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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7 年度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行情形表(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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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校園友善通行空間。(107.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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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管組 
1-2 總務處營繕組 

執行金額: 82,475 元 1-1 
1.陽關大道、人文廣場等校園人行步
道地磚鬆動修補，已於 1 月及 3 月
分別修繕完成，共計支用經費
6,625 元。 

2.教學大樓前人行道路面整平工程
業於 107 年 1 月 30 日執行完成，
共計支用經費 46,085 元。 

3.活動中心 1 樓草皮凹陷不易行走，
已於 3 月補沙填平。 

4.關美館外廣場石板溝蓋破損及國
際書苑外廣場斜坡飾面破損突起
改善，業於 107 年 6 月 20 日修繕
完成。 

5.陽關大道(女一舍至體泳館公車站
牌前)人行步道平板磚整修，107 年
10 月修復完成。 

 
1-2 
1.女一舍、動畫系及藝大咖啡木平台

腐朽，分別於 4 月和 5 月修繕完

成，共計支用經費 29,765 元。 
2.藝文生態館寶萊納餐廳戶外南方

松地板損壞修繕業於 107 年 9 月

修復完成。 
3.活動中心一樓廁所前木平台損壞，

折除整地改鋪設石板業於 107 年

12 月 3 日修復完成。 
2.維護校園夜間安全環境。(107.01-12 ) 2-1 總務處營繕組 執行金額: 97,580 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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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定期巡檢校內公共區域燈具設備，維護夜間正

常照明。 
2-2 檢視修剪樹木枝條，避免影響夜間照明效果。 

2-2 總務處保管組 1.綜合宿舍前方及女二舍間走廊燈、

動畫系側門口及戲舞大樓往校門
口人行道照明調整改善，分別於 1
月及 3 月完成，共計支用經費
37,440 元。 

2.特殊教室工廠入口處及動畫系大
門前路燈路燈修繕已於 3 月完成，
共計支用經費 8,515 元。 

3.研究大樓旁階梯燈不亮已於 107 年
6 月完成修繕。 

4.美術系館前方照明業於 107 年 7 月
完成改善。 

5.展演中心中庭入口右側探照燈故
障，業於 107 年 9 月完成修繕。 

6.學生餐廳外庭園燈線路損壞業於
107 年 9 月完成修繕。 

7.鷺鷥草原往藝文生態館庭園矮柱
燈線路損壞業於 107 年 10 月完成
修繕。 

 
2-2 
1.107 年上半年高枝修剪作業業於 1
月初執行完成，共計支用經費

51,625 元。 
2.107 年下半年防颱疏枝修剪作業業

於 7 月上旬執行完成。 
3.綜合宿舍後方曬衣場大樹修剪、一

心路大樹遮蔽監視器修剪及教學大

樓外牆生長過剩爬藤綠牆修剪，已

於 11 月完成。 
3.維護校園公共空間警示及監視系統。(107.01-12) 
3-1 每週定期巡檢校園緊急電話，確保通話功能正

3-1 總務處事務組 
3-2 總務處事務組 

執行金額: 499,492 元 3-1 
1.1-12 月執行本校電信系統維護(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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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3-2 定期巡檢及維護校園監視系統。 

巡查本校各緊急電話)，支用經費
249,600 元。 

2. 1-12 月預計持續執行維護本校電

信系統 (含巡查及抽檢各緊急電
話)，損壞零件及話機由備品支應
支用經費 59,734 元。 

3.針對消防受信總機火警電話通報
共計 23 處進行巡檢及修復，確保
通報功能正常。本項已於 11 月完
成檢修線路，目前正進行測試功能
階段，支用經費 4,000 元。 

 
3-2 
1.1-12 月執行本校校園監視系統定
期巡檢及維護 6 月份起將陸續汰換
老舊監視主機 17 台、監視鏡頭 192
支。設備損壞維修、部分戶外線路
重新配線，全案已於 11 月完成汰
舊換新監視設備及線路重新整線
支用經費 172,658 元。 

2.新增圖書館左右兩側樓梯裝置監
視設備支用經費 7,000 元。。 

3.6 月除定期巡檢及維護，另為有效
管理校園監視設備，並規劃荒山小
屋移機事宜，全案已完成，支用經
費 6,500 元。 

4.加強在地生活環境之瞭解與融和。(107.01-12) 
4-1 辦理校園生態調查，提昇環境認知。 
4-2 維護公共空間指標與告示。 
4-3 加強各項管制與工程預告。 

4-1 總務處保管組 
4-2 總務處事務組 
4-3 營繕組 

執行金額: 148,050 元 4-1 
107年度校園蛙類調查與關渡自然公
園持續合作進行中。 
4-2 
1.107 年 3 月份完成校行政大樓樓層
配置圖中英文標示，包含大樓入
口處及各樓層電梯口，支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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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0 元。 
2.107 年 4 月份完成舞蹈學系系館各
教室門牌中英文標示，支用經費
9,650 元。 

3.107 年 11 月份辦理行政大樓指標
更新採購，惜因無廠商投標而流
標，將於 108 年度再進行第 2 次招
標，工期估計 1 個月，預算經費
120,000 元。 

4-3 
1.持續進行各項工程進行前及進行
過程中之宣導。 

2.人行專用道標線繪設(路段：戲舞大
樓跨越天橋至展演中心後方停車
場入口約 115公尺)已於 107年 7 月
執行完成。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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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行金額: 36,331 元 1-1: 
(1)106-2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老

師「性別與醫學」、楊凱麟老師「性

別議題」、吳岱融老師「藝術教育

與性別議題」、林俊吉老師「身體

與行為藝術」、許皓宜老師「愛情

心理學」、許皓宜老師「心理衛生

與情緒教育」、鍾明德及張佳棻老

師「關渡講座：身體、行動與藝

術」、陳偉誠老師「身體開發與自

我探索」、陳偉誠老師「身體創作

專題Ⅱ」、王雲幼老師「身體察覺

研究」、黃建宏老師「身體政治」、

謝淳清老師「酷兒身體」等 12 門。 
(2)107-1學期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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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老師「性別與醫學」、張娟芬老

師「書寫與性別」、陳偉誠老師「身

體開發與自我探索」、林俊吉老師

「身體與行為藝術研究」、許皓宜

老師「金庸小說中的關係心理學：

愛情篇」、許皓宜老師「心理覺察

與書寫」、鍾明德及張佳棻老師

「關渡講座：身體、行動與藝術」、

陳偉誠老師「身體創作專題Ⅰ」、

謝淳清老師「酷兒&混種」等 9門。 
1-2: 
(1)107 年 4 月 11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

邀請文學家張惠菁老師辦理「性

別平等教育計畫系列──女性，

和我們的新世界」（女性文學家的

歷史、文學跨域創作經驗分享）。 
(2) 107 年 4 月 25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

邀請新村芳書院創辦人施岑宜老

師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列

──新村芳書院，女性空間的再

生與書寫」（從女性主義地理學出

發探究性別與空間議題）。 
(3) 107 年 6 月 27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

邀請藝術家王德瑜老師辦理「性

別平等教育計畫系列──女性藝

術家的創作之路」（從女性角色探

討藝術家的建構與創作歷程）。 
1-4:107 年 6 月 5 日出版組邀請王美

珠老師就專書《音樂美學：歷史

與議題》內容中，有關性平議題

部分，辦理「音樂中的女性─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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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女性作曲家希兒德佳特說

起」講座。 
1-5: 
(1)於 107 年 5 月 7 日辦理 106 學年

度水上運動會，將性別平等教育

海報及標語以活動教材方式做為

置入性宣導管道。 
(2)107 年 10 月 15、16、18 日辦理

107 學年度薪火相傳籃球比賽，

於活動看板及公布欄張貼宣導海

報及標語，將性別平等教育以活

動教材方式做為置入性宣導管

道。 
 

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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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於 4 月 23 日辦理新進教師傳習

迎新會、9 月 5 日辦理「107-1 學期

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議程安排「性

別平等宣導」專題短講（主講：主秘

暨性平委員會執行秘書王寶萱）。另

於會中提供更新版「教師資源手冊」，

內容包含本校性平委員會組織架構、

年度計畫與相關法規資訊。協助教師

瞭解本校性別平等教育推動概況及

資源。 
3.瞭解課堂教學之性別及多元文化推展成效。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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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課務組 
CTL 
 

 3-1:於 107 年 5 月發放之 TA 協同教

學評量問卷，均有性別及多元文

化尊重之議題與選項。 
3-2: 
(1)已於 TA 協同教學評量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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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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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機 1102』。 教育委員會，校內分機 1102』。 

(2)已於教學評量施測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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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受理管道宣導

文句。 

性 
侵 
與 
性 
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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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伸展台-創意走秀」活動。(107.1-6)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76,757 元 
(1) 性別平等主題創作大賽「是該停

止了!」已於 5/7 晚間圓滿結束，

並於當天完成「創意展演組」及

「生活攝影組」授獎儀式。 
(2) 5/7-5/25 期間於本校水舞台旁辦

理性平主題攝影展，展出作品為

本學期性別平等主題創作大賽

「生活攝影組」優選作品，活動

現場搭配「愛的摩斯大解密」活

動，期待觀者除了欣賞作品之外，

也可以從趣味的互動中加深對本

活動的印象，達到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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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12)
2-2 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更新與維護。(107.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36,805 元 
2-1 
辦理「No more undertable」系列活

動: 
 
2-1-1「香遇」10/24-25 
與學生會合作進行性別平等教育宣

導，擺攤製作香氛磚吸引同學關注

性平議題。 
 
2-1-2 餐桌攝影展 11/26-12/21 
申請內政部性別平等攝影展得獎作

品，於學生餐廳之餐桌陳設展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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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幅。學生可透過掃描展出作品之

QR-code 進連結填寫觀後心得，於

12/13 中午公開抽獎表揚。 
 
2-1-3 漫才-佐野先生來了 
9/6 新生始業式以漫才型式宣導性騷

擾防治 
12/13 中午於學生餐廳以漫才型式講

述危險情人的辨識、安全分手、戀

愛中的自我照顧 
 
2-1-4 桌遊愛情 12/05 
與學務處聯合擺攤，因應公投結果

關心本校學生身心狀態，以「獨

白」互動方式引發同學抒發對於本

次公投中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看法

與感受，並錄製影像，將後製為宣

導短片。 
 
2-1-5 美味關係 
11/29、12/17 
於中心臉書首播美食 DIY 影片，透

過影像分享如何自製簡易餐食，照

顧自己的健康，甚至鼓勵與親朋好

友共享自製餐食，為關係加分。 
 
2-1-6 藝起晚餐 
12/19(三)晚間邀請學生共進晚餐，

針對「聊聊非典型關係：開放式與

約砲」主題進行互動式講座，由中

心諮商心理師與研究生楊凱鈞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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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帶領，約 20 人參與。 
 
2-2 
建立性平活動主題專頁隨時更新活

動最新狀況。 
3.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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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教職員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座 1-2 場。 

3-1 諮商中心 
3-2 人事室 

3-1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

度：6,522 元 
3-2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

度：6,522 元 

3-1 
3/19(一)上午10:00-12:00邀請資深心

理師暨性平事件處理專家張麗君老

師蒞校演講，共約 85 人參與。 
12/18(二)晚間辦理「自我療傷與培

力：聊聊公投後的感受」講座，由中

心諮商心理師與本校研究生楊凱鈞

同學共同帶領，共約 20 人參與。 
 
3-2 
7/2 人事室辦理教育訓練講座-人權

教育-談兩性平權議題法院判決案例

分享 。講師: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王

碩志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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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預計辦理 1 場專

業督導或個案研討會。(107.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6,522 元 
劉懿慧諮商心理師於 9 月蒞校進行

性平案件輔導處遇專業督導。(原定

胡延薇老師因故無法前來，改邀劉懿

慧老師) 
5.文宣品製作。(107.1-12) 
5-1 具本校特色之性平宣傳品。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50,000 元 
-寫字板(加印) 
-手作護唇膏 
-手作香氛磚 
-「擁抱有福」2 用杯提袋 
-文宣提袋 

委 1.會務運作。(107.1-12) 性平會 執行金額: 128,786 元 106-107 年校園性平事件分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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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運 
作 

(秘書室) 106.10.31、106.11.17、106.12.05、
107.01.19、107.07.17、107.11.07 接

獲通報計 6 案，業依程序及規定通

報教育部，並進行續辦。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職能。 
(107.1-12) 

性平會幕僚單位 
(各執行單位、委員) 

執行金額:2,818 元 (1)行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10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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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薦派劉映辰專員出席與會。 
(2)臺北市政府勞動局於 107.05.21
辦理 107 年度「防制性別歧視暨

性別工作平等法令宣導會」本會

派薦派劉映辰專員出席與會。 
(3)教育部於 107.11.26 辦理「107 年

度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運作傳承會」本會薦派吳淑

鈴秘書及漆之姮專員出席與會。 
(4)教育部於 107.11.27 辦理「107 年

度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座談會」本會薦派王寶萱執

行秘書及王亮月委員出席與會。 
(5)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於 107.11.29 辦

理「校園性別事件的流程與輔導

處遇專業研習」本校薦派諮商中

心王亮月主任及李如珺心理師出

席與會。 
(6)中華非營利組織發展協會於

107.12.06 辦理「107 年下半年度

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法院案例判

決研討會」本會薦派王亮月委員

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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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偕同校內各單位進行教職員工性別事件處理知能

之教育訓練 
性平會 
(人事室、學務處) 

本會王寶萱執行秘書受教務處教學

與學習支援中心邀請，於 107.09.05
新進教師傳習工作坊交流會議中，

進行「性平業務介紹及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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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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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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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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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063 元。 
3.預估本年度性平計畫總執行經費約 1,178,66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