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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行情形表(109.01-12) 

組別 工作項目(含完成期程) 執行(協同)單位 預算來源及預估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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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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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保管組 
1-2 總務處營繕組 

總務處：200,000 元 
1-1：100,000 元 
 
1-2：100,000 元 
 
執行金額：398,057 元 

1-1 
(1) 陽關大道(櫻花步道側)水溝蓋支撐角鐵

更換不鏽鋼角鐵，共 88,800 元。 
(2) 音樂一館後方人行木棧步道損壞修繕，共

38,777 元。 
(3) 關仔嶺前人行道樹穴整平案，共 91,350

元。 
(4) 美術系館陽關大道側人行道樹穴整平

76,545 元。 
1-2 
(1) 活動中心 1 樓、研究大樓 4 樓露台及藝文

生態館戶外木台木料局部損壞修繕，共

91,350 元。 
(2) 荒山劇場戶外木平台地板修繕，共 6,825

元。 
(3) 荒山舞台木扶手損壞修繕，共 4,410 元。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09.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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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600,000 元 
2-1：100,000 元 
2-2：500,000 元 
 
執行金額：950,468 元 

2-1 
(1) 藝文生態館入口(馬路側)照明電燈增設定

時器控制，共 3,990 元。 
(2) 荒山道路路燈基座改善，共 97,020 元。 
(3) 體泳館前往網球場路口段增設 3 盞 10 米

高燈，共 98,595 元。 
(4) 校區既有路燈故障汰換，共 56,963 元。 
2-2 全校高枝修剪(含監視器及夜間照明疏枝)，

共 693,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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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護校園公共空間緊急電話及監視系統。
(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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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320,000 元 
3-1：20,000 元 
3-2：300,000 元 
 
執行金額：573,520 元 

3-1 定期巡檢校園緊急電話，確保通話功能正

常。1-12 月支用經費 122,428 元。 
3-2 
(1) 定期執行校園監視系統之巡檢及維護，1-

12 月支用經費 293,332 元。 
(2) 衛保組周邊及活動中心 2F 廁所外新增監

視器，全案於 2月完成，共支用經費 10,500
元。 

(3) 研究生宿舍 T 字路口監視器線路損壞修

繕，共支用經費 16,560 元，以維校園學生

行車安全。 
(4) 校門口外側往學園路公園及校園岔入口

處、美術系館後方道路、戲舞大樓旁草原

處(帶祿獸區)等區域新增監視器共計 5
支，全案於 11 月完成，共支用經費 95,200
元，以維校園學生夜間行走安全。 

(5) 女生第一、二宿舍外走廊，新增監視器共

計 2 支，全案於 11 月完成，共計支用經

費 35,500 元，以維校園學生行經安全。 

4.加強居住者與在地生活環境之瞭解與融和。
(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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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100,000 元 
4-1：0 元 
4-2：100,000 元 
 
執行金額：52,650 元 

4-1 持續與關渡自然公園蛙類小組合作本校校

園蛙類調查。 
4-2  
(1) 全校指標更新及維修（含藝文生態館停車

場標示及戲劇系、師培中心、文資學院、

研究大樓門牌更換），1-5 月共採購 12,100
元整。 

(2) 全校指標更新及維修（含行政大樓樓層圖

更新、公車站玻璃地圖更新、行政大樓旁

增設停車標示、原資中心門牌新增及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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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學大樓門牌更換），6-11 月共採購

40,550 元整。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09.01-12） 
1-1 於通識中心、師培中心及各學院、系所推

動開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將性別議題

融入藝術專業課程，並提供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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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體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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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學院 
各教學單位 
性平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

度：50,000 元 
 
執行金額 37,402元 

1-1 ： 
(1)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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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玉玲老師「文化研究」、李明璁老師「電

影與社會倫理」、林瓊華老師「福爾摩莎百

年人物群像」、馬翊航老師「不只是山海：

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陳思仁老

師「史與時：西方史學典籍導讀」、曾志隆

老師「當代人權思想與議題」、連明偉老師

「小說的社會意識」、林嘉瑋老師「研究方

法與論文寫作」、魏心怡老師「音樂學導論

Ⅱ」、李立鈞老師「身體與圖像」、郭昭蘭

老師「西洋藝術史學方法」、陸愛玲老師

「導演Ⅳ」、謝淳清老師「身體研究：處境

／生命」、陳雅萍老師「舞蹈與文化」、戴

麗卿老師「創作理論與論文寫作」、江美萱

老師「電影美學」等 18 門。 
(2) 109-1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老師「性

別與醫學」、許皓宜老師「表達性藝術治

療」、顧玉玲老師「文化研究」、李明璁

老師「音樂社會學」、「文學、社會與電

影」、林瓊華老師「福爾摩莎百年人物群

像」、馬翊航老師「不只是山海：台灣當

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陳思仁老師「史

與時：西方史學典籍導讀」、曾志隆老師

「當代人權思想與議題」、連明偉老師「小

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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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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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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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社會意識」、吳玉鈴及閻自安老師「教

育議題專題」、高森信男老師「藝術概論」、

車炎江老師「音樂與人文」、林嘉瑋老師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彭致穎老師「野

蠻的圖像」、黃建宏老師「計劃型創作Ⅰ」、

楊凱麟老師「性別主體政治」、黃立芸老

師「藝術寫作與詮釋」、「中國藝術史學

方法」、陸愛玲老師「研究指導Ⅰ」、謝

淳清老師「酷兒展演：愛欲與權力」、李

佩穎老師「中國話劇史」、童偉格老師「經

典選讀」、江美萱老師「電影理論與美學」、

「臺灣電影研討」、林俊吉老師「身體與

行為藝術」、「身體與行為藝術研究」、

陳佳利老師「博物館與當代社會議題」、

高翊峰老師「閱讀術之樹」等 29 門。 
1-2 ： 
(1) 109 年 10 月 13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請藝   

術家吳語心老師辦理「藝術與人文教育系

列講座-女性 /身體 /藝術 :布衛生棉工作

坊」。 
(2) 109 年 11 月 30 日舞蹈學系邀請余彥芳老

師辦理「蓋姬的倡議:身體循環與更大邏

輯」。 
(3) 109 年 12 月 07 日舞蹈學系邀請余彥芳老

師辦理「蓋姬的倡議:身體循環與更大邏

輯」。 
(4) 109 年 12 月 08 日文資學院藝教所邀請新

村坊書苑創辦人施岑宜老師辦理「藝術與

人文教育系列講座-在瑞芳學:一個女性在

小鎮推動文藝復興的辦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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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9 年 12 月 09 日美術學系邀請藝術家賴

毓芝老師與劉瑞琪老師辦理「藝術對話:
穿越性別的視野」。 

(6) 109 年 12 月 24 日戲劇學系文資學院藝教

所邀請臺北海鷗劇場團長兼導演宋厚寬

老師辦理「當代戲曲」。 
 

1-3 ： 
(1) 體育中心 4 月至 6 月每周二晚上辦理「109

年度增肌減脂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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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中心 9 月至 11 月每周二晚上辦理

「109 年度增肌減脂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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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9 年 10 月 12 日體育中心辦理「109 年

度枕頭飛舞大亂鬥活動」，於活動看板及

現場宣導，將性別平等教育以活動教材方

式做為置入性宣導管道。 
(4) 109 年 10 月 19-21 日體育中心辦理「109

年度新生藝活盃籃球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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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1) 將新進教師手冊建置於 CTL 官網「資料

下載」區，內容包含性平議題，提供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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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閱。 
(2) 業於 109 年 9 月 10 日辦理 109 學年度新

進教師傳習工作坊(107-2 學期至 109 學

年新進教師)，於活動中說明性別平等教

育推動概況及資源，並提供書面資訊及法

規供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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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70,000 元 
 
執行金額：44,148 元 

1. 辦理「108-2 性別平等教育創意大賽」徵件

活動，收件時間為 5/13-6/9，比賽分為「影

像極短篇」、「平面圖像」2 組，創作者須以

北藝大校園為基底，進行性別平等主題影像

創作，並將創作製成貼文、標註一位朋友後

分享於臉書平台，期望此活動能夠喚起性別

平等在生活中的落實，透過公開平台影響更

多大眾。活動於 6/22 公佈得獎名單，共有 12
為得獎者。 
 

2-1-1 藝起晚餐系列活動 
(1) 109/4/29 辦理「藝起晚餐-大學生的談性說

愛沙龍」活動，因疫情的關係改為線上活

動，參與同學於活動中互動熱烈，從活動

後的學員心得了解大家獲益良多，共12人
上線參與。 

(2) 109/11/5 舉辦「藝起晚餐~呷飯配電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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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12) 
2-2 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更新與維護。

(109.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50,000 元 
 
執行金額：40,821 元 

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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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 小時*2 場

*1.0191=8,153 元) 
3-2 邀請性別平等教育專業講師進行 1-2 場講

座，對象為教職員工。(2000*2 小時*1 場

*1.0191=4,076 元) 

3-1 諮商中心 
3-2 人事室 

3-1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8,153 元 
 
執行金額：6000 元  

 
3-2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4,0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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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金額：4076 元 平主題紀錄片欣賞與映後座談，邀請孢子

囊電影院-簡政展老師帶領學生討論愛情

與婚姻的關係，共 16 人參加。 
(3) 109/12/3 藝起晚餐-談性說愛，邀請同志諮

詢熱線講師蒞校分享關於大學生的情感

關係、安全性行為等相關議題，共約 20 人

參加。 
2-1-2 性平主題成長團體 

109/5/17辦理「Sex Chat 療性說愛相談室」 
工作坊，由趙國容、李昕實習心理師藉由

賽可斯桌遊、oh 卡、學習單等工具，以趣

味的方式進行性價值及觀念的探索，創造

屬於自己舒適的親密關係與性距離，共 9
人參加。 

2-1-3 性平主題週外展宣導活動 
(1) 109/9/7 於新生始業教育諮商中心「聊心・

療心」時段中，邀請戲劇系二年級學生(張
晴、陳沛如、張介禎)以戲劇表演方式，對

全體新生傳達防止性騷擾及降低約會危

險風險的方法，約 450 人參加。 
(2) 109/10/26-30 與學生會、衛保組、資源教

室合作，於中午時段在學生餐廳前進行性

別平等教育與障礙平權聯合宣導，以遊戲

與問答方式進行「平權」主題宣導(例如：

多元性別、障礙平權、關係平權…等)，共

約 200 人次參加。 
2-1-4 性平主題手作工作坊 

109/11/19 辦理「關係不 NG-手作飾品工

作坊」，邀請劉欣怡老師帶領同學從手作

的樂趣中體悟親密關係的議題，共約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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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2)  
(2000 元*2 小時*2 場*1.0191=8,153)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8,153 元 
 
執行金額：8153 元 

5.宣導品。(109.01-12) 
5-1 相關性平宣導品。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50,000 元 
 
執行金額：54,0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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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3-1 新生訓練相關性平宣導活動 
109/9/9 於新生始業教育中舉辦 2 場「我

的身體我做主－關係裡的學習與保護」性

平講座，邀請現代婦女基金會教育宣導部

黃傳馨講師，藉由短片對大一新生提醒在

戀愛或分手中該留意的事項，約 450 人參

加。 
3-2 教職員工性平主題宣導活動 
(1) 109/7/8 諮商中心與衛保組合作於教職員

工訓練中辦理電影「吉屋出租」欣賞及映

後座談，由王亮月主任帶領認識多元性別

的認同與愛滋防治等觀念，共 37 人參加。 
(2) 109/7/29 辦理教職員工性平講座，邀請鍾

宛蓉律師以「學校，請你這樣保護我－從

案例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之防

治與處理」主題，提醒性平通報事項及說

明可協助處理的方式與資源，共 33 人參

加。 
(3) 109/11/9 於 109-1 學期導師會議中，對導

師及助理導師提醒性騷擾、性侵害、性霸

凌、親密關係暴力等相關通報注意事項，

並說明如何協助當事人與可運用合作的

系統資源，共 63 人參加。 
 
4-1 本學期共辦理兩場性別平等主題專業督 
    導： 
(1) 7/29 諮商師在性平案件中應有的法律素

養–鍾宛蓉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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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9 性平案件中的諮商處遇原則–劉素

鳳諮商心理師。 
  
5-1 文宣品製作 
(1) 票卡匣：以今年度性平大賽前三名的設計

為版型，後製成票卡匣，於活動中發送。 
(2) 寫字板：融入性平概念的實用文品，由於

受到同學們的喜愛，所以邀請校友設計版

型繼續製作成文宣作為宣傳。 

委 
員 
會 
運 
作 

1.會務運作。(109.01-12) 性平會 
(秘書室) 

性平會預算：128,786
元 
 

執行金額：181,379

元 

1. 109 年校園性平事件分別於 4/21、4/28、
5/19、6/9、7/1(A)、7/1(B)、7/7、7/30、8/3、
8/25、9/29、10/30、11/12、11/19、11/26、
11/27、12/16 接獲通報計 17 案，業依程序

及規定通報教育部，並辦理後續事宜。 
 
2-1  109/11/04 李如珺諮商心理師參加台北市

家暴中心「109 年度責任通報人員訓練課

程 」。 
2-2  教育部於 109/12/10 及 12/11 辦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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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鍾永豐執行秘書出席與會。 
2-3  教育部於 109/12/16 舉辦「109 年度大專

校院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本會薦

派王亮月主任出席與會。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職

能。(109.01-12) 
性平會幕僚單位 
(各執行單位、委員) 

性平會預算：10,000
元 
 
執行金額：2,830元 

預 

算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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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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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1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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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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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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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78 元。 

    3.本年度性平計畫總執行經費約 2,353,573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