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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成果徵選暨分享活動簡章 

壹、 活動宗旨 

一、 本活動旨在徵選突顯教育部定頒「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之社會教育教材及活

動。 

二、 本活動將透過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會，擴大交流以推動落實

前述指引之知能。 

三、 彙整優選教材及活動教案內容，提供後續發送相關社教機構

及民間團體，以擴大本活動的效益。 

貳、 辦理機關單位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三、 協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參、 徵選類別 

一、 教材類： 

（一） 教材包含教材及教案：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對象所研發設

計；教材意旨出於原創，輔以使用說明之教學材料；教案

意旨參考相關教材，融合再製之教學設計方案。 

（二） 單一教材或系列教材皆可;系列教材視為 1 件作品，由參

選者自行挑選 1 則最能突顯指引精神之教材為代表投件。 

二、 活動類： 

（一） 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對象所辦理之各項具教育意義之活

動，如：演講、工作坊、電影欣賞討論會、讀書會、桌

遊、戲劇演出等。 

（二） 單一活動或系列活動皆可;系列活動視為 1 件作品，由參

選者自行挑選 1 項最能突顯指引精神之活動為代表投

件。 

肆、 參選資格 

一、 參選者可為公私立機關及其所屬單位、各級公私立學校、政

府立案之社團/基金會、團隊或個人。 

二、 同一機關單位、學校、社團/基金會、團隊或個人，每一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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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類別以參選 2 件為限。 

三、 作品已獲得本部其他獎補助或獎勵者，不得參與本活動。 

伍、 審查標準與程序 

一、 審查標準: 

1. 主題（50%）：突顯「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

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 

2. 設計（45%），包含： 

(1) 整體性：具流暢度及完整性。 

(2) 創意性：具原創、趣味、親和與啟發性。 

(3) 實用性：具可行性與可推廣性。 

3. 繳交資料之完整程度（5%）：詳見「捌、送件方式及投件

期間」。 

二、 審查程序: 

承辦單位將參與徵件之教材及活動匿名編號，由主辦機關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依審查標準予以評分，採序

位法評定名次，擇優表揚，獲獎名單最遲於 10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於本活動網站公告。 

陸、 獎勵 

一、 遴選突顯教育部定頒「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之作品，獎勵以 10 件為上限。 

二、 實際獎勵件數由評審小組視收件數量及作品優劣決議之。 

三、 獲獎作品每件頒給獎金新臺幣 3 萬元，另頒發獎狀。 

四、 獲獎獎金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申報及辦理扣稅事宜。 

柒、 參選規定 

一、 參選作品如未符合本活動要求之規格，將不列入評選；參選

作品內容如因病毒、檔案損壞等因素，造成檔案無法瀏覽

者，將予通知限期補繳，逾期視為棄權。 

二、 參選作品請自留底稿或備份，恕不退還。 

三、 獲獎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團隊或個人需委派代表出席或

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並參與成果發表會進行發表；頒獎儀式

及成果發表會預定於 1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辦理，若無

法出席且不願委派代表參加者，視同棄權並取消其獲獎資

格。 

四、 承上，每件獲獎作品補助１名發表者出席成果發表會來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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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費，離島及花東地區提供前一日住宿費，並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五、 獲獎作品同意授權後續推廣、借閱、公布、印製、發行、重

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不另支付酬勞或任何費

用，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報名時需繳交內容使用授權

書)；不同意者，得取消獲獎資格。 

六、 所有參選作品以自行設計為主，作品引用素材應注意著作權

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一） 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相關法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機關、承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

涉； 

（二） 獲獎作品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經有

關機關處罰確定者，除取消其獎勵資格，並追繳其獎狀及

獎金。 

七、 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執行本活動必要範圍之使

用，相關人員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 活動簡章及相關表件可至本活動網站「最新消息」下載，網

址：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hu.edu.tw/gndrcom/(世

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 

九、 參與徵選之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團隊或個人一經投件，

即視為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 

捌、 送件方式及徵件時間 

一、 教材類：填妥下列資料，並檢附完整教材與教案（1 式 5 份）。 

（一） 報名表 

（二） 教材類徵選投件表 

（三）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四）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二、 活動類：填妥下列資料，並檢附活動設計及活動照片或成果

影音檔光碟（亦可以紙本、照片替代）（1 式 5 份）。  

（一） 報名表 

（二） 活動類徵選投件表 

（三）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四）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三、 投件應以 A4以上大小之信封或紙箱，於其正面黏妥報名專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hu.edu.tw/gnd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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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標籤，依指示裝妥所需資料，以限時掛號寄達或親送世新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11604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17巷 1

號 舍我樓 10樓），以利清楚辨識。 

四、 徵件時間：公告日起至 106 年 3 月 31 日（週五）止，以郵

戳為憑。 

五、 逾期或資料不全，均不予受理。 

六、 如有未盡事宜，請聯絡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張欣耘小姐，

聯絡電話：02-23413434。 

玖、 本活動簡章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亦同。 

壹拾、 附件目錄 

一、 教育部「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

指引」 

二、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專用信封標籤 

三、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表 

四、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教材類徵選投件表 

五、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活動類徵選投件表 

六、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七、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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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 
 
本指引所指稱之「社會教育」係指學校正規教育外之其他場域、管道所進行

之所有形式之教育，包括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高齡教育、休閒教育

及媒體識讀教育等。 
 

一、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符合國內外有關性別/婦女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

或公約之規定，呈現並尊重多元性別與性傾向。 

二、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並鼓勵其生活實

踐與社會參與。 

三、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積極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對於各類現存

不符合性別平等精神之社會制度及生活實踐，如習俗、媒體、性別角色、家

務分工等，應具性別敏感度，適時提出覺察及檢討。 

四、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

其他特殊處境，如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收養家庭、

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等。 

五、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及親職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含括家庭成員在性別、族群、

年齡、宗教信仰、健康狀況及身體樣態的多元性。 

六、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呈現多元族群文化，如婚姻移民、外籍勞工、原住民

族、弱勢階級等，並尊重其與主流文化（如中產階級漢人族群）之差異。 
 

七、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避免出現下列情況： 

（一） 以偏差失衡之比例呈現男女兩性。 

（二） 以性別刻板印象呈現男女兩性之人格特質或性別角色、所從事之職業

或活動及所擁有之社經地位或資源。 

（三） 以偏差失衡或刻板印象之方式呈現弱勢之族群、階級、性少數、身體

樣態、高齡者或失能者。 

（四） 沿襲具性別偏見之習俗文化或社會論述，對女性及性少數或其他弱勢

族群採取戲謔、歧視、譴責或貶抑之態度。 

八、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應積極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之精神： 

（一）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活動對象應含括多元型態家庭之成員，如

收養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同居親友等。 

（二） 活動方案應針對多元文化社群，如外籍勞工、婚姻移民、原住民族、

高齡者及失能者等。 

（三） 活動安排應突顯性別友善精神，如活動場地及時間應考量多元參與者

之近用性、男女廁所應配合參與者性別比例而機動性配置、辦理活動

時可考慮提供嬰幼兒之托育照顧等。 

（四） 新建及整修活動場地時，應考慮多元性別之認同與需求，設置可供男

女共用之性別友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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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信封標籤  

投件單位/團隊/個人名稱： ＿＿＿＿＿＿＿＿＿＿＿＿＿＿＿＿＿＿＿＿＿＿＿＿＿＿＿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寄件地址：□□□□□＿＿＿＿＿＿＿＿＿＿＿＿＿＿＿＿＿＿＿＿＿＿＿＿＿＿＿＿＿＿ 

徵選作品類別（請勾選）：□教材類   □活動類  
 

收件地址： 11604台北市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舍我樓10樓 
                           (02)2236-8225 轉 4131 

 

 

 

注意：  

一、 每一封袋內，以裝1份報名表件為限，並請以限時掛號寄件；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延誤，主辦單位得不受理。 

二、 郵寄截止日期：106年3月31日(週五)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三、 報名表件及寄件信封標籤：請於下列清單中勾選所附表件，並依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裝入A4以上大小之信封或紙箱，並黏妥此頁。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表（張數：□1張 □2張 □3張 □4張；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報名表） 

□教材類徵選投件表（件數：□1件 □2件；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活動類徵選投件表（件數：□1件 □2件；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張數：□1張 □2張 □3張 □4張；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承諾書）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CC授權同意書（張數：□1張 □2張 □3張 □4張；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同意書） 

□應檢附之教材、教案；活動設計照片或成果影音檔光碟（每件1式5份）

 世 新 大 學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中 心    收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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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報  名  表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報名表） 

投件者名稱 
 

代表人電話  

投件者類別 

(請勾選) 

□機關單位  □學校 

□社團/基金會 

□團隊      □個人 

代表人信箱  

通訊地址  

投件類別 □教材類   □活動類 

作品名稱  

作品符合之 

指引精神 

（勾選本教材

最能突顯 

之指引精神 

，可複選）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徵   選   編   號 （此  欄  請  勿  填  寫） 

編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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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教    材    類    徵    選    投    件    表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教     材     內     容 

教材類別 

(請勾選) 

□單一教材 

□系列教材：系列教材視為一件作品，請自行挑選一則最能突顯指

引精神之教材為代表投件，並於教材簡介內簡述系列

理念。 

教材簡介 

（以 300 字

為度） 

 

教材如何突

顯指引精神 
（請勾選本教

材最能突顯 

之指引精神，

可複選，並請

逐一說明之）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說明（以 500 字為度）：  

教材設計 
（針對審查標

準說明教材特

色，以 500 字

為度） 

 

 

選     填     欄 

實施對象 

（請勾選） 

□未婚者 □夫妻 □家長 
□老年人 □移工 
□宗教團體  □社區居民 
(得複選) 
 
其它身分註記： 
□原住民族 □新住民 
□身心障礙者 
□其他（請說明       ） 
(得複選) 

實施人數： 

總數      ， 

（男      ， 

 女      ） 

實施日期：     年     月 

時間：□上午□下午□晚間 

 

地區：      縣      市 

       鄉鎮市區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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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活    動    類    徵    選    投    件    表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活     動     內     容 

活動類別 

(請勾選) 

□單一活動 

□系列活動：系列活動視為一件作品，請自行挑選一則最能突顯指

引精神之活動為代表投件，並於活動簡介內簡述系列

理念。 

活動簡介 

（以 300 字

為度） 

 

活動如何突

顯指引精神 
（請勾選本活

動最能突顯 

之指引精神，

可複選，並請

逐一說明之）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說明（以 500 字為度）：  

活動設計 
（針對審查標

準說明活動特

色，以 500 字

為度） 

 

 

活     動     紀     錄 

活動實施對象 

（請勾選） 

□未婚者□夫妻 □家長 
□老年人    □移工 
□宗教團體  □社區居民 
(得複選) 
 
其它身分註記： 
□原住民族 □新住民 
□身心障礙者 
□其他（請說明       ） 
(得複選) 

實施人數： 

 

總數      ， 

（男      ， 

 女      ） 

實施日期：     年     月 

時間：□上午□下午□晚間 

 

地區：      縣      市 

       鄉鎮市區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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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份承諾書） 

本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參加教育部主辦「社會教育

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件暨分享活動」，承諾事項如下： 

一、 著作名稱(即參選作品名稱)：＿＿＿＿＿＿＿＿＿＿＿＿＿＿＿     

二、 所有內容(含教材、教案、學習單、素材、媒體等)確實由本人自行創

作，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三、 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教

育部、承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涉。如因此致教育部、承辦單位及協辦

單位有損害者，本人願負賠償之責。 

四、 如有違反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本

人同意取消獎勵資格，並繳回獎狀及獎金。 

五、 如經獲獎願配合出席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會。若無法出席並不願委派

代表者，視同棄權並取消其獲獎資格，絕無異議。 

六、 承諾書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執行本活動必要範圍之使用，本人清

楚了解並同意蒐集、處理、利用本項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七、 經評審獲獎後，教育部、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及世新大學性別平等

教育中心(以下簡稱被授權機關單位)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 

（一） 利用行為：被授權機關單位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

輸、散布、發行及公開發表 

（二） 利用之地域：不限地域。 

（三） 利用之時間：不限時間。 

（四） 利用之次數：不限次數。                         

此致 

教育部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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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章處 

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團隊名稱(個人申請者免填)： 

                                                

作者一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二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三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四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五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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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一、 契約雙方： 

甲方：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乙方：                                                                                                     

二、 著作授權之範圍及限制： 

乙方同意其所有之＿＿＿＿＿＿＿＿＿＿＿＿＿＿＿＿＿著作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版台灣授權條款，乙方仍保有著作之

著作權，但同意授權予不特定之公眾以重製、散布、發行、編輯、改作、公開口

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之方式利用本著作，

以及創作衍生著作，惟利用人除非事先得到乙方之同意，皆需依下列條件利用：  

 

  

利用人需採用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的授權條款  

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版臺灣授權條款詳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tw/legalcode  

三、 姓名標示  

乙方同意以標示甲方之名稱，作為上述創用ＣＣ授權條款中姓名標示之指定

方式。  

乙方不得對甲方就本契約約定之事項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 授權之注意事項：  

乙方了解本授權條款係適用於全世界，且其有效期間持續至本著作的著作權

保護期間屆滿為止，同時亦不可撤銷。乙方並了解他人合理使用的權利及其他的

權利，不因本授權條款之內容而受影響。  

甲方：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簽章)  

乙方：                                       (簽章)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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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成果徵選暨分享活動簡章 

壹、 活動宗旨 

一、 本活動旨在徵選突顯教育部定頒「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之社會教育教材及活

動。 

二、 本活動將透過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會，擴大交流以推動落實

前述指引之知能。 

三、 彙整優選教材及活動教案內容，提供後續發送相關社教機構

及民間團體，以擴大本活動的效益。 

貳、 辦理機關單位 

一、 主辦機關：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三、 協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參、 徵選類別 

一、 教材類： 

（一） 教材包含教材及教案：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對象所研發設

計；教材意旨出於原創，輔以使用說明之教學材料；教案

意旨參考相關教材，融合再製之教學設計方案。 

（二） 單一教材或系列教材皆可;系列教材視為 1 件作品，由參

選者自行挑選 1 則最能突顯指引精神之教材為代表投件。 

二、 活動類： 

（一） 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對象所辦理之各項具教育意義之活

動，如：演講、工作坊、電影欣賞討論會、讀書會、桌

遊、戲劇演出等。 

（二） 單一活動或系列活動皆可;系列活動視為 1 件作品，由參

選者自行挑選 1 項最能突顯指引精神之活動為代表投

件。 

肆、 參選資格 

一、 參選者可為公私立機關及其所屬單位、各級公私立學校、政

府立案之社團/基金會、團隊或個人。 

二、 同一機關單位、學校、社團/基金會、團隊或個人，每一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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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類別以參選 2 件為限。 

三、 作品已獲得本部其他獎補助或獎勵者，不得參與本活動。 

伍、 審查標準與程序 

一、 審查標準: 

1. 主題（50%）：突顯「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

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 

2. 設計（45%），包含： 

(1) 整體性：具流暢度及完整性。 

(2) 創意性：具原創、趣味、親和與啟發性。 

(3) 實用性：具可行性與可推廣性。 

3. 繳交資料之完整程度（5%）：詳見「捌、送件方式及投件

期間」。 

二、 審查程序: 

承辦單位將參與徵件之教材及活動匿名編號，由主辦機關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依審查標準予以評分，採序

位法評定名次，擇優表揚，獲獎名單最遲於 10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於本活動網站公告。 

陸、 獎勵 

一、 遴選突顯教育部定頒「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

議題之參考指引」精神之作品，獎勵以 10 件為上限。 

二、 實際獎勵件數由評審小組視收件數量及作品優劣決議之。 

三、 獲獎作品每件頒給獎金新臺幣 3 萬元，另頒發獎狀。 

四、 獲獎獎金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申報及辦理扣稅事宜。 

柒、 參選規定 

一、 參選作品如未符合本活動要求之規格，將不列入評選；參選

作品內容如因病毒、檔案損壞等因素，造成檔案無法瀏覽

者，將予通知限期補繳，逾期視為棄權。 

二、 參選作品請自留底稿或備份，恕不退還。 

三、 獲獎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團隊或個人需委派代表出席或

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並參與成果發表會進行發表；頒獎儀式

及成果發表會預定於 1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辦理，若無

法出席且不願委派代表參加者，視同棄權並取消其獲獎資

格。 

四、 承上，每件獲獎作品補助１名發表者出席成果發表會來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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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費，離島及花東地區提供前一日住宿費，並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五、 獲獎作品同意授權後續推廣、借閱、公布、印製、發行、重

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之權利，不另支付酬勞或任何費

用，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報名時需繳交內容使用授權

書)；不同意者，得取消獲獎資格。 

六、 所有參選作品以自行設計為主，作品引用素材應注意著作權

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一） 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相關法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機關、承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

涉； 

（二） 獲獎作品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經有

關機關處罰確定者，除取消其獎勵資格，並追繳其獎狀及

獎金。 

七、 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執行本活動必要範圍之使

用，相關人員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 活動簡章及相關表件可至本活動網站「最新消息」下載，網

址：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hu.edu.tw/gndrcom/(世

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 

九、 參與徵選之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團隊或個人一經投件，

即視為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 

捌、 送件方式及徵件時間 

一、 教材類：填妥下列資料，並檢附完整教材與教案（1 式 5 份）。 

（一） 報名表 

（二） 教材類徵選投件表 

（三）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四）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二、 活動類：填妥下列資料，並檢附活動設計及活動照片或成果

影音檔光碟（亦可以紙本、照片替代）（1 式 5 份）。  

（一） 報名表 

（二） 活動類徵選投件表 

（三）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四）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三、 投件應以 A4以上大小之信封或紙箱，於其正面黏妥報名專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hu.edu.tw/gndrcom/


4 

 

用標籤，依指示裝妥所需資料，以限時掛號寄達或親送世新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11604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17巷 1

號 舍我樓 10樓），以利清楚辨識。 

四、 徵件時間：公告日起至 106 年 3 月 31 日（週五）止，以郵

戳為憑。 

五、 逾期或資料不全，均不予受理。 

六、 如有未盡事宜，請聯絡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張欣耘小姐，

聯絡電話：02-23413434。 

玖、 本活動簡章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亦同。 

壹拾、 附件目錄 

一、 教育部「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

指引」 

二、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專用信封標籤 

三、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表 

四、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教材類徵選投件表 

五、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活動類徵選投件表 

六、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七、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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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參考指引」 
 
本指引所指稱之「社會教育」係指學校正規教育外之其他場域、管道所進行

之所有形式之教育，包括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高齡教育、休閒教育

及媒體識讀教育等。 
 

一、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符合國內外有關性別/婦女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

或公約之規定，呈現並尊重多元性別與性傾向。 

二、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並鼓勵其生活實

踐與社會參與。 

三、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積極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對於各類現存

不符合性別平等精神之社會制度及生活實踐，如習俗、媒體、性別角色、家

務分工等，應具性別敏感度，適時提出覺察及檢討。 

四、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

其他特殊處境，如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單親家庭、繼親家庭、收養家庭、

隔代教養家庭、跨國婚姻家庭、原住民族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等。 

五、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及親職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含括家庭成員在性別、族群、

年齡、宗教信仰、健康狀況及身體樣態的多元性。 

六、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呈現多元族群文化，如婚姻移民、外籍勞工、原住民

族、弱勢階級等，並尊重其與主流文化（如中產階級漢人族群）之差異。 
 

七、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應避免出現下列情況： 

（一） 以偏差失衡之比例呈現男女兩性。 

（二） 以性別刻板印象呈現男女兩性之人格特質或性別角色、所從事之職業

或活動及所擁有之社經地位或資源。 

（三） 以偏差失衡或刻板印象之方式呈現弱勢之族群、階級、性少數、身體

樣態、高齡者或失能者。 

（四） 沿襲具性別偏見之習俗文化或社會論述，對女性及性少數或其他弱勢

族群採取戲謔、歧視、譴責或貶抑之態度。 

八、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應積極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之精神： 

（一） 社會教育（尤其家庭教育）活動對象應含括多元型態家庭之成員，如

收養父母、繼父母、祖父母、同居親友等。 

（二） 活動方案應針對多元文化社群，如外籍勞工、婚姻移民、原住民族、

高齡者及失能者等。 

（三） 活動安排應突顯性別友善精神，如活動場地及時間應考量多元參與者

之近用性、男女廁所應配合參與者性別比例而機動性配置、辦理活動

時可考慮提供嬰幼兒之托育照顧等。 

（四） 新建及整修活動場地時，應考慮多元性別之認同與需求，設置可供男

女共用之性別友善廁所。



附件二 報名專用信封（請黏妥於寄件信封上）   

6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信封標籤  

投件單位/團隊/個人名稱： ＿＿＿＿＿＿＿＿＿＿＿＿＿＿＿＿＿＿＿＿＿＿＿＿＿＿＿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寄件地址：□□□□□＿＿＿＿＿＿＿＿＿＿＿＿＿＿＿＿＿＿＿＿＿＿＿＿＿＿＿＿＿＿ 

徵選作品類別（請勾選）：□教材類   □活動類  
 

收件地址： 11604台北市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舍我樓10樓 
                           (02)2236-8225 轉 4131 

 

 

 

注意：  

一、 每一封袋內，以裝1份報名表件為限，並請以限時掛號寄件；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延誤，主辦單位得不受理。 

二、 郵寄截止日期：106年3月31日(週五)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三、 報名表件及寄件信封標籤：請於下列清單中勾選所附表件，並依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裝入A4以上大小之信封或紙箱，並黏妥此頁。 

□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徵選暨分享活動報名表（張數：□1張 □2張 □3張 □4張；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報名表） 

□教材類徵選投件表（件數：□1件 □2件；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活動類徵選投件表（件數：□1件 □2件；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張數：□1張 □2張 □3張 □4張；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承諾書）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CC授權同意書（張數：□1張 □2張 □3張 □4張；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同意書） 

□應檢附之教材、教案；活動設計照片或成果影音檔光碟（每件1式5份）

 世 新 大 學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中 心    收                                 

收 



附件三 活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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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報  名  表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報名表） 

投件者名稱 
 

代表人電話  

投件者類別 

(請勾選) 

□機關單位  □學校 

□社團/基金會 

□團隊      □個人 

代表人信箱  

通訊地址  

投件類別 □教材類   □活動類 

作品名稱  

作品符合之 

指引精神 

（勾選本教材

最能突顯 

之指引精神 

，可複選）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徵   選   編   號 （此  欄  請  勿  填  寫） 

編號  

備註  

 



附件四 教材類徵選投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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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教    材    類    徵    選    投    件    表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教     材     內     容 

教材類別 

(請勾選) 

□單一教材 

□系列教材：系列教材視為一件作品，請自行挑選一則最能突顯指

引精神之教材為代表投件，並於教材簡介內簡述系列

理念。 

教材簡介 

（以 300 字

為度） 

 

教材如何突

顯指引精神 
（請勾選本教

材最能突顯 

之指引精神，

可複選，並請

逐一說明之）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說明（以 500 字為度）：  

教材設計 
（針對審查標

準說明教材特

色，以 500 字

為度） 

 

 

選     填     欄 

實施對象 

（請勾選） 

□未婚者 □夫妻 □家長 
□老年人 □移工 
□宗教團體  □社區居民 
(得複選) 
 
其它身分註記： 
□原住民族 □新住民 
□身心障礙者 
□其他（請說明       ） 
(得複選) 

實施人數： 

總數      ， 

（男      ， 

 女      ） 

實施日期：     年     月 

時間：□上午□下午□晚間 

 

地區：      縣      市 

       鄉鎮市區 

地點：                   



附件五 活動類徵選投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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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活    動    類    徵    選    投    件    表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張投件表） 

活     動     內     容 

活動類別 

(請勾選) 

□單一活動 

□系列活動：系列活動視為一件作品，請自行挑選一則最能突顯指

引精神之活動為代表投件，並於活動簡介內簡述系列

理念。 

活動簡介 

（以 300 字

為度） 

 

活動如何突

顯指引精神 
（請勾選本活

動最能突顯 

之指引精神，

可複選，並請

逐一說明之） 

□性別議題之法律、條約、協定或公約（指引條次一） 

□倡議性別平等及民主人權（指引條次二） 

□檢視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指引條次三） 

□重視家庭之不同結構、文化背景及其他特殊處境（指引條次四） 

□含括家庭成員的多元性（指引條次五） 

□呈現多元族群文化之差異（指引條次六） 

□符合指引避免出現之情況（指引條次七） 

□展現性別友善及平等多元精神（指引條次八） 

說明（以 500 字為度）：  

活動設計 
（針對審查標

準說明活動特

色，以 500 字

為度） 

 

 

活     動     紀     錄 

活動實施對象 

（請勾選） 

□未婚者□夫妻 □家長 
□老年人    □移工 
□宗教團體  □社區居民 
(得複選) 
 
其它身分註記： 
□原住民族 □新住民 
□身心障礙者 
□其他（請說明       ） 
(得複選) 

實施人數： 

 

總數      ， 

（男      ， 

 女      ） 

實施日期：     年     月 

時間：□上午□下午□晚間 

 

地區：      縣      市 

       鄉鎮市區 

地點：                   



附件六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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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每件作品請填寫１份承諾書） 

本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參加教育部主辦「社會教育

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件暨分享活動」，承諾事項如下： 

一、 著作名稱(即參選作品名稱)：＿＿＿＿＿＿＿＿＿＿＿＿＿＿＿     

二、 所有內容(含教材、教案、學習單、素材、媒體等)確實由本人自行創

作，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三、 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教

育部、承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涉。如因此致教育部、承辦單位及協辦

單位有損害者，本人願負賠償之責。 

四、 如有違反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規定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本

人同意取消獎勵資格，並繳回獎狀及獎金。 

五、 如經獲獎願配合出席頒獎典禮及成果發表會。若無法出席並不願委派

代表者，視同棄權並取消其獲獎資格，絕無異議。 

六、 承諾書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執行本活動必要範圍之使用，本人清

楚了解並同意蒐集、處理、利用本項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七、 經評審獲獎後，教育部、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及世新大學性別平等

教育中心(以下簡稱被授權機關單位)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 

（一） 利用行為：被授權機關單位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編輯、公開展示、公開傳

輸、散布、發行及公開發表 

（二） 利用之地域：不限地域。 

（三） 利用之時間：不限時間。 

（四） 利用之次數：不限次數。                         

此致 

教育部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接下頁) 



附件六 參選作品授權及承諾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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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章處 

機關單位、學校、團體、團隊名稱(個人申請者免填)： 

                                                

作者一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二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三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四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作者五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 授權同意書（每件作品請填寫１份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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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教材及活動融入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徵選暨分享活動」 

獲獎作品內容創用 CC授權同意書 

一、 契約雙方： 

甲方：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乙方：                                                                                                     

二、 著作授權之範圍及限制： 

乙方同意其所有之＿＿＿＿＿＿＿＿＿＿＿＿＿＿＿＿＿著作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版台灣授權條款，乙方仍保有著作之

著作權，但同意授權予不特定之公眾以重製、散布、發行、編輯、改作、公開口

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之方式利用本著作，

以及創作衍生著作，惟利用人除非事先得到乙方之同意，皆需依下列條件利用：  

 

  

利用人需採用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的授權條款  

創用 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3.0版臺灣授權條款詳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tw/legalcode  

三、 姓名標示  

乙方同意以標示甲方之名稱，作為上述創用ＣＣ授權條款中姓名標示之指定

方式。  

乙方不得對甲方就本契約約定之事項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 授權之注意事項：  

乙方了解本授權條款係適用於全世界，且其有效期間持續至本著作的著作權

保護期間屆滿為止，同時亦不可撤銷。乙方並了解他人合理使用的權利及其他的

權利，不因本授權條款之內容而受影響。  

甲方：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簽章)  

乙方：                                       (簽章)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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