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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黃乙軒
電話：(02)77367819
Email：yutsuki@mail.moe.gov.tw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5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401065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4年度大專校院性平傳承研討會-北區實施計畫（1040106537_Attach1.doc，共1

個電子檔案）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4年度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

傳承研討會（北區）實施計畫乙份，請貴校派員參與，請

查照。

說明：

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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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各校

104學年度性平會新進承辦人員（或相關權責人員）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法令知能與行政運作知能，特委請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辦理旨揭研討會。

二、旨揭研討會定於104年9月2日至3日（星期三、四）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1樓演講堂（台北市大安區和

平東路一段129號）辦理，請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務及輔

導工作分區—北一區及北二區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含軍警

校院）性平會相關承辦人員（各校至多2名）計120人參加

（額滿為止）；未參加104年7月29日、7月30日假國立嘉

義大學辦理中南區場次之學校，開放10人參加（各校至多

1名參加）。

三、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8月20日（星期四）止，請至網路系

統報名(https://goo.gl/WCLq5w)報名，報名聯絡人：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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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江盈慧小姐（電話：02-

77345831，EMAIL：yinghui@ntnu.edu.tw）。

四、旨揭實施計畫業掛載於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最新消息之一般性

活動區，請逕行下載運用。

五、本次進行經驗分享之學校（臺北市立大學、銘傳大學），

請於104年8月22日前繳交簡報資料予承辦單位。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4/08/05
09: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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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研討會（北區） 

實施計劃書 

一、 計畫名稱： 

104年度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研討會（北區） 

二、 活動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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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各校 104學年度性平會

新進承辦人員（或相關權責人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令知能與行政運

作知能，得以瞭解並整合校內各處室資源，以協助學校落實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並能熟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程序及行政

作業。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四、 承辦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五、 參加人員： 

(一)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務及輔導工作分區—北一區及北二區之公私立大專

校院（含軍警校院）性平會相關承辦人員（各校至多 2名參加）計 120

人參加（額滿為止）。 

(二)未參加 104年 7月 29日、7月 30日中南區場次學校，開放 10人參加（

各校至多 1名參加）。 

六、 研討會時間：104年 9月 2日、9月 3日(星期三、四)共 2日(14小時)。 

七、 研討會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1F演講堂。 

八、 研討會承辦人：江盈慧  02‐7734‐5831   

九、 報名資訊： 

(一)時間：104年 8月 1日至 8月 20日止(額滿為止)。 

(二)方式：本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頁 https://goo.gl/WCLq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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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完成後，本校將於 8月 29日寄送報到及分組資訊至報名人員

信箱，並公告於本校進修推廣學院網站最新消息。 

十、 活動洽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江盈慧 

          電話：02‐7734‐5831，EMAIL : yinghui@ntnu.edu.tw 

十一、 研討會結束後將發放研習時數證明，如須公務人員時數請於線上報

名時提供相關資料，本院將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登錄線上時數。 

十二、 注意事項：   

(一)惠請報告人（臺北市立大學、銘傳大學）將投影片等相關檔案於 8 /22前

寄至活動承辦人信箱。 

(二)本研討會不提供住宿，由學員所屬學校負擔差旅費 

(三)若因不可預測之突發因素，主辦單位擁有變更議程及講員的權利，恕不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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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議程規劃: 

104年 9 月 2日(三)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9:00‐9:30  報到 

09:30‐9:40  開幕式  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陳李綢副院長 

09:40‐11:30 
如何落實大專校院
性平會專業運作及
功能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婚姻與家族治療研究所郭麗安教授（3時）

11:30‐12:00  Q/A時間 

12:0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運作實務經驗分
享（每校 20分鐘）

1.臺北市立大學 
2.銘傳大學 
3.討論（20分鐘）

經驗傳承（1時） 

主持人：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姚淑文主任 

報告人：承辦人員實務經驗分享（2人） 

14:30‐14:50  茶敘 

14:50‐16:20 

大專校院學生情感/
親密暴力防治與校
園性別事件調查處
理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姚淑文主任（2時） 

16:20‐16:30  休息 

16:30‐17:20  綜合研討 

主持人：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姚淑文主任 

出席：教育部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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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9 月 3日(四)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9:00  報到 

09:00‐10:4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
性霸凌事件統計及追
蹤管理系統說明 

教育部謝昌運專員（2時） 

10:40‐11:00  茶敘 

11:00‐12:00 
CEDAW 與大專校院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之連結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嚴祥鸞教授（1時）

12:00‐13:10  午餐休息 

13:10‐14:10 

1. 新舊任承辦人員分
組研討（主題：性
平會運作實務與困
境）（30分鐘） 

2. 研討經驗分享報告
（30分鐘） 

分組研討（1時） 

分組主持人：（3人）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嚴祥鸞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吳淑禎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潘淑滿教授 

報告人： 

14:10‐14:30  茶敘 

14:30‐16:1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行政
處理實務說明與討
論 

實務研討（2時）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業務報告 

教育部代表 

16:10‐17:00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1時） 

主持人：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陳李綢副院長

出席：教育部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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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交通與住宿資訊 

 

 

 

 

 

 

 

 

 

 

 

 

 

(一)交通資訊 

 捷運： 

1. 捷運古亭站 

中和新蘆線〈橘線〉、松山新店線〈綠線〉於『古亭站』五號出口直行

約八分鐘即可到達。 

2. 捷運台電大樓站 

松山新店線〈綠線〉於『台電大樓站』三號出口，師大路直行約十分鐘

即可到達。 

3. 捷運東門站 

淡水信義線〈紅線〉、中和新蘆線〈橘線〉於『東門站』五號出口，麗

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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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 

 15、18、74、235、237、254、278、295、662、663、672、907、0

南、和平幹線在「師大站」或「師大綜合大樓」下車。 

 0東、0南、20、22、38、204、1503、信義幹線在「信義永康街口(捷運

東門站)」下車，麗水街直行約十四分鐘即可到達。 

自行開車： 

 中山高速公路：圓山交流道下‐>建國南北快速道路‐>右轉和平東路‐>臺

灣師大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1.  木柵交流道‐>萬芳交流道‐>辛亥路‐>右轉羅斯福路‐>右轉和平東路‐>臺灣

師大(圖書館校區) 

2.  安坑交流道‐>新店環河快速道路‐>水源快速道路‐>右轉師大路‐>臺灣師

大(圖書館校區) 

  (二)  住宿資訊 

與會人員可住宿於本校師大會館，相關資訊可參考訂房網頁，使用線上訂

房可享優待價。 

訂房網頁：http://place.sce.ntnu.edu.tw/online_checkin/ 

1. 師大館 

訂房服務電話：02‐7734‐5800 

收費標準： 

房間類型 
標準房  普通房 

雙人套房  雙人套房  三人套房  四人套房 

一般價  1,700元(日/間)  1,500元(日/間) 1,700元(日/間) 2,000元(日/間)

優待價  1,500元(日/間)  1,200元(日/間) 1,400元(日/間) 1,700元(日/間

 

2. 迎賓館 

訂房服務電話：(02)2394‐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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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標準： 

房間類型  雅緻雙人房  迎賓三人房  四人家庭房 

一般價  2,800元(日/間) 2,900元(日/間) 3,400元(日/間) 

優待價  2,500元(日/間) 2,600元(日/間) 3,200元(日/間) 

 

(三)  校區位置圖 

 

 

 

 

 

培訓地點： 
進修推廣學院 1F 演講堂 

進修推廣學院 
師大館 

迎賓館


	元智大學

