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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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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簡章 

一、 計畫目標： 

(一) 提供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相關承辦人員專業交

流及經驗分享之平臺，加強各校 108 學年度性平會承辦人員（或相關權責人

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令與行政運作知能，使其得以瞭解並整合校內各處

室資源，協助學校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並熟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處理程序及行政作業。 

(二) 提供全國大專校院性平會執行秘書或委員專業交流及經驗分享之平臺，並強

化各校性平會之委員與核心行政人員者相關知能，進而整合校內各處室資

源，以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二、 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 承辦學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四、 辦理時間及參加對象： 

(一) 108年 11月 19日（星期二）－運作傳承會：公私立大專校院性平會相關承

辦人員（各校至多 2名參加），共 200人。 

(二) 108年 11月 20日（星期三）－座談會：大專校院性平會執行秘書(1名，請

務必參加)，及性平會委員(1名，請踴躍報名參加)，共 200人。 

五、 辦理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四樓 405會議室(地址：10671 臺北

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段 134號） 

六、 辦理方式： 

(一) 運作傳承會：宣導說明、分組研討與綜合座談。(議程詳如附件 1) 

(二) 座談會：專題演講、分組座談與綜合座談。(議程詳如附件 2) 

七、 報名及提案：因與會人員眾多，為強化工作效率，一律採線上報名。如有提案，

併請於報名時填寫線上提案單。 

(一) 報名時間：108年 10月 15日(星期一)至 108年 11月 11日（星期一）截止

。 

(二) 報名網址：https://bit.ly/2kBbhv3 (運作傳承會報名表如附件 3，座談會

報名表如附件 4)。 

(三) 倘報名後不克出席，請於 108年 11月 13日(星期三)聯絡、本運作傳承及座

談會聯絡人柯巧玲小姐，取消報名，以節約資源。 

八、 交通資訊：詳見交通及會場資訊。（如附件 5） 

九、 全程參與本會議者，得給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若有需求者，請務必於

報名表中填寫身分證字號，以利申請。 

十、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柯巧玲小姐。 

(二) 聯絡電話：(02)27321104 分機 82009。 

https://bit.ly/2kBbh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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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mail：keke@tea.ntue.edu.tw 

十一、 其他： 

(一) 為響應環保節能，請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二) 若座談會當日將遭遇不可抗力情事，於取得教育部同意後，將暫緩並延期辦

理本運作傳承及座談會，確切辦理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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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運作傳承會議程 108年 11月 19日(星期二)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30分鐘)              工作人員 

09:00-09:20 
(20分鐘)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09:20-10:50 
(90分鐘) 

性別平等教育基本概念及相關法
規 

輔仁大學吳志光教授 

10:50-11:00 休    息(10分鐘) 

11:00-12:00 
(60分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回
覆填報及統計追蹤管理系統說明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王昱婷 

12:00-13:10                        午    餐(70分鐘) 

13:10-14:40 
(90分鐘)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性別平等教
育之推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林千惠教授 

14:40-15:00 茶    敘(20分鐘) 

15:00-16:00 
(60分鐘) 

新舊任承辦人員分組研討 
主題：性平會運作困境及經驗交
流 

分組主持人：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馨慧副教授 

二、國立政治大學張盈堃副教授 

三、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16:00-16:10 休    息(10分鐘) 

16:10-17:10 
(60分鐘) 

新舊任承辦人員各組報告 
主題：性平會運作困境之解決策
略 
 

分組主持人：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馨慧副教授 

二、國立政治大學張盈堃副教授 

三、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每組 20分鐘) 

17:10-17:30 
(20分鐘) 

綜合座談 

 

教育部代表 

 

17:30 賦    歸(提供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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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座談會議程 108年 11月 20日(星期三)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30分鐘) 工作人員 

09:00-09:20 

(20分鐘)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09:20-10:50 

(90分鐘) 
大專校院校園跨性別學生之空間使用權益 國立臺灣大學畢恆達教授 

10:50-11:00 休    息(10分鐘) 

11:00-12:30 

(90分鐘)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案例分享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12:30-13:50 午    餐(80分鐘) 

13:50-15:20 

(90分鐘) 

分組座談： 

經驗分享及意見

交流 

主題一：學校維護懷孕學生

受教權之機制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李

書芬主任 

主題二：行為人防治教育課

程之規劃執行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主題三：性平會運作及年度

工作計畫規劃執行  

國立成功大學李俊璋主任

秘書 

15:20-15:40 茶    敘(20分鐘) 

15:40-17:10 

(90分鐘) 
性別主流化 國立臺灣大學葉德蘭教授 

17:10-17:30 

(20分鐘)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代表 

 

17:30 賦    歸(提供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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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會」報名表 

參加對象 大專校院性平會相關承辦人員 

服務學校(全銜)  

基本 
資料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男  □女 用  餐 □葷食  □素食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  機  

E-mail  

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時數需求 

□需要 □不需要 身分證字號 
(需學習時數者 

必填) 

報
名
須
知 

一、報名截止時間，請詳見實施計畫。為方便統計報名資料，本次活

動一律採線上報名。 

二、因故不能參加者，請於 108年 11月 13日(星期三)前來電告知。 

三、若有報名相關疑問，請來電洽詢柯巧玲小姐，(02)2732-1104

分機 82009。 

四、本報名表所填列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僅於

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五、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動延

期或無法辦理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與會者並將訊息公告於報

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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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0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報名表 

參加對象 大專校院性平會執行秘書或委員 

服務學校(全銜)  

基本 
資料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男  □女 用  餐 □葷食  □素食 

聯絡 
方式 

電話  手  機  

E-mail  

最希望參與的 
分組座談主題 

□主題一：學校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之機制 

□主題二：行為人防治教育課程之規劃執行 
□主題三：性平會運作及年度工作計畫規劃執行 

次希望參與的 
分組座談主題 

□主題一：學校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之機制 

□主題二：行為人防治教育課程之規劃執行 
□主題三：性平會運作及年度工作計畫規劃執行 

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時數需求 

□需要 □不需要 身分證字號 (需學習時數者 
必填) 

報
名
須
知 

一、報名截止時間，請詳見實施計畫。為方便統計報名資料，本次活

動一律採線上報名。 

二、因故不能參加者，請於 108年 11月 13日(星期三)前來電告知。 

三、若有報名相關疑問，請來電洽詢柯巧玲小姐，(02)2732-1104

分機 82009。 

四、本報名表所填列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各該地方

政府相關法規之規定，僅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五、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動延

期或無法辦理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與會者並將訊息公告於報

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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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位置及交通資訊 
➢ 臺鐵或高鐵轉捷運： 

1. 捷運信義線於大安站轉文湖線於科技大樓站出站左轉往和平東路約 3分鐘到達 

2. 捷運板南線於忠孝復興站轉文湖線於科技大樓站出站左轉往和平東路約 3分鐘到達 

➢ 公車： 

1. 復興南路口站下車：237、295、紅 57、復興幹線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站下車：18、52、72、207、211、235、278、278(區間車)、284、

568、662、663、680、685、688、和平幹線 

➢ 本校停車位有限，未提供免費停車位，建議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會場地點(下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四樓 405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