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4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預算額度表  (104.1-12) 

組別 工作項目(含完成期程) 執行(協同)單位 預算來源及執行額度 執行情形 

環 

境 

與 

資 

源 

1.建設校園友善行走空間，提供安全人行

步道。(104.1-12 ) 

1-1校內人行步道、平台公共空間之地坪

重新辦理檢修。 

1-2維護校區內健行步道。 

1-1總務處營繕組 

1-2總務處保管組 

1-1總務處：640,000元 

1-2總務處：12,000元 

1-1 本(104)年計畫於暑假期間重新換修藝文生

態館 1樓木平台地坪，及藝大咖啡旁木地坪

維護刷漆保養事宜。相關修繕已於 104.9.10

完成。 

1-2 甜蜜小徑鏽損鐵柱與繩索，業於 104.1進行

拆除，並將路面凹陷與坑洞填補。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04.1-12 )

2-1增設校門入口處至戲舞大樓前方之庭

園燈照明，提升行人夜間通行時安全

性。 

2-2訂定校園路燈巡檢辦法，定期巡檢校

內照明設備，有效調整燈光點滅時

間。 

2-1總務處營繕組 

2-2總務處營繕組 

2-1總務處：311,057元 

2-1 校門入口處至戲舞大樓前方之庭園燈照明，

目前於公文簽核及材料備料中，預定

104.12.25 前完成照明設備裝設，另人文廣

場照明改善工程已於 104.10完工。 

2-2 巡檢校內照明設備案，已納入校園路燈巡檢  

體系，持續辦理維護中。 

3.加強校園外學園路路段人行安全環境。

(104.1-12 ) 

3-1維謢庭園立燈之正常照明。 

3-2適度修剪茂密之樹木枝葉。 

3-3學園路左側人行道鋪面整平。 

3-1總務處營繕組 

3-2總務處保管組 

3-3總務處營繕組 

3-1學園路路段庭園立燈，已納入例行性照明維  

  護，持續辦理中。 

3-2業於104.2.20針對全校區道路與人行道路樹

進行大量疏剪，平時則持續加強巡檢，發現

需要修剪狀況隨時辦理。另於 104.6.19 進

行全校大型樹木高枝修剪。 

3-3 學園路左側人行道鋪面更新工程業由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 104.4.24起進場改

善，工期 86日曆天，相關訊息業於本校網站

首頁公告。已於 104.7.12完工。 

4.建立校園公共空間安全警示系統。

(104.1-12) 

4-1更新校園安全地圖，將警鈴與求助系

統、緊急連絡電話及明亮、安全之路

徑與空間進行標示，宣導學生於安全

空間活動，並同步更新於校內性平教

4-1總務處事務組 

     秘書室 

4-1、4-2性平會補助 

金額：30,600元 

4-1、4-2 

已委由動畫系三年級學生製作，截至

104.11.24 已完成兩項地圖初稿繪製，刻正

進行地圖細部內容確認及修正，預計 12月底

前完成後，同步更新於校內性平教育網頁。 

4-3性平會環境與資源分組、總務處營繕組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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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網頁。 

4-2 建立友善校園地圖，將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斜坡、電梯、親子廁所、孕

婦/殘障停車位)及哺乳室等設施進

行標示，並同步更新於校內性平教育

網頁。 

4-3重新檢視校內廁所加裝緊急求救鈴

(含設置位置)及安全防護之需求。 

4-2總務處事務組 

     秘書室 

(4-1、4-2擬由事

務組委請動畫系

設計) 

4-3總務處營繕組 4-3 總務處：151,039元 

使用單位業於 104.3.17、20、26、27 辦理現

場會勘檢視校內廁所安全防護需求，並已於

104.5完成戲劇系、音二館、行政大樓等(詳

如附件 6  P9.清冊)女廁加裝緊急求救鈴、

增設照明及改善門窗等需求，另戲舞大樓 2

樓性別友善廁所亦同步完成標示。 

5.增進教職員工生環境敏感度與認知。

(104.9-12) 

5-1舉辦校園巡禮，加強辦理環境安全意

識提昇活動。 

5-2加強空間環境解說與活動事件告示。

5-1總務處保管組 

5-2總務處事務組 

 營繕組 

5-1總務處：3,100元 

5-2總務處：730,576元 

5-1校園巡禮活動業於104.3.26結合通識教育中

心陳致宏老師「學與思」第 5週「校園導覽

與校史」課程辦理完畢。導覽主題為：校園

印記-植栽與環境故事(含校園安全防護設

施配置)。 

5-2 

(1)因應藝大會館 3 樓動畫系裝修工程後空間

調整，業於 104.4.17 更新藝大會館 3 樓

空間標示牌及各樓層標示牌。 

(2)更新教學大樓空間及樓層標示業於

104.4.17完成；另活動中心 402室空間平

面圖業於 104.4.17完成安裝。 

(3)因應國際交流中心搬遷至研究大樓，配合

修正行政大樓及研究大樓樓層標示牌，業

於 104.8.26完成安裝。 

(4)104.4.12-5.5 辦理人文廣場及人行道改

善工程，以及告示作業。相關修繕已於

104.5.20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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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04.1-12）

 1-1於通識中心、師培中心及各學院系推

動開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將性別議

題融入藝術專業課程。 

1-2具體支持各教學單位邀請相關領域專

家學者辦理專題講座。 

教務處 

通識暨共同教育 

委員會 

各教學單位 

性平會 

1.性平會補助金

額：17,626元

1-1 

(1)103-2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吳玉鈴老師「性

別文化與社會」、任一安老師「性別與醫

學」、謝淳清老師「酷兒論述與身體展

演」、吳岱融老師「藝術創作與身體知識」

等 4門。 

(2)於 104.5.6 以北藝大教字第 1041001721

號書函請各教學單位，若部分課程名稱與

性別議題非有直接關聯性，而授課教師教

學內容涉有該等議題者，於 7 月及 12 月

回報課務組，以利課程統計。另於 103-2

學期及 104-1學期教務會議加強宣導鼓勵

各教學單位邀請性別平等相關領域之專

家學者辦理專題講座、工作坊或於課程上

運用於性別平等議題上之教材。 

(3)104-1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吳玉鈴老師「性

別教育」、「性別文化與社會」、任一安老

師「性別與醫學」、陳雅萍老師「性別、

表演與身體」、顏淑惠老師「多元文化教

育」等 5門。 

1-2 文化資源學院、美術學院 及影新學院 邀請

專題講座如下: 

(1)104.5.19邀請蘇瑤華老師舉辦「實踐的身

體：社會策展中的文化論述與知識生產」

講座。 

(2)104.5.23 邀請葉子啟老師舉辦「『她』的

故事：行為藝術做為一種教學法」講座。 

(3)104.5.12邀請郭慧禪老師舉辦「身體、性

別、科技」講座。 

(4)104.12.7邀請導演王維明先生舉辦「寒蟬

效應電影賞析-談校園性別平權」講座。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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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04.1-12)

 2-1舉辦新進教師座談，於新進教師手冊

規劃性平議題內容，協助教師認識性

別平等教育推動概況及資源。 

教務處 CTL 

人事室 

2.教卓總計畫辦公室：

4,000元

2-1 

(1)已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申請及調查流

程、性平事件校內通報、性別平等教育法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

等內容編入 103學年度新進教師傳習手冊

中，並於 104.3.14 新進教師願景共識營

活動當日加強宣導。 

(2)已於 104.9.14 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已安

排性平宣導時間。 

3.瞭解課堂教學之性別及多元文化推展成

效。(104.1-12) 

3-1研議於教師及 TA教學評量等相關問

卷加入性別及多元文化尊重選項。 

教務處課務組 

CTL 

3-1 原擬於本校教學評量問卷新增「教師能尊重

學生性別、族群及宗教等多元文化差異」項

次，尚未能於 104.5.5 103-2 學期第 2 次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另於 104.10.13 

104-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再次提案，

擬新增「能平等看待族群、宗教及性別等多

元文化價值差異」項次，惟仍未能審議通

過。 (1)於103-1學期TA協同教學評量問卷項

目中加入「我覺得 TA 教學協助上沒有性別及

族群偏見」選項，調查結果平均分數為

4.628分（滿分為 5分）。 

(2)於103-2學期TA協同教學評量問卷項目中

「我覺得 TA 教學協助上沒有性別及族群

偏見」選項，調查結果平均分數為 4.617

分（滿分為 5分）。 

性 

侵 

與 

性 

騷 

防 

治 

1.透過創作引發學生關注性別平等及情感

教育相關主題。 

1-1延續「103-1分手博物館」之後續宣

導推廣。(104.1-7) 

    諮商中心 
1-1性平會補助金額： 

14,536 元 

1-1 除持續徵件之外，已與愛情心理學等課程合

作，同學們在課程當中的省思與生活作連

結，將於期末融入分手博物館的展出當

中。12/21-12/25 於藝大書店前展出，內容包

含靜態展示及靜心互動體驗。 

2.透過多元管道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2-1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週系列活動。
    諮商中心 

性平會 

2-1 

(1)諮商中心：18,350元 

2-1 以分手為主題辦理分手快樂系列衛教宣導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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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12) 

2-2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更新與維

護。(104.1-12) 

(2)性平會補助金額：

18,873元 

(1)104.4.28、5.5戀愛 (分手)急診室 

以創意圖卡提供即時諮詢，澄清個人在愛

情關係裡所重視的需求。 

(2)104.5.12-13分手情歌擂台賽 

分手主題歌唱比賽，透過歌曲的力量，陪

伴在感情中受挫的個人，並從歌唱大賽中

獲得療癒與共鳴。 

(3)104.5.12-13切切宅急便 

根據性別、親密關係等議題進行推廣與宣

傳，並現場提供問答互動。 

(4)104.11.17 辦理戀愛(心靈)急診室 
於學生餐廳前擺攤，以創意圖卡提供一對

一即時諮詢(共16人完成諮詢)，並提供「給

舊情人的一句話」塗鴉空間，以文字或圖

形作為情緒的舒發。

   (5)104.12.9 起辦理創意禪繞畫工作坊 
學習透過重覆的線條與圖形，學習靜心，

釐清分手後帶來的紊亂思緒，共 3 場，預

計 60 人參與。 
(6)104.11.20辦理北一區大專院校輔導主任經

驗傳承會議，會中邀請親職教育專家楊俐

容老師主講「從校園情殺事件看大學生的

EQ教育」、孫中興教授及呂秋遠律師主講

「校園情殺事件背後的社會學V.S.法律

學」，本會議之講座亦開放本校導師、教

職員參與，反應熱烈。 

2-2已於諮商中心網頁更新性平相關資訊

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

3-1邀請多元性別議題專業講師進行1-2

場講座，對象為學生。(104.1-12) 

3-2辦理系列主題式性別教育成長團

諮商中心 

人事室 

性平會 

3-1性平會補助金額： 

15,504元 

3-2諮商中心：9,792元 

3-1辦理情感議題講座，共四場： 

104.3.30 如何談情說愛/H 先生；104.4.20

一個人的旅行/貴婦奈奈；104.5.4在關係中

-自信藝點/心理師群；104.6.8 岔題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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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象為學生。(104.1-12) 

3-3辦理教職員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座1

場。(104.1-12) 

3-3性平會補助金額： 

0元 

關係。 

3-2 

(1)已於 103-2學期辦理「溝通怎麼辦?」主題

成長團體，使成員能夠學習與覺察在關係

中的溝通模式以及影響，進而在愛情、人

際、親子關係中作調整，共 6 場，約 90

人次參與。 

(2)已於 104-1 學期辦理「重拾勇氣-我想再一

次相信愛情」主題成長團體，使學員能夠

在團體中透過表達性藝術媒材創作療癒分

手後所帶來心理上的傷痛，共 8 場，40 人

次參與。

(3)已於 10/12 與電影系合作辦理「寒蟬效應」

王維明導演映後座談，共計 88 人參加。 
3-3 依本校教職員之需求，邀請兩性專家黃越綏

老師針對「職場人際溝通」的部分進行精彩

講座，獲得熱烈迴響。

4.持續接受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及相關培

訓課程。(104.1-12)
諮商中心 

(1)5/22 李如珺心理師參與「親密暴力法規研習」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舉辦) 
(2)7/8 李如珺心理師參與「網路霸凌增能研習」 

(臺北科技大學舉辦) 
(3)7/23李如珺心理師參與「親密暴力危險評估

研習」(東吳大學舉辦) 

(4)8/13李如珺心理師參與「大專校院親密暴力

防治與輔導工作實務」研討會(世新大學舉

辦) 

(5)12/4池妮聲心理師參與「是她還是他~跨越性

別的藩籬」專業輔導人員研習會(北一區輔諮

中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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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宣品製作。(104.1-12)

5-1分手博物館作品後製成宣傳品。 諮商中心 

5.性平會補助金額：

20,000元

5-1 將分手博物館成品與創作製成「創意筆記

本」，結合旅行筆記、記帳、空白年曆等功能。

目前刻正進行設計中，將於 12月中旬完成製

作。 

委 

員 

會 

運 

作 

1.性平會新網站規劃及上線使用。

(104.1-4) 

性平會 

(秘書室) 

(電算中心) 

性平會補助金額： 

1.網站視覺設計費：0元

2.英文網頁翻譯費：

5,982元

(經費來源：性平會預算) 

(1)性平會新網站規劃已請電算中心協助架設，

初步完成網站架構，進行測試作業中，後續將

進行網站資料的移轉與更新。已於 104.8.21

正式上線使用。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

職能。(104.1-12) 

性平會幕僚單位 

(各執行單位、 

委員) 

2.性平會補助金額： 0元 (1)配合教育部委託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性別

主流化基礎及進階研習班」，於 104.5.4-5 兩

日由本會承辦人參加基礎班之訓練課程。 

(2)教育部舉辦 104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於

104.5.25-27 薦派本會曾昭榕秘書完成初階

培訓。 

(3)國立政治大學舉辦學校教育人員面對校園性

別事件之基本知能與處理實務研習，由本會會

務承辦人黃薇潔專員出席。 

(4)教育部舉辦 104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座談會，於 104.10.6由饒淑婷委

員、黃薇潔專員代理出席與會。 

3.會務運作。(104.1-12)

性平會 

(秘書室) 

3性平會會務運作經費： 

  10,618元 

(1)購置會務用錄音筆及資料儲存碟，以利會議

進行。 

(2)104.3-6 性平會至各學院進行 性別平等教育

推廣交流座談會、召開性平會會議誤餐費。 

一、預算額度： 

1.以上年度各計畫，由各單位業務相關經費支應者，計 568,792元；性平會會務運作經費及各計畫項目列有申請性平會補助者，計 219,990元。

2.案經 103.12.18 召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性平會議決議後，納入年度計畫執行辦理，並會請主計室於新年度核列性平會經費總預算，計

219,700元，並於該額度內支應。 

二、執行經費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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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年度預算金額：219,700 元；獲性平會補助金額：133,739 元。

2.各單位業務相關經費支應者，計 1,879,9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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