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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執行情形表 (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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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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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 元 
1-1：100,000 元 
 
1-2：80,000 元 
執行金額：326,017 元 

1-1 
(1) 行政大樓前方戶外廣場地坪及階梯磚縫填

補修繕及階梯止滑條 (塗料型 )施作，共

78,764 元。 
(2) 綜合宿舍後門機車停車場、學人宿舍大門

左側、地美館外側階梯旁、戲劇系館旁車道

水溝周邊破裂及研究生宿舍前人行道路緣

石破裂修繕，共 39,585 元。 
(3) 戲劇系中庭石板步道，因樹根隆起造成不

平，於 5 月 16 日進行維護整平。 
(4) 陽關大道二側人行道空樹穴補土填平後補

植開花性灌木(扶桑)，共 99,960 元。 
(5) 音樂廳前人行道及樹穴整平，共 22,890 元。 

1-2 
(1) 美術系入口坡道扶手修繕，計 4,200 元。 
(2) 音樂廳後方木平台、藝文生態館木平台及

貨櫃屋木平台維修，共 64,050 元。 
(3) 藝文生態館餐廳木平台維修，計 16,568 元。 

2.持續改善校園內照明設備。(111.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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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 元 
2-1：50,000 元 
 
 
2-2：260,000 元 
執行金額：289,990 元 

2-1 
(1) 網球場第七迴路旁照明維修，共 3,990 元。 
(2) 學餐前階梯燈及庭園燈汰換更新，計

86,000 元。 

2-2 
(1) 上半年高枝修剪執行共 100,000 元。 
(2) 下半年高枝修剪執行共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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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護校園公共空間緊急電話及監視系統。

(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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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元 
3-1：130,000 元 
3-2：270,000 元 
執行金額：46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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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月支

用經費 61,214 元。 
(2) 為避免停電時，單一緊急電話佔線，無法接

聽其他求救，故於警衛室緊急電話增設2條
實體線路裝置另 2 支緊急話機，當佔線時

可分流使用，全案於 4 月完成，支用經費

1,600 元。 
(3) 圖書館面向左側、行政大樓、研究大樓面向

右側等電梯，因類比式緊急電話線路老化、

通話品質不佳，為學生於搭乘電梯安全改

善現況，採用數位式緊急電話(含施工)共
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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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 元，7-12 月支用經費

135,000 元。 
(2) 體泳館監視器線路故障修繕，全案於 2 月

完成其支用經費 5,850 元，以維護校園安

全。 
(3) 音樂二館頂樓監視器線路故障修繕，全案

於 4 月完成，其支用經費 7,500 元，以維校

園學生安全。 
(4) 戲舞大樓停車場(汽車出入口)監視器線路

故障修繕，全案於 10 月完成，其支用經費

4,760 元，以維護校園安全。 
(5) 學生餐廳(靠郵局 ATM 外牆)攝影機線路故

障修繕，全案於 8月完成，其支用經費 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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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維護校園安全。 
(6) 活動中心 2F(藝大書店外廣場)，原無監視

器，為學生於該區活動安全，故增設監視

器，全案於 8 月完成，其支用經費 3,050 元。 
(7) 為避免教職員生於電梯中發生意外，故行

政大樓及研究大樓等電梯，增設監視器，全

案於 9 月完成，其支用經費 5,565 元。 
(8) 體泳館女廁通道增設監視器，全案於 10 月

完成，其支用經費 7,080 元，以維校園學生

安全。 
(9) 綜合宿舍後門停車場監視器管線脫皮外露

修繕，全案於 11 月完成，其支用經費 3,000
元。 

4.加強居住者與在地生活環境之瞭解與融和。

(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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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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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繕及更新校園標示牌。1–6 月支用經費

42,560 元。 
(2) 修繕及更新校園標示牌。7–12 月支用經費

56,000 元。 

課 
程 
教 
材 
與 
教 
學 

1.推動開設性平教育課程。（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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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人文學院 

各教學單位 

性平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

度：40,000元 

執行經費: 38,759元 

1-1  
(1)110-2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下列 22 門：音樂

學系潘莉敏老師「台灣音樂史－當代篇」、

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潘莉敏老師「音樂學

與性別研究」、戲劇學系張啟豐老師「戲曲

名著選讀」、戲劇學系碩士班及劇場藝術創

作研究所碩士班謝淳清老師「身體研究：欲

望主體」、電影創作學系孫松榮老師「電影



4 

動教材方式做為置入性宣導管道。 美學」、電影創作學系江美萱老師「現代電

影分析」、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江美萱老師

「臺灣電影史專題」、電影創作學系李明璁

老師「電影與社會倫理」、師資培育中心高

森信男老師「藝術概論」、通識教育中心陳

思仁老師「史與時：西方史學典籍導讀」、

通識教育中心王寶萱老師 「當代政治哲學

課題」、通識教育中心顧玉玲老師「文化研

究：性／別與身體」、通識教育中心連明偉

老師「小說的社會意識」、通識教育中心林

瓊華老師「福爾摩莎百年人物群像」、通識

教育中心曾志隆老師「當代人權思想與議

題」、通識教育中心任一安老師「性別與醫

學」、通識教育中心許皓宜老師「愛情心理

學」、傳統音樂學系碩士班潘汝端老師「研

究指導」、管絃與擊樂研究所碩士班及音樂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林嘉瑋老師「研究方法

與論文寫作」、美術學系碩士班郭昭蘭老師

「西洋藝術史學方法」、新媒體藝術學系碩

士班 戴麗卿老師「創作理論與論文寫作」、

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賀淑芳老師「小說專

題：當我們在一起」。 

(2)111-1 學期開設課程計有下列 27 門：音樂

學系潘莉敏老師「音樂與人文」、音樂學研

究所碩士班潘莉敏老師「音樂、性別與歷史

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班車炎江老師「系

統音樂學的理論與方法」、傳統音樂學系碩

士班潘汝端老師「研究指導」、美術學系/

美術學系碩士班黃立芸老師「中國藝術史

2.增進教師性平知能。(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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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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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系所於實習階段前，加強性騷擾防治之宣

導教育，以強化學生進入職場之性別平等

意識。 

教務處課務組 
各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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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美術學系碩士班/藝術跨域研究

所碩士班黃建宏師「計劃型創作Ⅰ」、藝術

跨域研究所碩士班楊凱麟老師「性政治」、

戲劇學系碩士班于善祿老師「研究指導」、

戲劇學系博士班于善祿老師「戲劇論述寫

作：文藝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電影創作

學系碩士班江美萱老師「臺灣電影研討」、

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江美萱老師「電影理

論與美學」、新媒體藝術學系林俊吉老師

「身體與行為藝術」、動畫學系葉安德老師

「角色設計」、舞蹈系林源祥老師「臺灣原

住民樂舞」、舞蹈系陳詩敏老師「健康教

育」、舞蹈系李時雍老師「當代文學初階」、

通識教育中心陳思仁老師「史與時：西方史

學典籍導讀」、通識教育中心陳思仁老師

「旅行文化與歷史」、通識教育中心林瓊華

老師「福爾摩莎百年人物群像」、通識教育

中心李明璁老師「音樂社會學」、通識教育

中心蘇文郎老師「日本民間故事選讀」、通

識教育中心任一安老師「性別與醫學」、通

識教育中心連明偉老師「小說的社會意

識」、師資培育中心閻自安老師、吳玉鈴老

師「教育議題專題」、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

顧玉玲老師「當代文學與文化政治：性別專

題」、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賀淑芳老師「田

調考察：島上的異鄉人」、博物館研究所碩

士班/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博士班陳佳利

老師「博物館與當代社會議題。 

1-2共計 6場次性平課程講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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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年 1 月 15 日(六)10:00-17:00 性別平

等教育計畫系列:戲劇學系專題工作坊-布

袋戲演師性別生態與偶戲表演工作坊/柯

世宏老師/真快樂掌中劇團行政總監與木

偶演師。 

(2)111 年 4 月 29 日(五)13:30-15:30 土地與

身體-壞鞋子舞蹈劇場工作坊土地與身體

的陰性力量/林宜瑾編舞家。 

(3)111年 5月 6日(五)13:30-17:30土地與身

體-壞鞋子舞蹈劇場(吃土)創作歷程對談/

林宜瑾編舞家及週伶芝舞蹈構作。 

(4)111年 5月 9日(一)13:30-15:20當代飛翔

-台灣戲曲創演與多元跨域-女性/男性・

傳統/當代-布袋戲創演講座。 

(5)111 年 11 月 22 日(二)13:30-16:30 藝術

家、伴侶與母職的多重挑戰/藝術家暨策展

人吳語心。 

(6)111 年 12 月 5 日(一)14:30-17:30 劇本分

析-性別•職業•家族—家族三部曲/真快樂

掌中劇團柯世宏老師。 

1-3 

(1)體育中心於 111年 4月 26至 6月 7日每周

二晚上 17:30~18:30舉辦「111年度健康促

進增肌減脂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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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中心於 111 年 10 月 17 日(三)18:00-

21:00在北藝大游泳池辦理「水上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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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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2 月 21 日辦理新進教師傳習工作

坊，發放新進教師手冊，並更新手冊數位檔

於 CTL 官網「資料下載」區，內容包含性

平議題，提供新進教師參閱。 

(2)111年 9 月 26日辦理新進教師迎新餐會，

提供新進教師手冊並說明性別平教育課程

經費補助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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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 1 名學生提出申請：動畫系四年級于

韻芳/畢業製作/野心 Wild Thought 

3-3 

(1) 課務組於 110 年 12 月 7 日召開本校 110 學

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進行宣導並

請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2) 博物館研究所於 111 年 3 月 6 日辦理年度

實習說明會，已於實習說明會時進行宣導。 
(3) 藝術創業微學分學程必修課「創業實踐」已

於 111 年 3 月 11 日學生見習說明會，宣導

性騷擾防治，並提供校內校騷擾防治QA供

參。 
(4) 師資培育中心於 111年 06月 10日辦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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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教育實習行前說明會，共計 23 人參

加。 
(5) 音樂學系暨管絃擊所111年9月14日10:30

於國家音樂廳(NSO)會議室辦理「樂團職銜

學分學程」新生座談會，與會人數共計學生

12 人。於學程實習階段前，加強性騷擾防

治之宣導教育，以強化學生進入職場之性

別平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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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06)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50,000 元 
執行金額：37,252 元 
(學生諮商中心業務費

另支應 1,500 元；教育

部111年大專校院校園

心理健康促進計畫經

費另支應 769 元) 

1 
(1) 原訂舉辦「性平主題–北藝自創品牌市

集」，但因疫情避免群聚，改為「線上咖啡

館–性平主題線上有獎徵答活動」，題目包

含性騷擾防治、親密暴力防治、網路交友安

全等主題。活動日期為 111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 日，對象為全校師生，共 100 位完成

任務，每位可獲得得咖啡兌換卷 1 張。 
(2) 辦理「迎新咖啡–新生線上性平有獎徵答」

活動，題目包含跟騷法宣導、網路交友安

全、性騷擾自我保護概念。共計 50 人參與

填答。 

2-1 
(1) 由學生諮商中心製作性平宣導教材(含跟

騷法、網路交友)，於大一新生班級座談時

進行入班宣導，增進大一新生性別平等基

本知能。共 10 場，約 333 人次。 

(2) 111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分別在藝大咖啡

及學生餐廳前舉辦性別平等教育週宣導活

動，以「性騷擾防治」及「跟騷法認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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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12) 

2-2 性別平等教育主題網頁更新與維護。

(111.01-12)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50,000 元 
執行金額：37,050 元 

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與活動。(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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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8,169 元) 

3-1 諮商中心 
3-2 人事室 

3-1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8,169 元 

  執行金額：4,084 元 
3-2 申請性平會補助 
額度：4,0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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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邀請性別平等教育專業講師進行 1 場講

座，對象為教職員工。(2000*2 小時*1

場*1.0211=4,084 元) 

執行金額：4,084 元 宣導主題，透過《人際界線體驗-幸福手鍊

DIY+扭蛋答題》、《九天選你爆米花+有獎

徵答》方式，寓教於樂。共 138 人參與扭

蛋答題及手鍊製作、209 人參與爆米花有獎

徵答。 

2-2 因疫情關係增加線上互動宣導，搭配性平   
活動製作相關網頁，匯聚活動互動資訊，

提供交流平台。 

3-1 111 年 11 月 17 日辦理「深度認識保險套

–性平手做工作坊」，邀請荷光性諮商中心

講師(薛卉芝、江欣怡諮商心理師)帶領成

員體驗早期手作保險套的樂趣，學習保險

套相關知識，並一起深度認識親密關係中

的溝通。活動當天成員透過短講、實際製

作保險套、保險套系列實驗，反應熱烈，

收穫豐富。共計 23 人報名參加。 

3-2 人事室於 111 年 7 月 20 日辦理教職員工   
性平線上講座，邀請趙書賢老師以「校園

需要性平的 100 個理由」主題，說明校園

中常見的性平議題，提醒性平通報事項及

說明可協助處理的方式與資源，共 36 人參

加。 

4. 
(1) 111 年 7 月 14 日諮商中心辦理新進實習諮   

商師相關性平通報、輔導知能及宣導推廣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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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專業督導或個案研討會。 

  (2000 元*2 小時*1 場*1.0211=4,084) 

諮商中心 申請性平會補助額

度：4,084 元 
執行金額：0 元 
(教育部 111 年大專校

院校園心理健康促進

計畫經費支應 4,084
元) 

5.宣導品。(1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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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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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年 11 月 17 日邀請李島鳳心理師帶領  
「性平案例處遇研討」，對象為本校諮商中   
心諮商心理師及輔導人員。 

5. 
(1) 與生輔組合作，製作學生手冊+記事本二合

一文宣品，於內頁中置放性平教育宣導資

料，發送給 111 學年度大學部及碩博士班

新生。 
(2) 製作性平宣導品(口哨手電筒筆-多功能小   

物)，於新生始業式發送給大學部新生，及   

相關性平宣傳活動中發送。 

委 
員 
會 
運 
作 

1.會務運作。(111.01-12) 
性平會 
(秘書室) 

性平會預算：131,463
元 
執行金額：189,648 元 

1. 110.12-111 年校園性平事件分別於 110 年

12/30(A、B、C 三案)及 111 年 2/22、3/25、
4/21、5/25、6/20、9/13、9/14、9/16(A、B
二案)、9/21、9/26、10/2、10/21、11/7、11/9、
11/23、12/12 接獲通報計 20 案，業依程序

及規定通報教育部，並辦理後續事宜。 
2-1 衛生福利部於 111 年 7 月 26 日辦理「台

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量表修正版（簡

稱 TIPVDA 修正版）種子教師教育訓練」，

由李如珺諮商心理師與會。 
2-2 教育部委託國立中正大學於 111 年 7 月 27

日辦理「111 年度大學校院教師性別平等

教育研討會」（會議方式採實體與視訊併

行），本會薦派吳淑鈴秘書與王亮月主任出

席與會。 
2-3 教育部委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於 111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舉辦「111 年度大專校

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人防治

2.持續增進性平業務推動相關人員之專業職

能。(111.01-12) 

性平會幕僚單位 
(各執行單位、委員) 

性平會預算：5,000 元 
執行金額：4,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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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人員培訓實施計畫」，本會薦派周

秀真委員出席與會。 
2-4 教育部委託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於 111

年 9 月 7 日辦理「當心理師遇到法庭–校

園性平案件相關法律知能與實務研討」，由

李如珺諮商心理師與會。 
2-5 教育部委託實踐大學於 111 年 9 月 23 日

辦理「111 年度大專校院親密關係暴力防

治研習（北區）」，由李如珺諮商心理師與

會。 
2-6 教育部委託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於 111年 10

月 28 日辦理「『看見性別，創新思維』性

別平等教育研討會」，本會薦派周秀真委員

出席與會。 
2-7 教育部於 111 年 11 月 7 日及 11 月 8 日辦

理「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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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薦派王亮

月主任及蔡旻樺主任出席與會。 
2-8 教育部委託台灣展翅協會於 111 年 11 月

25 日辦理「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制兒少

性剝削線上研習計畫」（採線上研習方式），

本會薦派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林正泰諮商

心理師代表與會。 

預 

算 

與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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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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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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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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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3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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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度 
3.本年度性平計畫總執行經費約 1,525,953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