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8 年度本校各單位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細部計畫表 

項
次 

策略 執行計畫與期程 權責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1 設立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定期召開會議 

1-1 召開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
(98.3)、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會議(98.10) 

性平會 1. 於 98. 4. 6 召開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 

2.於 98.12.25 召開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會議。 

2 健全組織與運作機制 2-1 檢修本校分層負責明細
表、職務配置與工作分析表
(98.6) 

2-2 建立性平會會務與業務專
屬檔案保存、運用機制
(98.3) 

2-3 設置性平會務及推廣業務
推動預算專案計畫別(98.2)\ 

 

2-4 修正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防

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增

列「性別歧視防治」(98.6) 

 

2-5 規劃校內合適運作空間
(98.9) 

秘書室、 

人事室 

 

學務處 

 

 

學務處、 

會計室 

 

人事室 

 

 

 

學務處、 

總務處 

1. 己於 98.2完成本校分層負責
明細表增修作業，納入性平
業務專責單位之權責事項。 

2. 針對性平會會務之會議資料
現已完成建檔保存，相關檔
案保管與運用機制規劃中。 

3. 已完成 98 年度性平會務及
推廣業務推動預算專案計畫
別，並於 98.1 起開始啟用。
98 年度預算編列 219,700

元，實支數為 2,1904 元。 

4. 修正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防

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為

「教職員工性騷擾與性別歧

視防治及處理要點」並增列

「性別歧視防治」相關規定，

原「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
名稱併予修正為「性騷擾與
性別歧視申訴調查委員
會」，已提經本校 98.5.19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

議通過實施。 

5. 配合校園空間檢討規劃案，已
於 98.3 先行調查瞭解合適會
務運作空間，以利後續研
商。惟經普查校內空間，因
教學空間尚有不足，以及性
平業務係由學務長室秘書兼
辦，獨立空間運作尚有實質
困難，目前會務資料保存之
空間，先以學務處秘書辦公
室空間合適位置先行放置相
關檔案；會議開會場地以學
務長室旁之獨立門禁進出會
議室，作為使用空間；若預
有性平調查案例，將優先作
為專案小組使用。 

3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與推廣活動 

3-1 各教學單位將性別平等教
育融入課程與教學
(98.1-12) 

 

3-2 各單位將性別平等教育議
題融入展演創作活動
(98.1-12) 

 

3-3 辦理師生、職工性別平等教
育推廣、宣傳或競賽活動
(98.1-12) 

教務處、 

各學院、 

通識教育委員會 

 

各學院、 

各研究中心、 

美術館 

 

諮商中心、 

學務處、 

人事室 

1. 已配合相關宣導鼓勵措施，
於委員會中商請各學院代表
委員協助推廣實施。 

2. 已配合各教學、展演單位主
題、題材規劃，融入本年度
教學研究、展演創作活動中。 

981 學期辦理之活動如下： 

(1)20090924-27戲劇學系《開
放配偶》 

(2)20091002-4 戲劇學系《回
首來時路》 

(3)20091023-25戲劇學系
《男孩別哭》 
(4)2009 戲劇學院冬季公演
《第十二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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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策略 執行計畫與期程 權責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5)20090925-27舞蹈系《柒》 
(6)20090729-0920關渡美術

館《望向彼方-亞洲新娘
之歌(三)》 

 

3. 已分別於 98.3及 98.4協同諮
商中心、人事室規劃辦理性
平相關主題之宣傳活動，預
計於 98.5，以及 98.9 開學後
陸續執行辦理。辦理情形如
下： 

(1)「我是女生，也是男生」性

別平等教育影展 

(2)「情慾工作坊」性別平等教

育成長團體 

(3)「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4 鼓勵參與性別平等教
育研習 

4-1 蒐集校外機構、學校辦理相
關領域之活動訊息，並鼓勵
參與(98.1-12) 

 

4-2 登錄參與性別平等研習活
動之學習時數(98.1-12) 

學務處、 

諮商中心、 

人事室 

 

人事室 

1. 持續蒐集校外相關活動訊息
中。校內相關展演活動已建
立公告於學校官網首頁廣告
輪播區、校園公告區、性平
會專用網頁、公文系統電子
公佈欄等機制，以期擴大鼓
勵參與宣達管道。 

2. 981 學期參與校外研習活動
如下： 

(1)第三屆亞太地區性別平
等教育論壇。 

(2)大專校院性侵害性騷擾事

件諮商處遇倫理與法律研

討會-台北護理學院。 

(3)98 年度家庭暴力、性侵害

及性騷擾防治工作有功人

士、評鑑績優縣市表揚暨

服務模式發表觀摩會。 

(4)大同大學大專校院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專業調查人

員初階培訓。 

3. 積極宣導兩性工作平等及性
騷擾防治等相關政策，並鼓
勵本校職員報名參加相關訓
練課程，參加者給予公差登
記及經費補助，參訓之課程
及人員如下： 

(1) 郭主秘美娟參加 98 年 6

月 29 日「認識《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及如何運用於教
育計畫與政策規劃」專題演
講。 

(2) 高專員丕丞參加 98 年 6

月 16 日「性別平等教育法之
實務運用與案例分析」專題
演講。 

4. 配合活動參與人員之實際參
與狀況核給學習時數。 

5 培育性別平等教育推 5-1 邀請校內外專家與業務承 人事室 1. 性平研習活動已由人事室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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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策略 執行計畫與期程 權責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廣專業人力 辦同仁及主管深度座談
(98.4-5) 

5-2 舉辦教師研討與教學觀摩
活動(98.1-12) 

 

5-3 辦理提升危機管理能力之
教職員訓練課程(98.7) 

 

 

通識教育委員
會、教學與學習
支援中心 

人事室 

入本校全年度教育訓練課程
規劃排程作業。 

將配合新進教師、教學與學
習支援中心規劃活動辦理，
相關活動擬於 98 學年度下
學期辦理。 

2. 有關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課程
擬於 99 年 3 月底前辦理完
成。 

6 建置教學師資、展演
及研究人才庫與資訊
網路 

6-1 建置與維護性別平等教育
專兼任教師人才資料庫
(98.1-12) 

6-2 設置相關領域教材、展演活
動分享資訊網路(98.1-12) 

 

 

 

 

 

6-3 蒐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書
目、媒體資料，建構資訊網
路(98.1-12) 

研發處、 

人事室 

 

學務處、 

電算中心 

(教務處)、 

(展演中心)、 

(美術館)、 

(秘書室) 

 

學務處 

(圖書館)、 

(藝大書店) 

1. 針對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專兼
任教師人才，已陸續蒐集相
關資料，並洽請人事室、研
發處等單位協提資料，以利
建置。本校為藝術大學此類
專業師資資源較少，需仰賴
校外資源及兼任教師資源，
今新增兼任諮商師之資源提
供性平推廣及研究上之協助
資源，並陸續建罝於本校性
平網中。 

 

2.已於本校展演公告、關渡通訊
報導、週知相關活動，並建立
相關領域課程大綱、教材上網
機制。 

3.蒐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書目、
媒體資料作業，已持續進行
中。最新收錄資料如后： 

(1)內政部『誰怕性騷擾』完整收
錄性騷擾防治的教戰守則，已
編入諮商中心視聽教材 

(2)內政部『性侵害被害人權益保
障事項說明手冊』。 

(3)內政部『防治性侵一網打盡』
97 年度青少年性侵害防治網
頁設計競爭優勝作品集。 

(4)教育部『無性別偏見的校園
空間手冊』 

(5)教育部『性別與民俗』教材
及範例。歡迎教師與課程結
合運用；另持續蒐集其它相
關書籍資料。 
 

7 建立性侵害及性騷擾
防治機制 

7-1 辦理相關領域法律知識宣
導活動(98.1-12) 

 

 

7-2 提供諮商、輔導轉介措施與
服務(98-1.-12) 

 

7-3 提供專家諮詢服務管道
(98.1-12) 

校安中心、 

學務處、 

人事室 

 

諮商中心 

 

 

諮商中心、 

秘書室、 

人事室、 

校安中心 

1. 配合學校教職員生教育訓
練、導師會議、學務會議規
劃辦理)。 

諮商中心於 98學年度上學期
與舞蹈系合作辦理先修班『舞
動青春-悠遊藝海』班級活
動，於活動中進行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 

2.將視個案需求，提供諮商、輔
導轉介措施與服務。 

3.將視個案需求，提供專家諮詢
服務管道。 

8 形塑良好校園氛圍與
性別平等文化 

8-1 架設性別平等教育推廣專
用網站，並與學校首頁連結

學務處、 

電算中心、 

1. 己於 98.1完成性平會專用網
站，並由學校首頁可點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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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策略 執行計畫與期程 權責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98.1) 

 

 

8-2 提供弱勢性別協助(98.1-12) 

 

 

8-3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提
案制度(98.1、98.6) 

秘書室 

(各單位) 

 

諮商中心 

(各單位) 

 

學務處、 

人事室、 

性平會 

結。 

2. 依據個案需求，提供弱勢性
別服務與協助。 

3. 於性平會網頁公告訊息及信
箱，鼓勵相關提案。性平會
網站隨時公告最新之性平相
關訊息，惟師生同仁對性平
會資源了解仍有限，故使用
頻率不高。擬規劃配合校內
各宣導活動加強宣導性平會
溝通平台，亦利性平教育之
推廣及協助有需求之師生。 

9 建立友善與安全之校
園環境 

9-1辦理校園場地空間導覽與介
紹活動(98.1、98.10) 

 

 

9-2 校園各區域、場地及角落之
安全性調查、補強與定期檢
測、維護(98-1-12) 

 

9-3 建立性平業務相關提案、意
見處理追蹤機制(98.1) 

總務處、 

展演中心、 

人事室 

 

總務處、 

各場館單位 

 

 

學務處、 

秘書室 

1. 透過總務處等單位定期舉辦
之親近與認識校園環境活
動，帶入空間安全認識之概
念。98.8.12 辦理全校區校園
植物導覽及校區歩道巡禮，
另於 98.7.29 由總務處與性
平會合辦全校區地界實勘活
動，參與人數累計 80 人次。 

2. 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檢與補
強作業查檢與改善： 

(1) 於 98.3 完成體泳館下
方網球場洗手間修繕
作業。 

(2) 配合教育部勞安衛小
組分別於 98.6.26 及
11.6日到校進行校園環
境安全及危險設施查
核評鑑作業，並實地至
現場勘察，本校已遵照
評鑑委員意見陸續進
行改善。 

(3) 98 年 11 月完成行政大
樓旁櫻花歩道排水溝
延伸連通工程。 

(4) 每年於防汛期期間定
期清理校區內二個滯
洪池。 

(5) 本校每年定期委由專
業監測公司定期監測
邊坡安全穩定，依合約
提出專業監測評估報
告，完成全校區邊坡、
水溝等改善及強化，並
對有疑慮處增設監測
點。 

(6) 校園監視系統強化作
業： 

A. 於 98.12.22 完成
學生宿舍(女一
舍)8 個監視器裝
設地點之增設。 

B. 於校區美術系、行
政大樓、陽關大
道、荒山劇場、一
德街等處設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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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策略 執行計畫與期程 權責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支監視鏡頭。 

C. 98.11 於藝文生態
館設置緊急電
話，緊急電話可直
接連接至警衛室。 

(7) 校園夜間照明強化作
業： 

A. 6 月間於田徑場
增設 7 盞庭園照
明燈。 

B. 美術系館後方地
下美術館照明不
足部分，於
98.12.3增設5米5

路燈1支及6盞壁
燈，完成照明功能
修復及有安全之
虞角落燈具之加
裝。 

(8) 校園周邊環境安全強
化作業： 

針對學園路往校門口路
段，已請台北市政府對於低
垂濃密樹枝進行修減，避面
防礙業間照明明亮度，以提
高夜間步行動線之路側狀
況能見度與安全性。 

 

3. 配合提案制度辦理相關作
業，目前係由各單位於主管
會報等校級會議提出改善意
見，並由權責部門針對建易
與決議事項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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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98 年度性別平等委員教育推廣及會務行政經費預算表 

 
經費明細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業 

務 

費 

講師鐘點費 1,600 元 2 小時*4 場 12,800 元 辦理性別平等講座共 4 場 

活動宣傳/設計 450 元 24 張 10,800 元 海報、邀請卡 

活動手冊印刷 150 元 300 本 45,000 元 相關活動手冊 

性平文宣 

製作與印刷 
50 元 1000 份 50,000 元 特色宣傳品(例如：小卡) 

性別平等課程 

教材補助 
3,000 元 20 人 60,000 元 

性別平等相關課程教材補

助，核實報銷 

專家學者出席費 1,600 元 20 小時 32,000 元 相關調查會議或諮詢 

雜支 9,100 元 資料夾、郵資、誤餐費等 

小計 219,700 元 

總計 219,700 元 

*以上不含各單位執行業務、教學、研究、展演及創作活動經費需求與支出預估。 

 

98年度經費執行情形： 

請購日 摘要 請購數 實支數 經費餘額 

980105 性平訪視－評鑑手冊印製、郵寄費用 3,568 3,568  

980106 97年度性平訪視評鑑用資料夾及用品 1,866 1,866  

980110 97年度性平訪視評鑑餐點費用 6,620 6,620  

980220 性平會－性平訪視印刷品 1,218 1,218  

980406 性別平等委員會會議便當 720 720  

980526 補助諮商中心辦理性平推廣活動－講師鐘點費 6,400 6,400  

980526 補助諮商中心辦理性平推廣活動－印刷品 1,512 1,512  

經費合計數：219,700元    請購實支數：21,904 元 197,79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