查，黃捷議員於高雄市議會第三屆第五次定期大會提案，建議

本局辦單身聯誼活動時納入多元性別；惟查內政部民政司為改變

國人晚婚、不婚之觀念，針對我國少子化對策「提升婚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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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賡續並擴大辦理單身聯誼活動，雖本局建立「雄速配」平台

等活動，惟此係為鼓勵並營造適齡婚育，爰此單身聯誼政策之活

動對象並未含括同性或多元性別者。 

三、承上，本局現有之單身聯誼活動加入多元性別元素與原訂計畫目

的較為不符，擬另為多元性別單身者舉辦聯誼活動。 

權管

單位 
民政局 

辦理

情形/

擬辦 

一、111年同志公民運動擬以「多元性別之戀」為主題，請各團體提案。 

二、另邀請團體與本局共同試辦「多元性別聯誼活動」，就本案辦理可

行性、活動內容及承辦團體等事項，提請討論。 

三、活動執行經費將由本局同志公民運動預算經費支應，惟需符合採

購相關法規，例如總金額超過 10萬元以上依規定辦理招標等。 

決議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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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對照表 

原案 本次修正 修正說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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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各類型成

員邀請原則如下: 

二、為確立參與團體之代

表性並有效召開會議，訂

定各類型成員邀請原則如

下: 

 

依團體及委員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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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席對象語句。 

【人民團體】 

新加入之人民團體原則需

具備下列條件，並經簽核

同意後邀請： 

1.於本市社會局立案 2

年以上，且章程之宗

旨及任務係有關友善

性別，並會務運作正

常者。 

2.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

書面推薦或團體以書

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

料者。 

新加入之人民團體原則需

具備下列條件，並經簽核

同意後邀請： 

1.登記立案 2 年以上，

且章程之宗旨及任務

係有關友善性別，並

會務運作正常者。 

2.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

書面推薦或團體以書

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

料者。 

依團體及委員建議，修正

於字句，不限於本市立案

之團體。 

【大專院校】 

依下列條件評估並簽核同

意後邀請： 

1.本市大專院校性別相

關系所。 

2.本市大專院校內設有

性別相關課程或一定

比例或人數之專任師

資具性別專長之系

所。 

依下列條件評估並簽核同

意後邀請： 

1.本市大專院校性別相

關系所。 

2.本市大專院校內設有

性別相關課程或一定

比例或人數之專任師

資具性別專長之系

所。 

3.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

書面推薦或團體以書

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

料者。 

依團體及委員建議加入

「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書

面推薦或團體以書面自薦

並檢具相關資料者」，惟

仍以與本會報議題相關之

大專院校系所為原則。 

【大學社團】 依下列條件評估並簽核同 依團體及委員建議加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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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條件評估並簽核同

意後邀請： 

本市大專院校內正常

運作 2 年以上且積極

辦理友善性別或同志

相關活動之社團。 

意後邀請： 

1.本市大專院校內正常

運作 2 年以上且積極

辦理友善性別或同志

相關活動之社團。 

2.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

書面推薦或團體以書

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

料者。 

「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書

面推薦或團體以書面自薦

並檢具相關資料者」，惟

仍以與本會報議題相關之

大學社團為原則。 

參與民間團體數目前各類

別訂有上限，人民團體

16、大專院校 5、大學社

團 5，總計 26。 

取消各類別上限，訂為總

數為 26。 

為有效召開會議，仍建議

訂定參與民間團體上限；

民間團體及出席委員數預

估逾 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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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同志業務聯繫會報成員調整機制 

(草案) 
 

110年○月○日 110年度第○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訂定 

一、目前出席成員：13個人民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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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

號 

團體/學校名稱 類型 備註 

1 社團法人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 人民團體  

2 高雄市全人教育家長協會 人民團體  

3 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 人民團體  

4 社團法人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人民團體  

5 社團法人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人民團體  

6 彩虹平權大平台 人民團體  

7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人民團體  

8 社團法人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人民團體  

9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人民團體  

10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人民團體  

11 社團法人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 人民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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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愛教會 人民團體  

13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

室 

人民團體 

 

1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大專院校  

15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大專院校  

16 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大專院校  

17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大專院校 
110年第 2次會報

首次邀請。 

18 中山大學性別友善社 大學社團 
110 年 4 月 28 日

首次參加。 

19 高醫巴塞拉性別友善社 大學社團 
110年第 2次會報

出席。 

20 樹德科大拉酷子 大學社團 

110 年第 1、2 次

會報 FB 邀請無回

應。 

-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人民團體 

經確認由南部辦

公室人員出席本

會報。 

- 高師大彩虹獨角社 大學社團 

FB 邀請表示已廢

社，110年 5月 27

日新任社長通知

將重新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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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確立參與團體之代表性並有效召開會議，訂定各類型成員邀請原

則如下: 

類別 目前邀請

數 

上限 邀請原則 

人民團體 13 - 新加入之人民團體原則需具備下列條件，並

經簽核同意後邀請： 

1. 立案 2年以上，且章程之宗旨及任務

係有關友善性別，並會務運作正常

者。 

2. 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書面推薦或團

體以書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料者。 

大專院校 4 - 依下列條件評估並簽核同意後邀請： 

1. 本市大專院校性別相關系所。 

2. 本市大專院校內設有性別相關課程

或一定比例或人數之專任師資具性

別專長之系所。 

3. 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書面推薦或團

體以書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料者。 

大學社團 3 - 依下列條件評估並簽核同意後邀請： 



   26 

 

1. 本市大專院校內正常運作 2年以上且

積極辦理友善性別或同志相關活動

之社團。 

2. 經本會報出席成員以書面推薦或團

體以書面自薦並檢具相關資料者。 

總計 20 26  

三、暫停或不予邀請出席成員： 

本會報邀請出席之人民團體、大專院校及大學社團等出席成員，有

下列情形者，將暫停邀請： 

(一) 經邀請出席，連續 3次未派員出席本會報者。 

(二) 經查已解散或申請解散者。 

(三) 主動提出不需邀請者。 

(四) 因其他原因經評估列入暫停邀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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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針對校內教職員工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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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7月至 9月(以季統計) 

研習主題 
辦理 

場次 

辦理 

日期 

辦理 

學校 
講師 

參加人數 成效 

評估 男生數 女生數 總人數 

性別敏感度訓練 1 110/7/2 楠梓高中 林怡君教師 28 40 68 

透過辦理性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

識相關研習訓練，培養同仁性別意

識、具有性別敏感度，瞭解不同性別

者的觀點及處境，以利辦理各項業務

與溝通。 

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設計及教學觀摩發表會 
1 110/8/19 東光國小 

王彥嵓校長 

孫毓璟教師 

許筠茹教師 

李馨慧教師 

23 88 111 

邀請校園教育人員分享其實踐推廣

相關經驗，透過協助教學現場的教師

對多元性別學生的理解，將課程融入

性平議題及素養導向。 

有效的親師生溝通與壓力紓

解 
1 110/8/24 中正高工 

柯書林心理師 

張宇傑心理師 
140 80 220 

加強教師理解各種不同性別學生的

生命故事、理解差異並有效連結親子

間的互動、並學習適度的壓力紓解策

略。並由校長向全校教職員工宣導兒

少權益保障。 

性平教育與生涯適性輔導面

面觀 
1 110/8/26 陽明國中 蔡彤寧心理師 54 191 245 

邀請蔡彤寧心理師從網路輔導來看

學生性平教育議題、尊重不同性別特

質與生涯發展之適切引導。 

社會議題與教育--談兒童權

利公約、性別平等、家庭教

育 

1 110/8/26 光華國中 陳政智教師 28 75 103 

性別平等、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職業刻板印象、性別之間的對待

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教師研習 1 110/8/26 鳳甲國中 徐菁瑩教師 38 90 128 開發與培養性別敏感度，覺察自我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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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主題 
辦理 

場次 

辦理 

日期 

辦理 

學校 
講師 

參加人數 成效 

評估 男生數 女生數 總人數 

性別知覺為主，促進教師性別意識。 

教師性態度重建 1 110/8/27 小港高中 林宛謹教師 36 84 120 

引導教師思考對於性的態度以及學

生的次文化(性別認同、性傾向)如何

客觀看待性/別。 

從校園性事件評估與反思性

平教育的需求 
1 110/8/30 大灣國中 卓耕宇主任 22 67 89 

說明特教生之性別事件應注意事

項，藉由案例分享及教師實際參與，

建構教師考量不同性別特質學生所

需之輔導知能。 

性別教育與性別平等 1 110/9/8 莒光國小 王以仁教授 15 42 57 
性別差異與尊重同理，並探討社會環

境中的多元性別。 

性別認同與性教育 1 110/9/8 東門國小 宋雯榮校長 6 6 12 性別認同與性教育。 

性別平權與相互尊重 1 110/9/15 中路國小 王安國教師 7 14 21 尊重自己與他人身體自主權。 

性別教育與性別平等的發展

與理念 
1 110/9/22 桂林國小 王以仁教授 9 51 60 

從家庭中的差異談起，並強調家庭中

如何透過性別平等教育，從自身與家

人互動中培養尊重與同理的特質，以

及相關議題之探析。 

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

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

向教育 

1 110/9/22 溪埔國小 洪婉茹校長 1 27 28 

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尊重性別 1 110/9/22 三埤國小 林子堯教師 6 11 17 

心理諮商師介紹學生發展階段之性

別時期，及性別光譜，並對應適合的

輔導方式。 

藝術療心課程在班級輔導上 1 110/9/27 東光國小 羅尹蔚教師 28 61 89 藉由藝術治療課程的介入，引領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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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主題 
辦理 

場次 

辦理 

日期 

辦理 

學校 
講師 

參加人數 成效 

評估 男生數 女生數 總人數 

的應用 員工從認識自己出發，進而理解、同

理每個不同的性別個體。 

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 1 110/9/29 橫山國小 李聖民教師 7 1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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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

等課程，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

識。 

輔導知能研習 1 110/9/29 竹滬國小 陳雯如教師 7 9 16 
認識和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

別特質的學生。 

總計 17    455 950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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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110年度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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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名稱 實施對象 
辦理 

場次 

辦理 

日期 

承辦 

學校 
講師 

參加人數 成效 

評估 男生數 女生數 總人數 

性別平等教育 

閱讀工作坊 

影片：關鍵少數─ 

性別認同 
本市各國中有意願參加

之教職員工及志工。 
2 

110年 

4月 8日 

鹽埕國中 蔡美虹教師 

6 16 22 

透過講述在歷史上站有一席

之地的三位黑人女性的傳記

電影，參與人員學習瞭解女性

的社會處境，進而省思、消弭

性別偏見。 

性別平等教育 

閱讀工作坊 

影片：搶救愛情四十

天─男性情感教育 

110年 10

月 7日 
7 21 28 

省思男性在婚姻中扮演的角

色及其情感表達方式，重新思

考婚姻中相互的協商、付出與

感謝間的關係，以提升參與人

員之性別意識。 

青少年情感教育、性

教育及性別多樣性增

能研習 

本市各級學校對青少年

情感教育、性教育及性

別多樣性教育議題感興

趣之教師以及輔導人員 

1 
110年 

10月1日 
青年國中 

黃怡禎諮商

心理師 
19 68 87 

強化教師多元文化及社會正

義之觀點，增進教師青少年生

理與心理發展、親密關係處

理、生涯發展之知能。 

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

等教育理念與實務研

習 

本市各級學校特殊教育

教師為優先，以及對本

議題有興趣之教師、教

助及相關教育服務人員 

1 
110年 

8月20日 
楠梓特校 

王若旆心理

師 
18 62 80 

透過案例認識身心障礙者對

性的需求及其性別多樣性特

質之可能性與評估，理解身障

者之身體衛生與自我照顧，尊

重他人、互動交往、安全的性

與婚姻。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影

片研討 

本市各級學校教師(含特

殊教育教師)及志工。 
2 

110年 

3月10日 
博愛國小 

達妮芙‧伊

斯坦大校長 
5 46 51 

以原住民的視角探討跨性別

議題，透過性取向與傳統觀念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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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實施對象 
辦理 

場次 

辦理 

日期 

承辦 

學校 
講師 

參加人數 成效 

評估 男生數 女生數 總人數 

影片：阿莉芙 進行討論，以尊重、包容、愛

與勇氣等多元理解，以利營造

友善環境。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影

片研討 

影片：親愛的房客 

本市各級學校教師(含特

殊教育教師)及志工。 

110年 

11月 10

日 

博愛國小 
馬達拉‧達努

巴克督導 
16 92 108 

以多元家庭中無血緣的親子

依附關係，探討教師對於校園

裡多元成家家庭中的學生，提

供協助關懷與輔導，希望提高

教師對此類學生的敏感覺

察，給予學生正向引導，建立

友善的校園環境。 

總計  6    71 305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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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暨所屬人事機構辦理公務員多元性別及同志相關訓練成果表 

統計時間：110年 1至 11月底 

編號 主題 辦理日期 時數 主辦單位 講師 課程辦理方式 完訓人數 

1 
性別與人生(含 CEDAW 指引及多

元性別權益) 
110年 3月 25日 2 教育局 李佩珊 講座 151 

2 

CEDAW 實務及案例研討-多元性

別權益電影研析(影片：海倫她

媽) 

110年 4月 21日 3 
教育局 

(新興高中) 
蔣琬斯 電影賞析 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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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5月 7日 2 
教育局 

(壽山國小) 
周英嬌 座談會 18 

4 
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多元性

別權益讀書會 
110年 9月 29日 3 工務局 顏任儀 讀書會 30 

5 

打開性別天眼：從兩公約到友善

多元性別權益-CEDAW 實務案例

與研討 

110年 10月 22日 2 消防局 蔣琬斯 
講座 

(直播課程) 
690 

6 
CEDAW 實務及案例研討及多元性

別權益解析 
110年 11月 1日 3 前鎮區公所 蔡麗玲 講座 69 

7 

CEDAW 帶來的性別平等：概念解

析與延伸議題探討(含直接歧

視、間接歧視及交叉歧視、暫行

特別措施及認識多元性別) 

110年 11月 12日 3 教育局 游美惠 講座 80 

共辦理 7場次，課程時數合計 18小時，完訓人數 1,128人。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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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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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專題演講 

活動時間：110年 11月 20日 

參與人數：現場約 20人，線上約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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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世界咖啡館 

活動時間：110年 11月 27日 

參與人數：約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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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扮家家遊 

活動時間：110年 11月 21日、11月 28日、12月 5日 

參與人數：約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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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繪本故事巡迴 

活動時間：110年 11月 21日、11月 28日、12月 5日、12月 19日 

參與人數：約 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