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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6年度分區家長性別平等教育座談會回饋發言重點彙整表 

序號 類別 重點提問內容 教育局回應 

1 法令政策 1. 「性別平等教育法」

所提多元性別、性別

平等、性別地位等用

語有違「憲法」，「憲

法」寫的是無分「男

女」。「性別平等教育

法」有違憲之虞，應

改為「兩性平等教育

法」。 

1. 91年 1月 16公布之「兩性

工作平等法」於 97年 1月

16日修正公布名稱為「性別

工作平等法」，由此可知「性

別」平等乃是我國修法趨

勢。 

2. 另根據聯合國性別主流化政

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的公約 CEDAW及其一般

性建議，所關照的女性權

益，也從本質的兩性觀點發

展到關照多元的性別視角。 

3. 106年 5月 24日公布之大法

官釋字第 748號解釋之理由

書，即清楚闡明：「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

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本條明文揭示之 5種禁止歧

視事由，僅係例示，而非窮

盡列舉。是如以其他事由，

如身心障礙、性傾向等為分

類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

亦屬本條平等權規範之範

圍。」 

4. 依釋字第 748號解釋之理由

書，即闡明憲法第 7條的規

定，並非僅限於「男女」平

等而已，自應包括「性別」

平等。 

2. 師資培育 1. 建議「師資培育」應

修改相關法令，將性

平課程由「選修」改

為「必修」，或修改「性

別平等教育法」，要求

本案涉及「師資培育法」修正部

分，經研議後建請中央參酌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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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教師每年接受一

定時數性平研習課

程，以免教師在教授

性平課程知能不足。 

2. 請問如何落實教師的

在職性平研習，提升

性平意識？ 

1. 本市將持續辦理多元化的性

別平等教育研習，兼顧「性

別平等教育法」涵蓋之校園

性別事件申請調查及救濟、

學習環境與資源；並兼顧「性

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條所稱「情感教育、性教

育、同志教育」等面向之研

習。 

2. 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性平議

題小組於 105年已辦理 35

場次工作坊、到校諮詢服

務、增能研習等，共計 648

人次參與，未來將持續辦理

相關增能研習，協助教師釐

清教學疑惑，增進其性別平

等意識。 

3. 教學實施 

1. 性平教育包含性教

育、情感教育、同志

教育，但現場教師是

否具備相關教學知能

或性別意識，有能力

有勇氣施行性平教

育？ 

1. 本市將持續辦理多元化的性

別平等教育研習，兼顧「性

別平等教育法」涵蓋之校園

性別事件申請調查及救濟、

學習環境與資源；並兼納「性

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3條所稱「情感教育、性教

育、同志教育」等面向之研

習。 

2. 105年度本局已針對本市各

級學校教師辦理 63場次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共計

3,257名教師參與，未來將持

續辦理多元化的性別平等教

育研習，增進現場教師之性

別平等意識及教學知能。 

3. 另就教學實施之困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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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本局國民教育輔導團性

平議題小組規劃辦理「到校

諮詢服務」及「工作坊」，提

升現場教師之教學知能。 

2. 目前全國性平教育均

採取融入方式施行，

或依法由各校每學期

實施性平教育相關課

程或活動至少 4小

時，惟各校辦理研習

主題多由校方自行規

劃，且多停留在性騷

擾與性侵害防治層

面，較少觸及情感教

育、性教育、同志教

育部分議題，導致教

育現場人員也容易被

不實資訊誤導 

1. 就本市而言，校園性別事件

防治確為學校面對之重要議

題，因此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的相關知能，確

為研習之必要項目。 

2. 另根據本局定期調查之學校

自辦研習項目，亦包含「生

理發展或身體自主權」、「安

全性行為或性病防治」、「性

別平等或性別認同(含同志

議題)」等主題，未來本局也

將請學校於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課程時，考量主題「多

樣性」及「進階性」，讓親師

生能共同營造性別友善之校

園環境。 

4. 課程教材 

1. 「性別光譜」、「恐同

症」、「異性戀霸權」，

教科書不應出現不當

教材。 

1. 現行教科用書內容均經「國

家教育研究院教科圖書審定

委員會」依「國家教育研究

院中小學教科書性別平等議

題諮詢小組作業要點」提供

諮詢建議並審定通過。 

2. 本案涉及教科圖書審定部

分，經研議後建請中央參酌

辦理。 

3. 本市將持續積極結合各項性

平知能研習，提供正確且不

帶歧視的性別論述知能給家

長與教師，以免因為誤解而

錯誤引用。 

2. 請問「性別光譜」的

出處為何？醫學或科

學根據？金賽性學研

究只有教(0~6)(同→

本案涉及教科圖書審定部分，經

研議後建請中央參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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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分類，請問「性

別光譜」的定義解釋

與引用文獻來源為

何？另光譜「公母」

問題，是否可修正。 

3. 三民版高一公民課本

中有介紹到多元性

別、人權等議題，但

其中資訊諸多錯誤，

例如：將同性戀、同

志、酷兒視為同義

詞，惟三者定義不

同，教科書的編輯應

聘請性別教育專家學

者，以避免錯誤資訊。 

本案涉及教科圖書審定部分，經

研議後建請中央參酌辦理。 

4. 大法官釋字 748號已

通過同志婚姻人權亦

須保障，同志家庭能

見度必將提高，教科

用書中「同志教育」

需再補強，並且家庭

教育也應該納入同志

家庭相關話題。 

本案涉及教科圖書編輯及審定

部分，經研議後建請中央參酌辦

理。 

5. 組織運作 

1. 要求高雄市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比照台北

市做法(新一屆期為 5

名)，增加家長團體代

表人數。 

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8條

第 1項關於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成員有明確之規定，即

使增加家長團體代表，亦不

能逾越「女性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

作者之委員合計，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及人

數之規定。 

2. 本市第四屆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包含 7名府內委員及 14

名府外委員，為兼顧「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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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多元代表性」，14

名府外委員包括： 

(1) 8名學者專家：3名法學

專家、4名性別平等教

育專家及 1名醫學專

家。 

(2) 4名民間團體代表：涵

蓋身心障礙、社會扶

助、性別平等教育及家

長團體。 

(3) 2名實務工作者。 

3. 本市第四屆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已包含 1名立案家長團

體代表，亦有其他委員「兼

具」家長身分。 

2. 中央、直轄市、各級

學校性平委員會的委

員如何遴選，標準為

何？有些名單顯然不

適任 

1. 教育部業於 106年 6月 21

日公告「教育部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委員公開推薦作業

須知」，有關第 8屆起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

委員事宜，將擇期公告周

知。 

2. 本市第四屆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除法定委員外，多數為

教育部認可之性別教育師資

人才、調查專業人才，或高

雄市調查專業人才；民間團

體、實務工作者則考量其工

作經歷與性別平等教育之關

聯性，如確有不適任之名

單，歡迎向本局反映，俾利

後續遴聘時參酌辦理。 

3. 另本市後續將參考「教育部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公

開推薦作業須知」，訂定本市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公開推

薦作業要點。 

3. 高雄市性平委員會 2 1. 本市第四屆性別平等教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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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務工作者所指為

何？ 

員會 2名實務工作者係指性

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學校校

長，以及本市事件防治調查

專業講師。 

4. 學生是受性平教育的

主體，除了學者專家

跟家長，學生代表能

否參與性平會討論？ 

1.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條規定略以，學校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得」聘任

「具性別平等意識」之「學

生代表」。 

2. 本局將鼓勵所屬各級學校讓

具備性別平等意識之學生參

與性平會之討論，讓學生有

機會依法表達意見。 

6. 家長宣導 

1. 座談的時間不夠，對

於教材的釋疑和對話

不夠充分，另外希望

多邀更多家長來參與

座談，讓大眾能更瞭

解性平教材及實施。 

1. 囿限於時間及場地安排，全

區場次確實未讓所有與會人

員均有機會發言；其餘 5場

次已調整繳交發言單方式，

並讓與會人員進行充分討

論。 

2. 會後回收之發言條與回饋單

意見，本局已著手彙整，俟

整理完畢後，將再行公告周

知。 

3. 本局除函請各級學校轉知訊

息，亦利用電子公告、本局

學校 Line群組、本市立案團

體 Line群組轉知座談會資

訊，日後有類似活動時，將

運用更多元化的方式周知活

動訊息，鼓勵家長及民眾踴

躍參與。 

4. 未來會盡可能提供更多元便

利的宣導管道給家長及社

區，例如結合高雄電台相關

單元或報導。 

2. 是否可能將家長們擔

心的課程教材等內容

製作成影片？可更有

1. 本市將持續彙整外界對性別

平等教育之疑問，並持續研

議後續之推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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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宣導，而讓大眾

更容易了解。 

2. 本局將著手規劃「性別平等

教育動畫短片」出版事宜，

期待透過更多元的宣導方式

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性別平

等教育之內涵。 

3. 請重視家長的性平教

育，班親會也請把性

平教育部分納入說明

討論。 

本局已函請各校適時向家長說

明學校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方

式與教學內容，並轉知家長對學

校教材、教師教學有疑義時之反

映方式。 

4. 教育部、教育局辦理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活

動，除針對學校教師

學生規劃課程設計

外，是否也能規劃性

別意識工作坊，讓家

長參與，了解到性別

刻板印象、性別氣

質、多元性別等觀念。 

本市部分，後續將研議適合社會

大眾之性平研習，以利親師生共

同營造性別友善之校園環境與

社會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