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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108 年度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行情形表(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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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校園人行步道，提供安全友善之行走空

間。(108.01-12) 
1-1 維護校區內人行步道之平整及穩固，減少

步道使用之意外風險。 
1-2 檢修公共空間之木平台、階梯及欄杆，提

升設施使用之安全性。 

 
1-1 總務處 

營繕組、保管組

1-2 總務處營繕組 

執行金額：599,235 元 1-1 執行關子嶺人行步道、整修活動中心至音
樂一館人行道平板磚修繕、教學大樓旁電
話亭人行道平板磚及音一館後方人行步道
修繕、活動中心一樓廁所前花崗石步道整
修、人文廣場樓梯石板修繕、荒山步道塌
陷修繕、陽關大道音樂廳對面水溝蓋破損
綜繕，共 426,195 元。 

1-2 音樂系與音樂廳間木棧道、藝文生態館 1
樓及 5 樓木平台修繕及藝大咖啡戶外木平
台樹穴座椅移除並鋪平，共 173,040 元。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08.01-12) 
2-1 定期巡檢校園公共區域之照明設備，修繕

故障燈具並適時調整燈光合理之點滅時

間。 
2-2 巡檢校園樹木枝條並適度修剪，減少枝葉

遮蔽夜間照明。 

 
2-1 總務處營繕組 
2-2 總務處保管組 

執行金額：998,555 元 2-1 新增關子嶺人行步道及行政大樓階梯庭園
燈與辦理鷺鷥草原側邊橋下庭園燈修繕、
藝術大道校園景觀燈具更換，共 323,555
元。 

2-2 業於 2 月初、4 月中及 6 月底併高枝修剪
作業完成，共 675,000 元。 

3.維護校園公共空間緊急電話及監視系統。

(108.01-12) 
3-1 定期巡檢校園緊急電話，確保通話功能正

常。 
3-2 定期巡檢及維護校園監視系統。 

 
3-1 總務處事務組 
3-2 總務處事務組 

執行金額：499,482 元 3-1 定期巡檢校園緊急電話，確保通話功能正
常，1-6 月支出費用共 119,880 元，7-10 月
支出費用共 79,920 元。 

 
3-2 
(1)定期巡檢及維護校園監視系統，1-6 月支出

費用共 146,666 元，7-12 月支出費用共
146,666 元。 

(2)為校園安全新增監視器於學生餐廳旁之機
車停車場，全案於 5 月份完成，共 6,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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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居住者與在地生活環境之瞭解與融和。

(108.01-12) 
4-1 辦理校園生態調查，提昇環境生態意識。

4-2 維護公共空間指標與告示。 

 
 
4-1 總務處保管組 
4-2 總務處事務組 

執行金額：129,510 元 4-1 
(1)業與關渡自然公園合作，於 108 年 2 月完

成本校校園蛙類調查成果報告，並上傳保
管組網頁公告周知。 

(2)業於 9 月初配合新生訓練辦理生態環境教
育宣導。 

 
4-2 
(1)行政大樓指標更新採購於 108 年 2 月份決

標，3 月份交貨並驗收完成，共 105,610 元。 
(2)全校指標更新及維修，6-10 月支出費用共

23,900 元整。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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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體育室相關活動看板及公布欄張貼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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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25,439 元 
1-1: 

(1)107-2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老師「性

別與醫學人文」、張娟芬老師「書寫與性

別」、許皓宜老師「精神分析經典導讀與應

用」及「心理學與生活」、龔卓軍老師「身

體文化研究」、陳偉誠老師「身體開發與自

我探索」及「身體創作專題Ⅱ」、鍾明德及

蔣薇華老師「表演專題：一個身體行動方

法的創作實習」、王雲幼老師「身體覺察研

究」等 9門。 

(2)108-1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老師「性

別與醫學」、許皓宜老師「愛情心理學」及

「表達性藝術治療」、顧玉玲老師「文化研

究」、林俊吉老師「身體與行為藝術」及「身

體與行為藝術研究」、謝淳清老師「酷兒展

演：邊界」、陳偉誠老師「身體開發與自我

探索」及「身體創作專題Ⅰ」等 9門。 

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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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瞭解課堂教學之性別及多元文化推展成效。

(1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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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課務組 
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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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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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108 年 5 月 3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請藝術

家吳語心老師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

列──在廢墟中，藝術如何重建敘事」（女

性藝術家的創作經驗分享）。 

(2)108 年 5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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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鎮營造女性的共好

空間」（從女性主義地理學出發探究性別與

空間議題）。 

(3)108 年 5月 24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請藝術

家汪曉青老師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

列──母親如同創造者」（從女性藝術家角

色探討女性認同與創造性議題）。 

(4)108 年 5月 24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請藝術

家陳秋瑾老師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

列──女性藝術教育工作者的兩難」（從女

性藝術教育工作者角色探討自身處境與自

我實現的衝擊）。 

(5)108 年 5月 24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請藝術

家汪曉青老師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計畫系

列──母職這條路：從藝術創作到藝術教

育」（從女性藝術家角色探討母職角色與自

我成長）。 

1-3: 

(1)108 年 11 月 12 日體育中心辦理「運動傷

害防護肌肉效貼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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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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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 年 11 月 18 日體育中心辦理「運動按

摩放鬆活動」，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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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已將新進教師手冊建置於CTL(教學與學習

中心)官網「資料下載」區，內容包含性平

議題，提供新進教師參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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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性別平等主題競賽活動。(108.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78,000 元 

1.辦理「性別無疆界-情歌對唱比賽」 
活動參賽者在前置準備時搜尋性平概念與

題材帶入自行設計的比賽內容中，讓參賽者

成為性平宣導的「種子」與「講師」，傳遞性

別平等理念給台下的觀眾(同學)達到寓教於

樂的效果。共約 135 人次參與。 
 
2-1 
(1)4/24、5/14 晚間 6:00-19:30 舉辦「藝起晚

餐」活動，由諮商中心提供平台，從性別平

等的角度出發，依據時事規劃主題，或由本

校同學自行提案，讓不同系所的同學有對話

交流的機會。共約 25 人次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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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12) 
2-2 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更新與維護。

(108.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50,729 元 

3.辦理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0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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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性別平等教育專業講師進行 1-2場講

座，對象為教職員。 

3-1 諮商中心 
3-2 人事室 

3-1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

度：4,076 元 

 

3-2 由學務處生活輔導

組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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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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辦理 1-
2 場專業督導或個案研討會。(108.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8,153 元 

(2)5/29 參與學務處聯合宣導，透由小遊戲宣

傳性平概念，共約 60 人次參與。 

(3)預計 11/19、21 中午在學餐前進行快閃宣

導活動，重點宣導性騷擾防治以及自我保護

概念。 

(4)12/11、12/18 晚間 5:30-8:30 舉辦「愛的

密密縫~手作工作坊」，講師透過手作活動帶

領成員聊聊關係中的溝通與覺察。共約 30
人次參與。 

(5)預計於 12/19 中午於湯圓大會中擺攤進行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 

2-2 持續將活動公告於中心網頁。 
 
3-1 於 12/10 晚間 6:00-8:00 邀請荷光性諮商中

心江欣怡老師(諮商心理師)與本校同學談「性

與自我保護」。 
3-2 邀請姚淑文老師蒞校講演「從新世代輔導

工作看校園性平事件的演進與因應」，對

象為全校導師及助教，參與共約 60 人。 
 
4-1 
(1) 於 9/26 邀請身心科醫師鄭宇明先生，針對

本校性平案件中諮商師的處遇與評估進行

研討。 
(2) 於 12/12 邀請鍾佳儒心理師進行創傷後

「EMDR 專業療法」處遇研討。 
 

5.宣導品。(108.01-12) 
5-1 相關性平宣導品。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度：

46,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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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 製作「為自己呼呼-冷熱敷墊」文宣品，於

新生訓練、導師會議及宣導活動中發送。 
(2) 製作及採購宣傳文具小物，作為校內性別

平等教育資源宣傳及性平宣導活動小獎

品。 

委 

員 

會 

運 

作 

1.會務運作。(108.01-12) 
性平會 
(秘書室) 

性平會預算執行金額：

203,525 元 

107-108 年校園性平事件分別於 107.11.17、
107.12.28、108.03.14、108.04.29、108.05.07、
108.06.24、108.08.29、108.11.13、108.11.21、
108.11.22、108.12.13 接獲通報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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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1-12) 
性平會幕僚單位 
(各執行單位、委員)

 

(1)行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108.3.19 辦理「108 年

度性別預算教育訓練」本會薦派漆之姮專員

出席與會。 
(2)教育部於 108.04.24 至 108.04.26 辦理「108
年度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北區)培訓」本會派

薦派鍾永豐委員出席與會。 
(3)108.11.14 至舞蹈學院進行性平宣導講座。 
(4)教育部於 108.11.19 辦理「108 年度全國大

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及座

談會」本會薦派吳淑鈴秘書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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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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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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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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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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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年度性平計畫總執行經費約 2,643,604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