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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0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行情形表 (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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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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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384 元 

1-1 

(1) 圖書館及荒山路邊階梯及水溝蓋修補，共

49,000 元。 

(2) 入口崗哨旁箱涵頂版及人行步道破損修

繕，共 54,926 元。 

(3) 藝文生態館戶外木平台破損、翹曲修繕，

共 31,500 元。 

(4) 女一舍後門地磚拱起修繕，共 25,000 元。 

1-6 月合計執行 160,426 元。 

(5) 志仁高職步道石板鬆動維修 29,715 元。 

(6) 荒山周邊步道石板鬆動維修 95,603 元。 

(7) 人文廣瑒及女一舍對面高壓混凝土磚面

局部凹凸不平整修，共 96,705 元。 

(8) 行政大樓前方公車候車亭旁高壓混凝土

磚地坪整平，共 12,600 元。 

(9) 荒山、蜜月小徑等石板步道整修、舞蹈系

館 2 樓欄杆扶手石板脫落、藝文生態館 5

樓露台台階磁磚破損修繕，共 36,435 元。 

(10) 藝大咖啡戶外木平台整修，共 39,900 元。 

7-12 月合計執行 310,958 元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10.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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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 元 

2-1：100,000 元 

 

2-2：280,000 元 

 

執行金額：467,278 元 

2-1 

(1) 體泳館前往網球場道路 2 盞高燈損壞及

上路段無設置照明設備，維修 2 盞及增設

3 盞庭園式高燈，共 65,558 元。 

(2) 女一舍至關子嶺公車站之間人行道夜間

昏暗，加裝 2 盞庭園式矮燈補充照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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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50 元。 

(3) 校園後門圓環段新設路燈 2 處，共 98,070

元。 

(4) 籃球場階梯燈光一盞不亮更換，共 12,915

元。 

1-6 月合計執行 190,193 元。 

(5) 校區路燈燈具汰換A040、A054，共 19,425

元。 

(6) 阿福草旁照明燈故障修繕，共 23,940 元。 

(7) 女一舍旁景觀燈 F032、F033 燈泡故障挑
高汰換，共 1,500 元。  

(8) 藝大會館門口高庭園燈 F026、F030 故障
修繕，共 1,280 元。 

(9) 關子嶺斜坡高庭園燈 F032 靠近研究生宿
舍側故障修繕，共 940 元。 

7-12 月合計執行 47,085 元。 

2-2 

(1) 上半年全校高枝修剪(含監視器及夜間照
明疏枝)，共 115,000 元。 

(2) 下半年全校高枝修剪(含監視器及夜間照
明疏枝)，共 115,000 元。 

3.維護校園公共空間緊急電話及監視系統。

(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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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00 元 

3-1：130,000 元 

3-2：300,000 元 

 

執行金額：581,849 元 

3-1 

(1) 定期巡檢校園緊急電話，確保通話功能正

常。1-6 月支用經費 61,214 元。 

(2) 定期巡檢校園緊急電話，確保通話功能正
常。7-12 月支用經費 61,214 元。 

3-2 

(1) 定期執行校園監視系統之巡檢及維護，1-

6 月支用經費 146,666 元。 

(2) 定期執行校園監視系統之巡檢及維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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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支用經費 135,000 元。 

(3) 藝大會館電梯內部半球監視器影像模糊，

設備汰舊換新，全案於 1 月完成其支用經

費 1,800 元，以維校園學生安全。 

(4) 為避免學生意外跌落池中及生態破壞，於

學生餐廳外之生態池，新增攝影機 2 台，

全案於 5 月完成共支出經費 24,300 元。 

(5) 為避免學生於偏僻之區域發生意外於網

球場及鷺鷥草原各增設攝影機 2 台(共計

4台)及 8PORT錄影主機 1台，合計 99,000

元，全案於 7 月完成。 

(6) 戲舞大樓 3 部電梯內部半球監視器影像

模糊，設備汰舊換新，全案於 10 月完成

其支用經費 17,445 元，以維護校園學生

安全。 

(7) 行政大樓牆面新增設 1 台攝影機，主要辨

識未戴安全帽者，加強取締，以維護學生

於校園安全，全案於 10 月完成其支用經

費 9,710 元。 

(8) 行政大樓旁停出場及行政大樓門口等處

增設攝影機，共計 2 台，全案預定於 11

月下旬完成共支出經費 25,500 元。以維

護校園學生安全。 

4.加強居住者與在地生活環境之瞭解與融

和。(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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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50 元 

4-1 持續與關渡自然公園合作進行校園蛙類生

態調查。 

4-2 修繕及更新校園標示牌。1-6 月支用經費

21,700 元；7-12 月支用經費 75,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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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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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元 

 

執行金額: 

共計 40,635元 

 

1-1  

(1) 109-2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任一安老師「性

別與醫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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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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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汝端老師「傳統音樂與臺灣社會」、車

炎江老師「系統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

潘莉敏老師「音樂與性別」、林嘉瑋老師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郭昭蘭老師「西

洋藝術史學方法」、黃建宏老師「後殖民

論述與實踐」、謝淳清老師「身體研究：

遺存的肖像」、戴麗卿老師「創作理論與

論文寫作」、江美萱老師「電影美學」等

15 門。 

(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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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與權

力」、李明璁老師「音樂社會學」、「文學、

社會與電影」、王美珠老師「音樂社會學」、

林瓊華老師「福爾摩莎百年人物群像」、

陳思仁老師「史與時：西方史學典籍導

讀」、「歷史、文化與記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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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鈴及閻自安老師「教

育議題專題」、潘莉敏老師「音樂研究與

女性主義」、「音樂與人文」、林嘉瑋老師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黃立芸老師「中

國藝術史學方法」、江美萱老師「電影理

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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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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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學生期末呈現或畢業製作融入性別及多

元文化議題，並提供經費之補助。 

 

教務處課務組 

各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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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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博物館講座Ⅱ」、

葉安德老師「角色設計」、王寶萱老師「當

代政治哲學課題」、蘇文郎老師「日本民

間故事選讀」、車炎江老師「系統音樂學

的理論與方法」、魏心怡老師「音樂學導

論Ⅰ」、陳雅萍老師「身體文化研究」、賀

淑芳老師「現當代文學中的性別、冷戰與

離散」、陳詩敏老師「健康教育」等 29 門。 

1-2 

(1) 110/5/7(五)13:30-16:30 藝術與人文教育

系列講座-翻轉母職:藝術家與母親的雙

重挑戰/汪曉青/青田藝術空間負責人。 

(2) 110/5/7(五)18:30-21:30 藝術與人文教育

系列講座-創作、教學與母職的多重拉鋸

與平衡/汪曉青/青田藝術空間負責人。 

(3) 110/10/27(三)13:30-16:30《SHE_O.S.：身

體記憶如何展演》工作坊(一)/藝術家葉名

樺。 

(4) 110/11/3(三)13:30-16:30《SHE_O.S.：身體

記憶如何展演》工作坊(二)/藝術家葉名

樺。 

(5) 110/11/23(二)13:30-16:30《中國戲劇及劇

場史研討 Ⅲ》/謝淳清教授。 

1-3 

(1) 體育中心於 110/4/20 至 5/12 每周二晚上

6:00~7:00 舉辦「110 年度健康促進增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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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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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中心 110/11/23(二)辦理「110 年度籃

球五點 3 分線投籃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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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 提供本校新進教師傳習手冊給予教職員

及新進人員，手冊摘錄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申請及校內通報調查流程，編入性

平事件、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要點、校內相關法規等

資訊連結，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相

關資訊。 

(2) 因受疫情影響，110-1 學期暫緩辦理新進

教師傳習工作坊，以信件及書面「新進教

師手冊」轉知相關資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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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學生期末呈現或畢業製作融入性別及多元

文化議題，共有 5 名學生提出申請： 

(1) 劇場藝術碩三陳立婷/畢業製作/ O-Life's 

a Drag。 

(2) 戲劇四林妤玟/畢業製作/家族排列。 

(3) 舞蹈研三李家明/李冠霖/畢業製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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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告別。 

(4) 美術碩三傅聖雅/期末呈現/便所之旅。 

(5) 動畫系三年級廖梓伶/期末呈現/繪本想

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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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60,000 元 

執行金額：50,567 元 

 

(諮商中心業務費支應

1,500 元) 

1. 110/5/11-6/18 辦理「嗄嘮別山的秘密-實境

解謎」性平教育推廣活動：本活動藉由遊

戲提示尋關解題中，讓參與之學生與教職

員工走出室外，認識本校性平設施、性平

概念，寓教於樂，因應疫情升級緣故，5/15

後活動改以線上方式進行，參與人數 95

人。 

2-1 學餐前性平擺攤宣導活動： 

(1) 4/28 中午在學餐前以牌卡、詢問想吃的食

物等有趣的媒材、問題，與同學聊聊及探

索內在自我的需求，同時宣傳本學期性平

推廣活動，參與人數約 70 人。 

(2) 5/12 辦理「愛的秘密縫-襪子娃娃手作工

作坊」，本場次邀請鍾佳儒諮商心理師帶

領成員進行手作活動，過程中講師透過指

導語帶領成員逐漸探索內在需求，反思自

我與他人的關係，完成的作品在疫情期間

也有正向陪伴的功能，參加人數 17 人。 

(3) 9/7-9/10辦理大一新生線上性別平等教育  

課程，諮商中心心理師透過授權之性平影

片及錄製有趣的對話影片，協助新生快速

了解性騷擾的定義及自我保護的方式，並

設計題目讓同學進行線上回答，379 位學

生完成，另提供 250 份獎項供答對 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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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12) 

2-2 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更新與維護。

(110.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50,000 元 

執行金額：30,457 元

(教育部 110 年度大專 

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 

畫另支應 10,084 元) 

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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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時

*1 場*1.019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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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4 元 

(教育部 110 年度大專

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另支應 4,084 元) 

 

3-2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6,115 元 

執行金額：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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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同學參加抽獎。 

(4) 搭配校慶活動集點方案，於 10/20-11/5 舉

辦「我的身體我做主-關係裡的學習與保

護」性平線上闖關活動，共有 57 位同學

參與。 

(5) 11/11 邀請美雙工作室負責人沈佳賢、林 

妤玟(本校戲劇系校友)帶領「甜蜜蜜-點心

手作工作坊 1 場」，製作點心的過程中，

帶領者同時分享如何在伴侶與創業夥伴

2 種身分中找到平衡的方法，讓伴侶成為

創業的神隊友以及成立工作室的甘苦談，

共 34 位同學參加。 

2-2 定時更新諮商中心網頁與臉書粉專之性平

相關資訊。 

3-1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 

(1) 110/4/29 辦理「藝起晚餐 I~今晚我想來點

安全感」，本場次邀請台北市婦幼警察隊

潘偵查佐蒞臨授課。過程中，講師用真實

案例教導同學們如何在危機中用最簡單

的方式有效保護自己。同學們亦提出自己

生活中遭遇的問題，現場即時得到守護自

身安全的方法與建議，參加人數 10 人。 

(2) 110/5/6 辦理「藝起晚餐 II~如何在慾海中

找到真愛」，本場次邀請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講師帶領同學們探索自己在關係中的

需求，以及目前如何在網路交友的領域中

保護自己的安全，與會同學回饋收穫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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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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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教育部 109 年大專校

院校園心理健康促進

計畫經費另支應

12,254 元) 

5.宣導品。(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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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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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希望能夠繼續辦理此類課程，參加人

數 25 人。 

(3) 11/18 辦理「藝起晚餐~性與自我保護」，

本場次邀請台灣同志諮詢熱線講師群帶

領同學們了解正確性知能及在親密關係

中如何自我保護，參加人數 20 人。 

3-2 因應防疫升級緣故，調整原擬暑假舉辦教

職員工的實體性平講座，改以政府機關

(衛福部及社會局)之宣導影片方式及機關

數位平台(臺北 e 大及 e 等公務園)宣導辦

理，請師長同仁們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相

關主題課程觀看。 

4-1 性平主題個案研討會： 

(1) 110/4/29 邀請李訓維心理師帶領「性平事

件個案諮商處遇專業督導」，對象為本校

諮商中心諮商輔導人員。 

(2) 110/11/04 邀請姚淑文老師(東吳大學健康

暨諮商中心主任)帶領「校園性平事件個

案通報暨諮商處遇專業督導」，對象為本

校諮商中心諮商輔導人員。 

5-1 

(1) 製作防疫噴瓶筆，於相關會議及活動中發

送，達到自我保護與防疫的效果。 

(2) 製作「好膽 My 皂-創意紙香皂」，於相關

活動中發送，宣傳性平與防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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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會 

運 

作 

1.會務運作。(110.01-12) 
性平會 

(秘書室) 

性平會預算：147,579

元 

執行金額：226,765

元 

1. 110 年校園性平事件分別於 110/2/25、

110/3/12A、110/3/12B、110/4/13、110/4/20、

110/4/26、 110/6/1、 110/7/5、 1107/6、

110/8/5、110/9/22、110/9/29、110/10/2、

110/10/10、110/10/13、110/10/20、1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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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於

110/10/29 辦理「難以定義的界線-校園性

騷擾相關法律知能與實務研討」由王亮

月委員出席與會。 

2-2  教育部於 110/12/27 舉辦「110 年度大專

校院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本會薦

派周秀真委員出席與會。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職

能。(1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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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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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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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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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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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011 元。 

3.本年度性平計畫總執行經費約 2,013,672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