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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5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行情形及預算額度表(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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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校園友善行走空間，提供安全人行步道。

(105.1-12 ) 

1-1校內人行步道、平台等公共空間之地坪辦理經

常性檢修。 

1-2維護校區內「健康步道」之安全使用品質。 

1-1總務處營繕組 

1-2總務處保管組 

執行金額： 656,147元 1-1 

(1)完成藝術大道卵石鋪面修補，陽關

大道人行道高壓混凝土磚更新，及

整修女一舍、藝文生態館及活動中

心周邊木作平台欄杆。 

(2)105.11-12 續將對陽關大道人行道、

學餐前石板地坪及網球場周邊木作

進行修繕。 

1-2 

(1)鷺鷥草原周邊生態步道積水改善

案，業於 105.4完成。 

(2)櫻花步道拉繩鐵管維修，已於 105.10

現勘後請購，業於 105.11完成。 

(3)鷺鷥草原牛棚前及右側斜坡鋪設

石板步道案，業於 105.11完成。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05.1-12 )

2-1定期巡檢校內照明設備，有效調整燈光點滅時

間。 

2-1總務處營繕組 

2-1 

(1)配合暑假及開學期間使用需求之變

動調整啟閉時程設定。 

(2)近期並配合颱風後及季節更替進行

調整巡檢。 

3.加強校園外學園路路段人行安全環境。

(105.1-12 ) 

3-1維謢庭園立燈之正常照明。 

3-2適度修剪茂密之樹木枝葉。 

3-1總務處營繕組 

3-2總務處保管組 

執行金額：604,696元 3-1 持續配合校區照明巡檢及修繕通報，

維護修繕庭園立燈。 

3-2 

(1) 全校大型樹木矮化與修剪案，業於

105.1完成。 

(2) 風災預防性高枝修剪，業於 105.7 完

成。 

(3) 人行道路樹疏枝作業，則於每月例行

工作中隨時依需要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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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校園公共空間安全警示系統。(105.1-12) 

4-1全年每週定期巡檢緊急電話，以確保電話暢

通使用。 

4-2檢視校內廁所緊急求救鈴確保正常功能。 

4-3定期辦理校園監視系統巡檢及維護。 

 

4-1總務處事務組 

4-2總務處營繕組 

4-3總務處事務組 

執行金額：549,030元 

 

4-1緊急電話於廠商每周維護時抽查功

能是否正常，總務處另不定期派員抽

檢，年度共維修 56支電話。 

4-2配合校區巡檢及修繕通報進行維

護，今年配合「綜合宿舍管理室廁所

整修工程」新增該處緊急求救鈴 3處

（間）。 

4-3校園監視器材每月由本校維護保養

合約廠商巡檢及維護，校內校警監控

室今年發現損壞 25支均已立即通知

廠商完成修復。 

5.增進教職員工生環境敏感度與認知。(105.1-12) 

5-1舉辦校園巡禮，加強辦理環境安全意識提昇

活動。 

5-2加強空間環境解說與活動事件告示。 

 

 5-1總務處保管組 

 5-2總務處事務組、 

  營繕組 

執行金額：30,000元 

 

 

5-1 本年度校園巡禮業於 105.6.1 上午辦

理完成，活動主題為「全校樹木矮化

及修剪原則」介紹等。 

5-2 校園各大樓指引、空間新增調整標

示、修繕維護共 51 面，除依各單位

需求辦理外，不定時巡檢更新。 

6.規劃並建置符合安全規劃之友善校園環境。

(105.1-12) 

 6-1規劃研究生宿舍性別友善廁所。 

6-2考量身心、語言及文化特殊性差異，檢視校園

設備及空間。 

6-3哺集乳室空間改善。 

  

 6-1總務處營繕組 

 6-2總務處營繕組 

 6-3人事室 

1.執行金額：138,880元 

 

2.性平會補助金額： 

15,490元 

 

6-1 配合施工進度規劃性別友善廁所指

標。 

6-2 

(1) 完成圖書館及教學大樓女廁搗擺加

封改善，及改善圖書館與音二館無

障礙廁所設施。 

(2) 105 學年度校園設備及空間檢視計

畫案，業於 105.6委請美術系碩士班

韓龍斌(美國籍，來台 6年)及舞蹈學

院舞蹈理論研究所張書瑜同學辦

理，書面報告已於 105.10 修正完

成，於 105.11 簽辦會請各相關單位

依權責繼續研議辦理。 

6-3人事室業於 105.7完成行政大樓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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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集乳室設備更新。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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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新學院與臺灣酷兒影展合作辦理與性平議

題相關之活動或工作坊。 

教務處 

通識暨共同教育 

委員會 

各教學單位 

性平會 

性平會補助金額： 

40,587元 

 

 

1-1 開設性平教育課程如下： 

 (1)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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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廣老師「性別表演專

題」、謝淳清老師「酷兒論述與身體

展演」等 4門。 

(2)104-2學期開設課程計有吳玉鈴老師

「通識核心：性別文化與社會」、任

一安老師「性別與醫學」、王雲幼,

曾瑞媛老師「身體的探索與覺知」

等 3門。 

1-2 

(1)本校盧文雅老師出版之「黑袍下的

音樂宣言李斯特神劇研究」一書第 7

章對於 19世紀女性主義的啟蒙運動

描述，訂 106.1完成出版。另，105-1

學期西洋音樂史專題課程由王美珠

老師授課於 105.11.29 講授《男性社

會 vs.女性作曲家》；盧文雅老師將於

105.12.6 專題演講-李斯特神劇《聖

伊莉莎白傳奇》與《基督》音樂中

女性特質呈現與 19世紀女性主義之

匯流。 

(2)105-1學期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於

105.11.25 邀請蔡幸芝老師辦理

「性｜別：展示中的身體與公領

域」；另於 105.12.20 邀請吳語心老

師辦理「當代藝術的女藝遊牧」。 

1-3 已於 105.5.9 與酷兒影展合辦性別平

等教育活動系列-「夏日狂戀」電影

放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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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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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金額：53,816元 

 

 

 

2-1 於新版教師資源手冊增加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之簡介、分組與運作及

宣導項目，並於新進教師傳習工作

坊中介紹本會之推動概況及資源。 

3.瞭解課堂教學之性別及多元文化推展成效。

(105.1-12) 

3-1於 TA教學評量等相關問卷加入性別及多元文

化尊重選項。 

3-2宣導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受理管道。 

擬於教學評量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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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A 協同教學評量問卷項目中加入

「我覺得 TA 教學協助上沒有性別

及族群偏見」選項，調查結果平均

分數為 4.609分(滿分為 5分)。 

3-2 104 學年度起施測版本「其他意見」

欄位已加註受理管道之宣導字句。 

性 

侵 

與 

性 

騷 

防 

治 

1.透過競賽引發學生關注性別平等及情感教育相

關主題。 

辦理第二屆北藝大分手歌唱擂台賽。(105.1-7) 

諮商中心 

 

 

 

 

 

 

 

 

 

性 平 會 補 助 金 額 ：

50,244元 

 

 

1-1諮商中心與性平會於 105.5.9合作辦

理 「第二屆分手情歌擂台賽-心裡有

話想說」，共約 125人參與，回響

熱烈。另邀請冠軍選手於 105.9.8新

生訓練時以演唱的方式宣導性平概

念與資源，大一新生共約 400人參

與。 

1-2上述活動將集結參賽者創意，製成北

藝大專屬性平宣導短片，宣傳性平概

念及校內外性平資源，訂於 106.3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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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12) 

2-2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更新與維護。

(105.1-12) 

諮商中心 

 

 

 

 

 

 

 

 

執行金額：20,983元 

 

2-1 性平週系列活動由諮商中心與衛生

保健組合作辦理「第一類接觸-愛滋

知多少」105.11.01、「讓愛滋長-我的

生命故事」105.11.15、「愛滋與我-

藝術治療」105.12.6三場講座，除了

儲備愛滋基本認知之外，亦傳達尊

重多元、消弭歧視之性平概念。學

生於參與講座後至關愛之家協會(愛

滋感染者收容中心)進行服務，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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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後將自身學習與體驗整合，成為

「校園愛滋防治大使」，共同推動友

善學習環境，共約 105人次參與。 

另於 105.12.21學務處主辦之湯圓大

會中與衛保組合作辦理愛滋暨性平

宣導闖關活動(內含家暴修法-恐怖

情人條款宣導)。 

2-2 已於諮商中心網頁更新重要性平相

關法規與相關資源。 

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05.1-12) 

3-1邀請多元性別議題專業講師進行 1-2場講座，

對象為學生。 

3-2辦理系列主題式性別教育成長團體，對象為

學生。 

3-3辦理教職員工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座 1場。 

諮商中心 

人事室 

 

 

 

 

 

 

 

 

 

 

 

 

 

 

 

 

 

 

 

 

 

 

1 執行金額：13,635元 

 

2.性平會補助金額：  

9,522元 

 

 

3-1 

(1)已於 105.09.26辦理「SOS 安全之舞

-如何保護自己」講座，邀請北投分

局陳政壯家防官蒞校分享性侵害、

性騷擾實務案例，以及簡易防身術

演練，收獲豐富。 

(2)將於 105.11.28辦理「SOS 安全練習

曲-如何保護自己」講座，邀請徐警

官蒞校分享性侵害及性騷擾實務案

例，及簡易防身術演練。 

3-2 

(1)業於 105.3-4辦理「關於愛情-兩性情

感」班級成長團體，共 15場，約 397

人次參與。 

(2)訂於 105.10-12辦理「性別天空下的

自在與界線」班級成長團體，共 9

場，預估 252人次參與。 

(3)訂於 105.11-12辦理「人際寶貝-人際

關係成長團體」，談目前網路虛擬人

際(含情感關係)所帶來的影響，以及

如何建立真實人際關係，活動透過

牌卡等有趣方式進行，共 8 場，預

計 50人次參與。 

3-3 人事室已於 105.1.18-19 辦理「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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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共 106人次參

與。 

4.持續接受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及相關培訓課程。

(105.1-12)
諮商中心 

5.文宣品製作。(105.1-12)

5-1具本校特色之性平宣傳品。

諮商中心 

性平會補助金額： 

43,925元 

5-1 

(1)已完成製作「藝大開門」手搖扇，

扇面內容包含本校安全地圖、性平

會資源介紹等介紹，於新生始業式

進行發放。 

(2)製作「有愛無礙」多功能資料夾，

提供學生不分性別、身份及背景一

律平等的概念，訂於 106.3完成。 

委 

員 

會 

運 

作 

1.會務運作。(105.1-12)
性平會 

(秘書室) 

執行金額 16,520元 本年度校外性騷擾事件申請調查計 1 案，
業依程序及規定辦理，並已完成結案。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職能。

(105.1-12) 

性平會幕僚單位 

(各執行單位、 

委員) 

2-1教育部於 105.11.2-3舉辦「105年度大

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

研討會」，由本會郭美娟執秘、承辦人

黃薇潔專員出席與會。 

2-2 教育部將於 105.12.1 舉辦「105 年度

大學院校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

會」，本會薦派曾昭榕秘書出席與會。 

2-3教育部於 105.12.26辦理「105年度全

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

會」，由本會郭美娟執秘出席與會。 

預 

算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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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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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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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067,187元；

2.性平會會務運作及各計畫項目獲本會補助者計 176,288元。

3.本年度性平計畫總執行經費計 2,243,47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