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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6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行情形表(106.1-12) 

組別 工作項目(含完成期程) 執行(協同)單位 預算執行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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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 ) 
1-1 維護校區內人行步道之平整及安全使用品質。 
1-2 檢修公共空間之木平台、階梯及欄杆。 

1-1 總務處營繕

組、  事務組 
1-2 總務處營繕

組、  保管組 

執行金額：526,323
元 

1-1 人文廣場地坪(混凝土)鋪設工程、藝

大食堂外陰井人孔塌陷修繕工程、陽關大

道(櫻花步道側)水溝蓋支撐角鐵更換不

鏽鋼角鐵及操場週邊人工草皮黏貼整平

修繕。 
藝文生態館往鷺鷥草原步道(約 45 公尺

長)，已於 10 月底完成花崗石板步道鋪

設。 
1-2 藝大咖啡外、動畫系前及藝文生態館

木平台修繕，研究大樓與教學大樓間大樓

梯防滑條塗設工程。 
女一舍外通道兩側木欄杆修繕。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06.1-12 ) 
2-1 定期巡檢校內照明設備，有效調整燈光點滅時

間。 
2-2 檢視修剪樹木枝條，確保夜間照明效果。 

2-1 總務處營繕組 
2-2 總務處保管組 

執行金額：190,001
元 

2-1 定期巡檢校內照明設備，維修活動中 
   心川堂及藝文生態館戶外庭園燈等。 
106 年 11 月增設行政大樓一樓走廊及樓

梯感應燈，提供同仁傍晚與夜間通行照

明。 
2-2 常態性辦理樹木及植栽之修剪，高

枝      
   修剪作業內容如下： 
(1)106.2.4-6 進行枯枝修剪與疏枝作業。 
(2)106.2.13 人文廣場旁台灣欒樹進行矮

化修剪。 
(3)已於 106.6.21-24 執行預防性高枝修

剪。 

3 建立校園公共空間安全警示系統。(106.1-12) 
3-1 全年每週定期巡檢緊急電話，以確保電話暢通 
使用。 

3-1 總務處事務組 
3-2 總務處營繕組 
3-3 總務處事務組 

執行金額：530,030
元 

3-1  
(1)106.1-4 維護本校電信系統 (含每月 
巡查及每日抽檢各緊急電話)及更換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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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檢視校內廁所緊急求救鈴確保正常功能。 
3-3 定期辦理校園監視系統巡檢及維護。 

電系統。 
(2)106.6-12 維護本校電信系統(含每月巡

查及每日抽檢各緊急電話)，損壞零件及

話機由備品支應。 
3-2 巡視校內廁所緊急求救鈴。 
3-3 
(1)106.1-4 本校校園監視系統巡檢及維

護；另汰換老舊監視器鏡頭 10 隻、新增

學園路與中央北路口監視設備及進行其

他維修。 
(2)106.6-12 本校校園監視系統巡檢及維

護；另汰換老舊監視主機 6 台、監視鏡頭

10 隻及設備損壞維修、部分戶外線路重

新配線。 

4.增進教職員工生環境敏感度與認知。(106.1-12) 
4-1 舉辦校園巡禮，加強辦理環境安全意識提昇活

動。 
4-2 加強空間環境解說與活動事件告示。 

4-1 總務處保管組 
4-2 總務處事務

組、 
 營繕組 

執行金額：172,500
元 

4-1 
(1)因應台灣藍鵲繁殖期間密集攻擊行人

事件，106.4 於教學大樓外人行道兩端張

貼說明與告示，以加強對台灣藍鵲的認識

與生物的尊重。 
(2)本校與關渡自然公園合作完成北藝大

校園蛙類調查成果報告，已於 106 年 6 月

份上傳保管組網頁公告。 
4-2  
(1)106.1-4 製作中英文對照之全校標示系

統設計，並提案校規小組審議。 
(2) 
a.本案於 106.04.17經校規小組審議通過，

並由事務組據以辦理招標。 
b.本案續於 106.05.17 決標予上尚室內裝

修有限公司，並於 106.06.12 完工。 
c.本案施作內容包括公車站玻璃地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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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戲舞大樓校園地圖燈箱 1 座、藝術大

道木作指示牌、人文廣場指示燈箱 1 座、

及教學大樓前燈箱維修 1 座。 
 (3)每周校園官網定期公告維修通報，並

因應臨時緊急事項補充公告之。 
5.規劃並建置符合安全規劃之友善校園環境。(106.1-
12) 
 5-1 建置研究生宿舍性別友善廁所。 
5-2 考量身心、語言及文化特殊性差異，持續檢視校

園設備及空間。 

5-1 總務處營繕組 
5-2 總務處事務組 

執行金額：225,000
元 

5-1 於 106.4.12 完成活動中心二樓(藝大

書店前面)廁所(男廁 2 間、女廁 3 間)搗
擺改善工程。另研究生宿舍性別友善廁所

於 106.9 完成啟用。 
   
5-2 參照 4-2 項，考量身心、語言及文化

特殊性差異，加強空間環境解說與活動事

件告示本案施作內容包括公車站玻璃地

圖 5 面、戲舞大樓校園地圖燈箱 1 座、藝

術大道木作指示牌、人文廣場指示燈箱 1
座、及教學大樓前燈箱維修 1 座。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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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結合關渡國際動畫節活動，辦理與性別議題相關

之活動或工作坊。 
1-4 鼓勵教師將性平相關議題融入出版，並發表於課

程教材及講座。 
1-5 於體育室相關活動看板及公佈欄張貼宣導海報或

標語，將性別平等教育以活動教材方式做為置入性宣

導管道。 

教務處 
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

會 
各教學單位 
性平會 

性平會補助金額：

36,521 
1-1性平教育課程相關事項: 

  (1)105-2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老

師「性別與醫學」、葉晉彰老師「武藝中

的身體文化」、許皓宜老師「心理學與生

活」、謝淳清老師「身體研究：身體／性」、

張懿文老師「身體政治」、王雲幼老師「身

體的探索與覺知」等 6門。 

(2)106-1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老師

「性別與醫學」、葉晉彰老師「武藝中的

身體文化」、許皓宜老師「心理學與生活」、

謝淳清老師「身體研究：慾望空間」、張

懿文老師「專題研究－性別議題」、潘娉

玉老師「當代女性藝術家群像」等 6門。 

  (3)於 105-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宣導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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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研究計畫」，鼓勵本校教師踴躍申請。 

1-2性平相關專題講座: 

  (1)106年 3月 17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

請中強光電文化藝術基金會徐芳筠執行

長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列-從紐約到

臺灣：社區藝術教育中崛起的女力(分享

女性藝文工作者如何透過藝術介入，造成

的經驗與挑戰)。 

  (2)106年 3月 28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

請特殊藝術教育韓淑華老師辦理性別平

等教育計畫系列-差異，讓我們看到另一

個繽紛的世界(差異，為女性主義教學法

所關注的議題探討)。 

  (3)106年 4月 18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

請馬偕醫院兒童癌症病房床邊老師徐蔚

君老師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列-安寧

照護，藝術相伴：床邊老師二三事(從女

性照護陪伴扮演角色探討)。 

  (4)106 年 10 月 24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

邀請本校關渡美術館研究助理葉人瑜辦

理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列講座「熱帶氣旋

中的女性觀點」。 

  (5)106 年 11 月 14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

邀請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蘇瑤華老師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列

講座「美術館與地方空間：女性與城市想

像」。 

  (6)106年 12月 5日師培中心邀請台灣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講師張明慧辦理教育

議題專題講座「桌上 Home Play與多元家

庭的不簡單生活」。 

  (7)106 年 12 月 28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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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藝術科技

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吳鴻安老師辦理性

別平等教育計畫系列講座「藝教新聲：性

別、科技與藝術教育」。 

1-3動畫系結合關渡國際動畫節活動，播

映性平相關電影「安諾瑪麗莎」。 

1-5體育室相關活動: 

(1)於 106 年 4 月 17 日辦理 105 學年度

水上運動會，並配合製作海報及標語宣導

性騷擾防治及申訴管道。 

(2)於 106年 10月 16 日舉辦 106年度枕

頭飛舞大亂鬥活動，將性別平等教育以活

動教材方式做為置入性宣導管道。 

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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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增能計畫辦公

室：53,000 元 
2-1定期更新「新進教師資源手冊」，105-

1 學期已製作「新進教師資源手冊（新

版）」，其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秘書

室）」專章，有助於協助教師認識性平委

員會組織架構、性平教育推動概況及資

源、配合事項、相應法規、承辦窗口等相

關內容，發送本校專任教師。惟因今年度

新進教師人數較少，為節省經費不另行印

製，改以電子檔方式寄送，並將於相關會

議適時提供與會教師。 

3.瞭解課堂教學之性別及多元文化推展成效。(106.1-
12) 
3-1 於 TA 教學評量等相關問卷加入性別及多元文化

尊重選項。 
3-2 宣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理管道，並於教

學評量問卷「其他意見」欄位加註『若有性別平等方

面的問題，請逕洽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校內分

機 1102』。 

教務處課務組 
CTL 

 3-1TA 教學評量表分別於 5 月 8 日至 5 月

19 日、12 月 4 日至 12 月 15 日於各課堂

上發放，均已列示性別及多元文化尊重選

項。 
3-2 已於教學評量施測版本「其他意見」

欄位加註宣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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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侵 
與 
性 
騷 
擾 
防 
治 

1.透過藝術競賽活動引發學生關注性別平等相關主題。 
辦理「第三屆北藝大分手情歌擂台賽」。(106.1-6) 

諮商中心 性平會補助金額：

47,237 元 
 

1.於106.5.10諮商中心與性平會合作辦理

「第三屆分手情歌擂台賽-性平達人秀」，

此次活動主要宣導恐怖情人條款及性騷

擾防治宣導活動，共約 95 人參與，回響

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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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12) 
2-2 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更新與維護。(106.1-12) 

諮商中心 
 
 
 
 

諮商中心業務費 
3000 元 

2-1 
(1)106.3.22 中午於學生餐廳前進行「水

嫩你的唇印‧捍衛你的權益-精油護唇膏

DIY」，包含性平有獎徵答活動，宣導

恐怖情人條款及自我保護概念，全校師

生共約 85 人參與。 
(2)106.4.24-26 於國際會議廳準備室進行

「掙脫愛的枷鎖-密室逃脫」活動，宣導

性騷擾防治及尊重多元性別相關概念，

開放全校師生組隊報名，共約 60 人參

與。 
2-2 於本校諮商中心臉書專頁及相關網

站進行活動宣傳及網頁更新。 

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06.1-12) 
3-1 邀請性別平等教育專業講師進行 1-2 場講座， 
對象為學生。 
3-2 因應本校性平現況，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三級預防

團體。 
說明：初級預防(prevention)對象為未發生性平事件

之學生、次級預防(intervention)對象為初次發生性平

事件之相關當事人或目標群體、第三級預防

(treatment)對象為重覆發生性平事件之相關當事人。 
3-3 辦理教職員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座 1-2 場。 

諮商中心 
人事室 

3-1 性平會補助金

額：3,261 元 
3-2 性平會補助金

額： 19,922 元 
3-3 性平會補助金

額：2,446 元 
 

3-1 
(1)106.5.10 中午邀請現代婦女基金會團

隊進行性侵害性騷擾防治互動式講座，

對象為全校教職員工生，共約 90 人參

與。 
3-2 
(1)106.3.13 邀請多元性別講師講演主題

「當幸福來敲門」，共約 30 人參與。 
(2)106.3.27 邀請暢銷書作家黃之盈心理

師蒞校講演主題「別再複製父母的婚姻

地雷」，以互動方式進行體驗活動，共約

50 人參與。 
(3)09/25、10/02 辦理舞蹈系大學部性別



7 

平等衛教宣導講座，在講座中用多元的

方式與媒材開啟對話，成員回饋在講座

中能夠了解自己的優勢、學習到增加個

人魅力的方法、也在講座中學習到在關

係中表達自己的方式，共約 60 人次參

與。 
(4)於 11/29 辦理「原來的我如此美好-快
閃嘉年華」活動。邀請全校師生共同參

與，以跑關的方式設計不同互動方式，

促進參與師生拋開性別認同、疾病框架

(例如：愛滋)等等限制，看見「原來的

自己」，發現自己的優勢，發揮自我潛

能。 
3-3  
  6/28 於 106 年度教職員工訓練舉辦  
   「性別主流化-愛滋性平講座」 

4.第一線輔導人員持續接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

治相關培訓或專業督導。(106.1-12) 
諮商中心 性平會補助金額：

6,522 元 
於 12/21 辦理個案研討會，討論諮商輔

導工作中，性平議題諮商處遇策略。 

5.文宣品製作。(106.1-12) 
5-1 具本校特色之性平宣傳品。 

諮商中心 性平會補助金額：

21,750 元 
 

業已完成邀集學生志工共同製作手工精

油護唇膏，命名為「水嫩你的唇印‧捍

衛你的權益」，作為 105-2 學期性平宣

導系列活動之特色宣導品。 
(1) 業已完成邀集學生志工共同製作手工

精油護唇膏，命名為「水嫩你的唇

印‧捍衛你的權益」，作為 105-2 學

期性平宣導系列活動之特色宣導品。 
(2) 支援生活輔導組於新生訓練製作宣傳

手搖扇。 
(3) 與資源教室合作製作宣傳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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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製作文宣貼紙。 

 
 
 
委 
員 
會 
運 
作 

1.會務運作。(106.1-12) 
性平會 
(秘書室) 

執行金額：1,760 105 年校園性平事件接獲通報計 3 案，業

依程序及規定通報教育部，教育部分別於

106.1.3、106.5.8 及 106.5.17 以 Email 通
知本校審核完竣。 
106 年校園性平事件分別於 106.06.14、
106.10.31、106.11.17、106.12.05 接獲通報

計 4 案，業依程序及規定通報教育部，並

進行續處。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職能。

(106.1-12) 

性平會幕僚單位 
(各執行單位、委

員) 

執行金額：2,818 (1)教育部於 106.1.16-18 辦理「106 年度

大專校院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本會薦派黃薇潔

專員出席與會。 
(2)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106.5.4 辦理「性

別預算及執行情形資料庫」基金預算系統

操作訓練，本校薦派黃薇潔專員出席與

會。 
(3)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於

106.11.23-24 辦理「106 年度下半年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

會」，本會薦派劉映辰專員出席與會。 
(4)教育部於 106.12.15 辦理「106 年度大

專院校性平委員會座談會」，本會薦派王

主秘寶萱、王主任亮月出席與會。 
 
(5)勞動部於 106.12.19~20 日辦理「106
年度職場平權研習營」，就性騷擾及職場

平權議題進行討論，本校擬派人事室黃

怡菁專員及本會劉映辰專員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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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偕同校內各單位進行教職員工性平事件處理知能之

教育訓練。(106.4-12) 
性平會 
(人事室、學務處) 

本會受學務處生輔組邀請於 106.4.10 導

師會議中，進行「校園性別事件之認識與

處理」之性平事件處理知能說明。 

預 

算 

與 

執 

行 

額 

度 

一、年度預算： 

以上年度計畫，由各單位業務及相關計畫經費支應者，計 1,1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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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00 元。  

二、本年度計畫預算執行情形： 

1. 各單位業務及相關計畫經費支應者，年度共計約：1,699,854 元。 

2. 性平會會務運作及各計畫項目獲本會補助者，年度共計約 142,237 元。 

3. 預估本年度性平計畫總執行經費約 1,842,091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