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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2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推動計畫執行情形表 

面向 策略 執行計畫(含預計完成期程) 
執行經費及 

經費來源說明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環境 

與 

資源 

1.加強校園安
全廊道(陽關
大道)設施安
全及使用品
質  

1-1加強陽關大道照明設備 
(102.01-06)) 

 

 

 

 

1-2評估陽關大道加裝緊急電話 
(102.01-06) 

 

 

1-3陽關大道監視系統設備補強 
(102.01-06) 

 

1-4整修陽關大道兩側人行步道之
樹穴及地面 (102.01-06) 

1-1執行總經費：2,990,000元 

經費來源：總務處年度業務費 

1-2執行總經費：15,000元 

經費來源：總務處年度業務費 

1-3執行總經費：318,000元 

經費來源：總務處年度業務費 

1-4執行總經費：190,168元 

經費來源：總務處年度業務費 

總務處 1-1納入「全校區 LED 燈具改善
工程」乙案執行，於 102年 10

月 14日完成。改善地點邀請本
校各單位(含性平會)共同辦理
夜間現場會勘，確認照明需求及
改善成果驗收。 

1-2陽關大道加裝緊急電話於 102

年 4月 23日安裝完成。 

1-3陽關大道監視系統設備補強
於 102年 4月 18日安裝完成。 

1-4 

(1)本校陽關大道二側樹穴整治
案於 102年 3月 18日提報校
園規劃小組審議通過後執
行，並於 7月 25日申報完
工，已經提升改善校園內步
行安全，下一階段管理維
護，交由總務處持續追踪辦
理評估改善方案。 

(2)陽關大道二旁及人文廣場人
行道整平已在 102年 11月執
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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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檢視並
維護校園公
共空間安全 

2-1每年寒暑假進行校園安全等硬
體設備巡檢(含監視系統、求救
系統、照明系統)，並作成紀錄 
(102.01-12) 

 

 

 

 

 

 
 
2-2辦理校園安全空間檢視，公告

檢視成果，並作成紀錄 
(102.10) 

 

2-3整修鷺鷥草坪周圍步道 

(102.01-06) 

 
 
 
 
 
 
 
 
 
 
 
 

2-2執行總經費：54,700元 
經費來源：總務處年度業務費 

2-3執行總經費：67,000 

經費來源：總務處年度業務費 

總務處 2-1 

(1)監視系統委託維護廠商(中興
保全)每週巡檢 2次，並作成
維護紀錄。 

(2)緊急電話由駐衛警每月巡檢
乙次，並作成巡檢紀錄。 

(3)照明系統設備由營繕組同仁
巡檢並作成紀錄後據以辦理
修繕，另由駐衛警巡查時註
記故障燈具通報營繕組完成
修繕。 

2-2本年度已於 102年 3月 26日
召開「公共建築物安全檢查說明
會議」，各空間負責人員每季自
主檢查一次，總務處業於 102
年 9月 5日完成安全檢查。 

2-3考量鷺鷥草原周遭整體環境
融合度，2條主要步道均採自然
生態工法與材質施作，針對路面
平整度及避免路面泥濘容易滑
倒，均已完成改善。 

3.建置各系館
安全設施專
責人員定期
檢查機制 

3-1由總務處協同校安中心研議建
置各系館安全設施專責人員 
(102.01-10)            

3-2協助建立安全設施檢查項目表
格予系館安全專責人員，俾利
提供做為安全檢查項目之依據 
(102.01-10)          

3-3請各系館安全設施專責人員定
期陳報安全設施檢查紀錄
(102.01-10) 

 總務處 

校安中心 

3-1已由 102年 3月 26日召開會
議，並已由各系館提送安全設施
負責人員名單。 

3-2相關檢查項目已製作書面表
並置於總務處營繕組網頁，供各
檢查人員使用。 

3-3每學期由負責人員自主檢查
一次，再交總務處彙整辦理後續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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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哺乳室之位
置、量數有
成長空間。 

4-1戲舞大樓完工後，本校可使用
空間增加，經評估得於本校研
究大樓增設一間哺集乳室 
(102.08-102.11) 

4-2哺集乳室空間佈置及設備添購
(102. 11-103.1) 

4-1執行總經費： 

經費來源：申請性平會補助，納
入明年度計劃，經費額
度另估。 

人事室 

總務處 

4-1已經納入研究大樓空間修繕
工程辦理，並於 102年 11月 27
日研究大樓空間使用需求會議
提出需求說明。 

4-2配合研究大樓空間規劃分
配，預定依計畫增設相關配套設
備，一併納入明年度執行計劃。 

4-3本案討論過程中，併案研議以
教學大樓調整出來的空間替代
研究大樓設置哺(集)乳室之可
行性。 

5.維護師生夜
間返校之安
全 

5-1 協調大南客運公司增開捷運末
班車之接駁返校公車班次。
(102.10) 

 

5-2 協調大南客運公司增開週日夜
間返校班車。(102.11) 

5-1執行總經費：0 

 

 

 

5-2執行總經費：0 

總務處 5-1為顧及夜歸同學返校安全，經
協調大南汽車公司同意自 102
年 10 月 14 日起，增開晚上 11
時 30 分「北藝大專車」提供上
山(返校)服務。 

5-2 自本(102)年 11 月 4 日起，本
學期間每週「日」晚間 8時及 9
時，於關渡捷運站增開「北藝大
專車」以提供住宿學生返校需
求。 

 

 

 

課程、教材 

與 

教學 

1.鼓勵並支持
系所、通識
及師培中心
開設性別相
關課程 

1-1 鼓勵系所、通識及師培中心持
續開設或增開性別相關課程
(102.01-12) 

 
 
 
 
 
 
 
 
 
 
 
 
 

1-1執行總經費：0 

 

 

 

 

 

 

 

 

 

 

 

 

1-1 

教務處 

共同科 

師培中心 

各系所 

性平會 

 
 
 
 
 
 
 
 

1-1-1 

教務處每學期辦理開課通知時

皆會提醒各教學單位，應視需要

考量是否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

程或於相關課程中設計其他潛

在課程或教學活動以利學習，開

課注意事項。 

1-1-2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共同

學科 3 門通識課程(女性書寫與

物質研究、性別文化與社會、性

別與醫學)及美術系 1門(當代女

性藝術家群像)專業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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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持整合性別與展演議題的跨
科際主題型課程發展，並開展
問題解決導向與行動導向的課
程與教學模式(102.01-12) 

1-2執行總經費：0 

 
1-2 

教 務 處
CTL 

1-2(目前本計畫已移至舞蹈學
院)整合舞研所與藝教所共同推
動「藝醫共學：身體覺知、文化
覺省與生命覺行」跨科際問題解
決導向課程計畫，獲教育部經費
補助，每學期開設以身體與性別
為主題之系列課程，102-1學期
為「藝術創作與身體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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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 

與 

性騷擾防治 

1.透過創作
引發學生
對性別平
等主題之
關注 

1-1 集結對性別平等教育主題有興趣
之學生，進行系列宣導活動。例
如：於班級座談時進行繪畫創
作、歌曲傳唱…用符合本校藝術
特質的型式傳達性別平等教育
概念(102.01-12) 

1-1執行總經費：6,000元； 

經費來源：諮商中心年度業務費 

學務處 

諮商中心 

1-1 已於 102-1 新生班級座談中以海
報及宣導品的方式宣導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內涵。 

於 11/30、12/1 與本校衛生保健組合
作辦理愛滋防治工作坊，透過藝術創
作引發學生對愛滋議題的關注。 

2.透過多元
管道辦理
性別平等
教育宣導 

2-1 預計於 103 學年度新生班級座談
發送新版文宣品，宣導如何運用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資源，
以及性別平等概念(102.09-12) 

2-2 不定期更新中心網頁性別平等教
育欄位空間，提供性平相關訊息
(102.01-12) 

2-1執行總經費：11,000元； 

經費來源： 

申請校外專案補助(北市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專案
補助) 

諮商中心年度業務費 

學務處 

諮商中心 

2-1已製作LED燈宣傳品，已於102-1
新生班級座談中發送，並搭配性別平
等教育宣導。 

已製作網路安全電子報，提醒避免掉
入性侵害與性騷擾之陷阱。 

2-2 已將性別平等相關訊息更新於諮
商中心網頁。 

3.辦理性別
平等教育
講座與活
動 

3-1 預計於每學期進行 1-2 場講座。
(102.01-12) 

 
 
 
 
 

 

3-2每學期預定辦理 8-10人之主題式
小團體，經由諮商師帶領與引
導，成員可更深入進行自我探索
或者性別議題之探討(102.01-12) 

3-1執行總經費：19,584元 

經費來源： 

諮商中心年度業務費  

 
 
 
 
 
3-2執行總經費：12,992元 

經費來源：諮商中心年度業務費 

學務處 

諮商中心 

性平會 

3-1 102年 5-6月進行主題活動「愛
情大三元」電影欣賞暨講座，共 2
場，12 人次參與。12/9 邀請同志諮
詢熱線講師進行「認識多元性別當事
人」性平輔導知能講座，與會人員包
含諮商中心專兼任老師及本校性平
委員共 15人。 

3-2 已於 101-2 進行「五謎聚樂部」
成長團體，團體中主要透過有趣的活
動進行自我探索，領導者將性別平等
教育融入團體方案當中共辦理 6
場，40人次參與。 

已於 102-1進行「What can 愛 do」
愛情關係成長團體，領導者帶領成員
學習如何找到適合的另一伴，並且探
討自我對愛情的期待，以及愛情關係
中的溝通模式，共辦理 6 場，共 41
人次參與。 

辦理「誰來晚餐」性別平等教育講
座，邀請專業講師與同學針對不同主
題進行交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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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強教職員工
性別主流化觀
念之宣導 

4-1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101.07-08） 

4-1執行總經費：6,816元； 

經費來源：人事室年度業務費 

人事室 

性平會 

4-1 

102年教職員工教育訓練： 

專題講座主題-性別主流化數位研
習已於 9月 11日辦理完畢，參與
人數為 72人。 

5.全面檢視獎
懲辦法 ,落
實性平意識 

5-1蒐集相關法規研議分析，進行
修法可行性分析（102.01-08） 

 學務處 

生輔組 

本 校 學 生 奬 懲 辦 法 已 於
102/10/29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
報部備查,惟教育部建議應將「性
侵害」行為議處列入規範,將賡續
研議並修訂之。 

6.落實性平精
神之住宿管
理環境 

6-1學生宿舍床位數與男女住宿生
申請比例能符合平等原則
(102.05-09) 

6-2開放各宿舍公共空間無分性別
使用，建立友善環境(102.09-12) 

 學務處 

生輔組 

6-1為符合平等原則，自 102學年
度起調整男女生申請住宿比
列為： 

(1)大學部男、女住宿申請比例為
0.96：1。 

(2)研究所男、女住宿申請比例
為 0.87：1。 

6-2為落實性平精神、建立友善環
境及在不影響住宿學生作息
下，適時調整： 

(1)自 102 學年度起各宿舍公共
空間每日 0900~2200 時開放
供住宿學生共同使用。 

(2)本學期11/18-25實施女生宿舍
夜間門禁問卷調查，住宿人數
557 人，投票數 412 人(74%)，
投票結果同意開放取消門禁343
人(83.25%)，將持續辦理後續門
禁開放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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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宣導並落實
性平通報處
理機制 

7-1利用導師會議時間辦理通報義
務、流程及處理機制之宣導
(102.09-11) 

7-2辦理校內諮商師機制中之 24通
報處理機制座談會(102.03-7) 

7-1執行總經費：1,600元 

經費來源：課指組年度業務費 

學務處 

課指組 

諮商中心 

性平會 

7-1 因應教育部最新訂定之「教育
部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
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已於 11
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
會議中列入報告事項，加強宣導
通報義務、流程及處理機制。 

7-2將於 102年 12月 23日召開校
內諮商師機制中之 24 通報處理
機制座談會。 

 

 

組織運作 

1.會務運作 1-1維持會務有效運作，定期召開
委員會會議或視需要召開調查
會議(102.01-12) 

1-1 執行總經費：1,360 元(會務行
政、餐費及雜支) 

經費來源：性平會年度業務費 

性平會 1-1 102.5.21 召開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委員會議。102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訂於
102.1210召開。 

2.強化專業知
能 

2-1 強化委員及行政人員專業知
能，派員參與相關訓練
(102.01-12) 

2-1執行總經費：13,690 元(差旅及
報名費用) 

經費來源：性平會年度業務費 

性平會 2-1 不定期薦送委員及行政人員
參與各項性平相關知能研習，本
年 於 9/27 、 10/17-10/18 及
11/23-24 分別薦送委員及性平
承辦人參加性平委員座談會、
102年度性平委員會運作傳承研
討會及專業調查庫人員實務研
討會。 

3.性平宣導品 3-1補助校內單位性平宣傳品製作
(102.03-11) 

3-2補助各學院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教材費(102.01-12) 

3-1 執行總經費：0元 

 

3-2執行總經費：3,200元 

經費來源：性平會年度業務費 

性平會 3-1 諮商中心於去年底與台北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合
作，申請補助製作宣傳品一批，
故年初尚不需向性平會申請補
助製作。下半年度無其它單位提
出申請。 

3-2 共同科性別文化與社會課程
專題講座-『性別身體與婦科手
術枱邊的藝術創作』申請講座
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